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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Dental® 2019 年展位预定通知
各相关企业：
感谢贵公司长期以来对中国国际口腔设备材料展览会暨技术交流会
(Sino-Dental®)参与和支持。
Sino-Dental®始于 1995 年，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亚太地区影响力最大、全球
知名的口腔专业盛会。2018 年展会展出面积 50000 平方米，来自近 30 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 800 家企业参展，其中德国、日本、美国、韩国、以色列、瑞士等 200
多家企业以展团形式参加。展会丰富多彩的展品和学术、技术交流活动吸引了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4 余万人次专业观众。
Sino-Dental® 2019 将于 2019 年 6 月 9 日-12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现将展位预定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预定原则

(一) 总体原则
1. 根据展位规模，根据时间安排表，分阶段预定
2. 根据评分体系，按得分排高低排列展位预定优先级
3. 相同面积、得分相同，按预定先后顺序安排展位
(二) 评分原则（请以网站公布的评分细则及权重为准）
1. 创新：
 新产品、新技术全球/全国首发
 自主研发的行业引领性产品及技术
建议提交资料：获得相关科技、创新认证、各类权威奖项入围排名、CFDA
绿色通道认证等证明材料；新产品、新技术的首发相关说明文件；权威第三方评
价资料等
2. 品牌：企业行业影响力和展示形象
建议提交资料：具有影响力的排名入围情况；企业经营相关数据、年报等；
3 年内企业搭建方案及现场图片资料；参与重大国际展会的图片、会刊资料等
3. 诚信：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无侵犯知识产权或相关纠纷；无转租/合租展位、现场
售卖、展位搭建不合规、被投诉举报等相关违规行为（组委会 5 年内稽查资料作
为评分因素之一，列入扣分项）；参展历史记录等
建议提交资料：展示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专利相关证明文件，CE 及 FDA
等权威性注册文件；企业参展历史资料及展位现场图片资料；第三方机构相关认
证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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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绿色：
符合国家战略，节能、环保、低耗（包括企业产品及搭建方案）
建议提交资料：企业相关产品在节能、环保方面获得的资质认证、奖项证明
文件等；负责要求的搭建方案；权威第三方评价资料等
5. 共赢：
中国国际医用仪器设备展览会暨技术交流会（China-Hospeq）口腔展区参展
企业
建议提交资料：China-Hospeq 参展确认函、参展协议书等
6. 国际：
邀请国际经销商参加 Sino-Dental
建议提交资料：上一年度国际经销商参加 Sino-Dental 的数量、人员名单、
相关视频、照片资料；下一年度国际经销商邀请情况及回复情况（往来邮件、确
认函等）
(三) 评分权重及细则
评分为百分制，请根据第（二）项的具体要求及建议提交评分材料，各项得
分均有封顶。如需继续使用 2018 年评分资料并作适量补充，请在申请表中注明。
类别

分数

1. 创新 26%
新产品、新技术首发：全球、全国

有效材料每份 1-2 分，封顶 8 分

自主研发的行业引领性产品及技术

有效材料每份 1-3 分，封顶 8 分

CFDA 绿色通道认证、行业突破性技术等重
大领先

有效材料每份 1-3 分，封顶 10 分

2. 品牌 20%
品牌及行业影响力（行业排名，企业经营数
据，所获奖项等）
展示形象（参与重要展会，搭建方案等）

有效材料每份 1-3 分，封顶 14 分
有效材料每份 1-3 分，封顶 6 分

3. 诚信 26%
产品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证明
CE 及 FDA 等权威性注册文件等

有效材料每份 1-3 分，封顶 12 分
根据参展历史（1-3 年，3-10 年，10-20 年，

企业参与展会历史记录

20 年以上，封顶 8 分）、历年参展面积（1-3
个、4-8 个，8 个以上，封顶 4 分）、参展
形象等，总计封顶 14 分

组委会保留的侵犯知识产权记录及知识产

减分项，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及次数（1-3 分

权纠纷（含举报投诉）

每项），封顶减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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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保留的转租/合租展位、现场售卖、
展位搭建不合规、被投诉举报等相关违规行
为等记录

减分项，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及次数（1-3 分
每项），封顶减 14 分

4. 绿色 8%
节能、环保、低耗：企业理念及产品

有效材料每份 1-2 分，封顶 4 分

节能、环保、低耗：搭建方案及材料

有效材料每份 1-2 分，封顶 4 分

5. 共赢 10%
根据参展历史、参展面积、来年参展报名情

参加 China-Hospeq 展会

况，封顶 10 分

6. 国际 10%
往届展会邀请国际经销商的情况

封顶 4 分

本次展会邀请国际经销商的计划

封顶 6 分

二、

时间安排

阶段

预定展位数量

时间

第一阶段

国家/地区展团

9 月 1 日-25 日

提交申请

9 月 26 日-30 日

审核

10 月 10 日-11 月 15 日

提交申请表及资料

11 月 16 日-12月18日

审核-确认-缴纳定金

第二阶段

4 个以上展位

第三阶段

1-3 个展位

12 月 21日 （周五）

电话预定

备注

电话预定后，7 个工作日内
提交申请表及资料

12 月 28日-2019年1月下旬 审核-确认-缴纳定金

三、

预定方式及提示

(一) 第一阶段：仅对国家/地区官方组织的展团开放
(二) 第二阶段：邮件预定或传真
企业提交申请后，组委会统一进行资质审核。未通过审核或不符合预定要求
的企业，组委会将统一通知，可参加下一个阶段的展位预定。
参加第二阶段预定的企业，原则上应满足连续参加 Sino-Dental®展会 3 年
以上，且展位数量均不低于 4 个。如未在指定时间内提交的申请及资料，原则
上视为无效。
(三) 第三阶段：电话预定
组委会将在 12月 19日-20日在官方网站 www.sinodent.com.cn 公布剩余展
位图，12 月 21 日上午 10 点开始进行 1-3 个展位的电话预定，之前恕不接受。
(四) 预定提示
1. 各企业需在规定时间内将展位申请表，连同企业资质证明文件（社会统
一信用代码证或营业执照、产品注册证、生产许可证）及评分相关材料传真或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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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发送至组委会（展位申请表可在展会首页下载中心下载）。展位申请表请勿手
填，所填信息务必完整、清晰。评分相关材料如未提供，相关项将被记为 0 分。
资质审核不合格的企业将无法预定展位。
2. 评分标准适用于所有企业。请按照预定阶段提交资质材料，第二阶段的
企业请按照要求及时间表，按时将申请表及相关材料发送至
info@sinodent.com.cn 或 sino-dental@qq.com,组委会按照预定原则，根据企业
提交材料进行审核后统一安排展位。第三阶段预定的企业，请于电话提交展位申
请后 7 个工作日内提交申请表及相关材料至组委会邮箱，审核通过后，得分较高
的企业有优先调整展位的资格。未能按时提交资料的企业，电话申请将视为无效。
有扣分项的企业，电话预定后仍可能有展位调整的可能（最终解释权贵
Sino-Dental®组委会所有）。
3. 组委会将以传真或邮件形式确认展位。企业收到确认函后，根据确认函
约定时间回复确认函、缴纳预定金（每个展位 3000 元）,否则展位无法保留。
备注：组委会仅接受上述预定方式，办公现场恕不办理展位预定相关业务。
四、

信息发布

(一) 最终评分细则及权重以网站公布为准。
(二) 展位图请随时关注网站更新，展位费标准请参见展位图。
(三) 上述时间安排和预定方式在展会网站及微信公众平台（Sino-Dental
北京国际口腔展）随时更新，请务必关注展会网站及微信信息。
(四) 组委会将以微信、短信、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展会各项事宜。请各企
业确认提供正确完整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如有变更，请及时通知组委会。欢迎
关注展会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更多展会信息。
五、 工作原则
(一)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组委会将进一步完善企业准入机制，严格
审核参展企业相关资质。特别提示首次参展企业请务必提交完善的企业资信材
料。
(二) 组委会充分履行告知义务，相关信息将按照第四项公布的渠道定时
发布。并于各预定阶段开始前提醒企业提交资信材料至 info@sinodent.com.cn /
sino-dental@qq.com，填报截止前将向未提交企业发送二轮通知，告知企业尽快
提交相关材料。友情提示参展企业完善企业联系信息，如有变更请及时告知组委
会。
(三) 展位预定工作公开、透明，严禁一切舞弊行为，严禁工作人员收受
企业赠与的任何形式的财物等。一经发现，组委会将严肃处理相关工作人员，相
关企业评分将作相应扣除、并计入信用评级。请参展企业配合理解，欢迎企业监
督。
(四) 展位预定时间截止后 7 个工作日内，组委会将对企业提交的信息进
行汇总，整合分类后根据评分标准统一进行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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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企业未在规定时间内确认的展位无法保留，将进入预定系统对外重
新开放申请，展位再分配时仍遵循以上原则。如遇特殊情况，相关企业需提前 3
个工作日向组委会书面提交延期申请。
(六) 组委会严格遵守展位分配准则及审核流程，展位分配根据企业申请
及得分情况进行，须经项目经办、项目主管及部门领导依照权限逐级审核。审核
通过后组委会将通知企业缴纳预定金，签订展位合同。
(七) 为保障参展企业及观众合法权益，展会严禁企业合拼或转让展位，
相关行为一经发现，组委会将终止相关企业参加当年展会，并计入信用评级。
(八) 展会严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一经发现，组委会将不再接受
此企业的报名申请，并计入信用评级。
六、 友情提示
(一) 展览大部分展示区域均为特装展区，企业需自行搭建符合要求的特
装展台（具体标准请询问主场公司）。如计划申请标准展位，请严格按照展位图
说明的区域申请预定展位，否则预定视为无效。
(二) 参展企业不得以代订、租借、转售等形式为其他企业预定展位，否
则组委会有权取消其已预定展位，并将影响涉事企业次年展位预定。
(三) 连续 3 年维持一定参展规模，有 3 项以上加分项目、加分累计达到
一定分数且无减分项的企业，申请扩大展位面积时拥有一定的优先权。
(四) 组委会保留根据总体安排调整展位的权利。
展商相关服务欢迎联系组委会：
联系人：张海霞/张素冉/信心小雨/康乐
统一服务 QQ 号：3246432411
网址 www.sinodent.com.cn
Email：info@sinodent.com.cn / sino-dental@qq.com
电话：010-88393929/3912/3883/3917
传真：010-88393924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Sino-Dental 北京国际口腔展)，获得更多展会信息。

北京国际口腔展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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