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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为何要提

前邀请客户？ 

Q2：哪些客户

可以邀请？ 

2018 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 

展商邀请 VIP 观众奖励计划 

2018 年 11 月 6-9 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SNIEC) 

尊敬的展商： 

您好！非常感谢您对 CeMAT ASIA 展会一路以来的支持，也感谢您成为 2018 年 CeMAT ASIA

的参展商。今年我们将继续『展商邀请 VIP 观众计划』，我们将特别提供一部分 VIP 观众名

额给您——2018 年参展商，用来邀请您的国内外买家莅临 2018 年 CeMAT ASIA 展会现场

参观您的展位。 

 

 

 

 

 

 

 

 

 

 

 

 

 

 

 

 

 

 

 

 

 

 

 

 

 提前邀请您的用户现场参观展会，为今年的

市场和销售做好准备  
 免去您的客户现场排长队换参观证的烦扰 
 免费为您的客户提供 VIP 服务  
 

 您目前的以及潜在的代理商

（国内和海外）  
 您目前的以及潜在的用户（国

内和海外） 
Q3：邀请的客户可

以得到哪些服务？ 

 提前收到参观证，展会现场直接 VIP 通道入场，无须任何手续  
 免费升级到 VIP 观众，享受 VIP 服务包含：  

1) 专享 VIP 休息区（休息室饮料和点心；免费 Wi-Fi；手机充电） 
2) 免费获得会刊 1 本 
3) 当天免费工作午餐 1 份 

 您邀请的海外客户将享受尊贵海外 VIP 服务包含： 
1) 免费获得会刊 1 本 
2) 登记处快速登记   
3) 现场礼遇：直接引导观众去见他们已经有预约的参展商，最大优化观众的时间  
4) 准确的英语的标识/地图（展馆）  
5) 优惠的酒店预订服务  
6) 预定旅游服务   
7) 祷告室     
8) 专享 VIP 贵宾休息区（免费寄存行李；免费 wifi；休息室饮料和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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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提名 提名截止时间 邮寄方式 

第一批提名 9 月 20 日 主办方快递给展商，由展商直接快递给 VIP 观众 

第二批提名 10 月 16 日 主办方直接快递给 VIP 观众 

 

 

 

展商邀请 VIP 观众信息登记表 
（如表格不够可自行添加） 

 买家行业 公司名称 姓名 职位 手机 地址 电话 邮箱 

1         

2         

3         

4         

5         

6         

7         

8         

9         

10         

*如果您是用 word 提供 VIP 观众信息，请务必每个信息都要填写完整，以免审核不通过。 

 

Q4：如何可以让买家

享受到以上服务？ 

您只需提前邀请您的客户，并将您客户的

以下信息汇总到下方表格中，在 2018 年

10 月 16 日前发至如下邮箱：

candice.shao@hmf-china.com， 
或登录展商服务系统

(http://www.cemat-asia.com/exhibitors/sh
ow.php?lang=cn&id=282)，点击【在线观众

邀请】-【申请 VIP 观众证】，进行在线上

传，即可为您的客户提供以上多重优惠超

值服务。 

Q5：如何取得

VIP 参观证？ 

CeMAT ASIA 展主办方将于提名截止日打

印『VIP 参观证』并直接邮寄给您或者直

接快递给 VIP 观众，您的客户只要凭此观

众证即可现场直接参观，零手续，还可以

现场享受 VIP 尊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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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保证 VIP 观众的质量，我们会对推荐的 VIP 观众进行电话审核。经过主办方的筛选及

确认信息完整，即为您送上精美礼物。 
 
审核标准：所有被提名者信息都必须准确；提名人所在企业必须是参展商，被提名者不是

本行业企业及参展商；被提名者须是展会用户行业买家或代理商；同一家企业被提名不得

超过 2 位；每家参展商限 3 人提名 VIP 观众，超出 3 人不再接受提名；重复提名的 VIP 观众

仅计算给首先提名者并且 VIP 观众不再重复累积。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如您有任何问题，欢迎联系：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邵歆然/唐依静 小姐    

邮箱：candice.shao@hmf-china.com/louise.tang@hmf-china.com 

电话：+86-21-5045 6700 ext. 561/305      

手机：+86-183 6808 6155/151 2107 7914    

 

提名截止：2018 年 10 月 16 日 

为感谢您的配合及邀请，如您的推荐满足以下要求，我们将回馈给您： 

1. 提名 10 名以上（包括 10 人），您将获得价值 200 元礼品卡 1 张； 

2. 提名 30 名以上（包括 30 人），您将获得索尼防水运动蓝牙耳机

1 副； 

3. 提名 50 名以上（包括 50 人），您将获得小米空气净化器 1 台； 

4. 提名 100 名以上（包括 100 人），您将获得主办方大礼包 1 个，

包括：1+2+3 所有礼品。 

  
  

为感谢您的配合，如您推荐的资料满足以下 2 个要求，我们将回馈给

您 1 次针对 10 万+ CeMAT ASIA 买家数据库 EDM 宣传中品牌露出

机会和 1 次针对 3.5 万+ 的官方微信粉丝发布企业信息的机会，

让更多的优质买家关注您的品牌。 

1. 提名 50 名 VIP 观众   
2. 所有信息均完整并真实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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