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兰 州 体 育 产 业 博 览 会
Lanzhou Sport Expo 2017
2017 年 6 月 2-4 日 甘肃国际会展中心

20 亿元成交预期，2 场高端会议，5 大主题活动，4 大展览模块，22000 平方
米展览面积，
贯通体育全产业链，打造中国西部体育产业发展交流合作第一平台

邀请函
根据兰州市政府工作安排，为推动兰州市乃至甘肃省体育产业加快发展，全方位推介宣
传 2017 第二届兰州体育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体博会”），使全社会各阶层各年龄段广
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增强体质、强健体魄。为办好本届体博会，大力提升
体博会规模、质量和办会水平与社会效益，扩大城市美誉度和影响力，打造西部·兰州体育
产业发展新高地，现面向广大体育产业商家发出诚挚邀请，欢迎参与 2017 兰州体育用品博
览会。

展会概况
根据“十三五”体育产业规划总体要求，未来西部地区在体育人口、体育场地建设、体
育公共服务项目、体育产业发展及体育品牌培育方面，将投入巨资，产生多个百亿级体育市
场，创造巨大市场空间。2017 兰州体育产业博览会旨在打造中国西部体育产业发展合作交
流领先平台，整体推动西部体育产业发展。
上届回顾

上届兰州体博会在兰州国际马拉松前夕（6 月 3-5 日）举行，重点展出各类先进的体育
设施、器材及用品，乔丹、特步、捷安特、第五频道杂志等 280 余家国内外体育企业和单位
参展，吸引了超过 25,000 人次到场参观，奥运冠军王浩也亲临会场助阵。现场成交额超过
36 亿元人民币。

时间/地点
2017 年 6 月 2-4 日 甘肃国际会展中心（兰州市城关区北滨河东路 1 号）

展会优势
1.定向开发与深耕西部市场，买卖双方成交率更高
2.借势 2017 兰州国际马拉松的驱动和影响力

3.秉承 2016 首届博览会极佳的效果和成交额
4.展会依托官方资源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展会亮点
1.专注交易，以交易效果为核心，服务买方和卖方
2.定向邀约，买团邀请，配对服务，效果彰显
3.直面西部最大区域买家市场，与买家零距离
4.低成本、高效率、高性价比参与展会
5.完善展会配套服务，让参展轻松容易

展会宗旨
打造中国西部体育产业发展交流合作领先平台。

展示范围
兰马专题

兰马用品、服饰、装备
赛事专区
田径器材
体操器材
游泳器材

体育器材

健身器材
儿童体育游艺器材
竞技体育器材
民间体育器材
体疗康复
球类用品

体育用品

运动服饰
户外用品
极限运动产品
电子竞技

体育休闲

充气设备
电动设备
游乐设施

同期活动
1．中国西部体育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2．中国（兰州）体育产业投融资对话峰会暨项目签约仪式
3．主题活动之：兰州体博会电子竞技表演赛
4．主题活动之：自行车骑行公益活动
5．主题活动之：西部健美小姐、健身先生大赛
6．主题活动之：广场舞表演

7．主题活动之：三人篮球挑战赛

参展费用及服务明细
1）新型材料展位：（铝制材料）
A 类：6m*6m=36 ㎡

B 类：6m*9m=54 ㎡

 由主办方提供室内光地并搭建，最低 36 ㎡起租。
备注：参展保证金 5000 元（展会结束后将退还保证金）

2）特装展位：（木质材料）
 由主办方提供室内光地，参展企业自行搭建展台，组委会给予 300 元/㎡搭建补贴，
最低 36 ㎡起租。
备注：1、特装展位效果图必须经组委会审核通过。
2、为确保安全，由组委会指定搭建商承建
3、参展保证金 5000 元（展会结束后将退还保证金）

3）标展搭建：
 由主办方提供室内光地并搭建，标展面积：9 ㎡
备注：参展保证金 1500 元（展会结束后将退还保证金）

4）活动赞助及广告费用
 展会同期活动、论坛、户外体育活动、门票、邀请函及现场广告位，均可冠名赞助，
有需要宣传
的企业，可另向组委会索取详细冠名方案。

展位配置说明
1、豪华标摊：大方铝结构配高清写真，四面开口、统一楣板制作，地毯、照明射灯。
2、空地（特装）不收取任何管理费，但需要向展馆缴纳施工安全押金（撤展后退回）。
3、标准展位配置：双面 pvc 展板、接待桌式洽谈桌一个、展椅 2 把、2 个射灯。

关于博览会执行单位
 甘肃会展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会展商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是上市公司甘肃电投旗下甘
肃会展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现有员工 51 人，男职工 24 人，女职工 27
人，大学本科 38 人，党员 19 人，资产总额约 2500 万元，目前，已形成了以展览、文
化传播、广告宣传、工程搭建、体育健身等紧密关联产业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格局。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是广东会议展览协会、广东省组展协会副会长单位，为全球
会展行业最具影响力的权威行业组织---全球展览业协会（ufi）成员单位，在众多公益
及 NGO 组织中担当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公司自 2000 年成立以成为国际品牌展览

组织者。旗下的众多自办展均通过了 UFI 认证，成为行业的风向标展会。公司已累计举
办 100 多场国际国内展览，邀请参展商 30000 多家，接待观众 100 万人次。

展会日程
 进场：5 月 29-31 日－（9:00-17:00）
 布展：6 月 1 日－（9:00-17:00）
 开展：6 月 2-4 日－（9:00-17:00）
 撤展：6 月 5 日－（9:00-17:00）

联系我们
兰州国际马拉松赛组委会商贸文旅部
招商联系：毛先生 18419618048
李先生 18818919598
冯先生 18193134335
媒体合作：张小姐 18693265854
电子邮箱：461633786@qq.com
官网 www.sportlz.com
微信公众号 lztyypblh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北滨河东路 1 号甘肃会展商务有限责任公司自办项目办公室
附件：1.2017 兰州体育用品博览会参展申请回执表（代合同）

敬请阁下及时联系我们获取最新展会资讯！
附件一：

2017 兰州体育产业博览会
参展申请回执表（代合同）

时间：2017 年 6 月 2 日—6 月 4 日
地点：甘肃国际会展中心
参展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品牌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 编：__________________
法人代表（负责人）：
( □女士/□先生 ) 公司网址：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
职务：
电 话：__________________
手 机：
传真：
Email：__________________
参展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申请标准展位企业需缴纳 1500 元参展保证金，申请特装展位企业需缴纳 5000 元参展保证金，
保证金将在 5 日下午现场退还，只作为到场参展保证费用）

特装光地：展位号
标准展位：展位号

面积
面积

参展保证金
参展保证金

元（36 ㎡起订）
元

相关条约：
1、参展单位报名 3 个工作日内向承办单位提供营业执照副本、法人身份证、组织机构代码
证、品牌授权、产品合格证等相关资料复印件；
2、只展出与展览会相关内容，无关产品、假冒伪劣产品、侵犯知识产权产品将被谢绝展出，
且后果须由展商承担，否则，组委会有权取消其参展资格；
3、参展商必须遵守甘肃国际会展中心相关制度；
4、回执表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此表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效力;
5、已支付保证金但未参展及提前撤展企业，保证金不予退还。
传真号码：0931-8306181
招商联系：毛先生 184 1961 8048
李先生 188 1891 9598
冯先生 181 9313 4335
参展单位：
（签字盖章）：
参展单位负责人：
签订日期：2017 年 月

日

承办单位：
（签字盖章）：
负责人：
签订日期：2017 年 月 日

请您用正楷字详细填写，并加盖公章后传真至兰州国际马拉松赛组委会商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