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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促会宁波市化工行业支会（商会）秘书处编 2009 年 1 月

【项目开工】

宁波化工区基础设施及乙烯下游系列项目开工

2008 年 12 月 17 日上午，阿克苏诺贝尔乙烯胺项目及生物污水预处理项目，宁波

金海德旗化工公司碳五分离项目，宁波瑞福特气体储运公司低温乙烯储罐项目开工典

礼在宁波化工区举行。出席开工典礼的领导有：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巴音朝鲁，市委

常委、市委秘书长王剑波、市发改委主任王仁洲、市经委主任林克宇、市环保局副局

长方安兴、市安监局总工方晓红，以及镇海区“四套班子”领导、中石化镇海炼化领

导、各项目负责人等。开工典礼由镇海区委常委、宁波化工区管委会主任胡祖友主持。

镇海区区长陈召华、阿克苏诺贝尔乙烯胺全球事业部经理淡帆程、中石化镇海炼化副

总经理陈坚、宁波金海德旗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严光明、宁波化工区管委会副主任席

伟达等先后在开工典礼上发言。最后由巴音朝鲁书记宣布项目开工并启动按钮。

据展示及介绍，开工建设的 4 个项目概况如下：

一、阿克苏诺贝尔乙稀胺项目：

建设单位：阿克苏诺贝尔有限公司

总建设：2亿美元

能力：主要建设 3.5 万吨/年乙稀胺装置，并配套建设 7.3 万吨/年环氧乙烷和必

要的辅助工程。

二、生物污水预处理项目：

建设单位：阿克苏诺贝尔有限公司

总投资：88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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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6200m3/y

该项目每年可削减 COD 排放量 1 万吨以上，可有效控制区域的水污染问题。

三、低温乙烯储罐项目：

建设单位：宁波瑞福特气体储运有限公司

总投资：2亿人民币

罐容：20000m3

该项目为宁波化工区低温及压力罐区项目的一期，还规划有 30000 m3
低温丙烯和

20000 m3
低温液氨储罐各 1台及压力丙烯、丁二烯、LPG 等球罐若干台。

四、碳 5分离项目：

建设单位：宁波金海德旗化工有限公司

总投资：4.5 亿人民币

该项目是中石化镇海炼化 100 万吨乙烯装置与地方对接项目之一，将与镇海炼化

乙烯装置同步投产，主要产品为异戊二烯、环戊二烯、间戊二烯等。

（化贸秘）

【协会工作】

我会召开会长办公会议

2009 年 1月 9日（星期五）下午，宁波化工贸促会会长办公会议在南苑饭店召开。

出席会议的会长与委托人有：席伟达、邬兴德、吕国连、张华生、孙海娟等人（在甬

会长均已参会，个别因公外出，派委托人参加），会议由席伟达会长主持。会议经认

真讨论，形成如下共识：

（一）同意张华生秘书长所作的“中国贸促会宁波市化工行业支会（商会）2008

年工作总结与 2009 年工作要点”。

（二）我会理事单位——“宁波三和皮革实业有限公司”，因受金融危机影响，经

公司董事会决议于 2008 年 12 月 31 日提前注销。为此，同意终止宁波三和皮革实业

有限公司理事与会员资格。

（化贸秘）

我会举办新年团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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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2 月 30 日晚，中国贸促会宁波市化工行业支会（商会）新年团拜会在天

一石浦大酒店满堂厅举行。出席团拜会的领导有：市贸促会杨振民副会长、赵大方秘

书长、相蔚平科长、市化工医药行业办孙国先主任以及我会名誉会长於保福、华伟、

陈克温、李自强等。我会席伟达会长、邬兴德、吕国连、张华生副会长及 40 余家会

员单位的领导也出席了新年团拜会。团拜会由张华生秘书长主持。我会席伟达会长与

市贸促会杨振民副会长在团拜会上分别致辞，他们不仅肯定了大家在 2008 年所取得

的成绩，而且在新年之际对大家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希望大家在 2009 年振奋精神、

坚定信心、沉着应对经济“严冬”，保持企业的平稳发展。我会名誉会长、市经委林

克宇主任因公外出，发来短信以示热烈祝贺：“向大家致以亲切的新年问候，祝大家

早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牛年呈现牛市行情。”

室外寒风烈，室内暖意浓，大家互相交流、互相祝福，热烈、融洽的气氛洋溢着

自始至终。

（化贸秘）

【评先评模】

我会席伟达会长荣获“全国石化工业先进工作者”

2008 年 12 月 16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召开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劳动模范表彰大会，隆重表彰了全国石油和化学工

业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这是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管理体制改革 13 年

来的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发来贺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原

副委员长顾秀莲到会致词，并为获奖者颁奖。

据悉，经过层层推荐、审核、公示以及最后审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

石化协会此次共评选出 98个先进集体、272 名劳动模范和 21 名先进工作者。在石油

和化学工业先进集体中，车间、班组有 56 个，占先进集体比例的 57%；在石油和化学

工业劳动模范和先进个人中，一线职工 194 名，占 66.2%；各类工程技术人员 233 名，

占 79.5%，其中高级职称人员 119 名，占 40.6%；女性和少数民族劳动模范和先进个

人也占有一定比例。出席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的全体代表还向全行

业发表了倡议书。

我会席伟达会长榜上有名，荣获“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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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贸秘）

【会员动态】

我会员企业科技项目入围国家火炬计划

在上月国家科技部下达的《2008～2009 年国家有关科技计划项目的通知》一文中，

我会员企业有 2 个科技项目入围国家火炬计划，即：宁波德泰化学品有限公司的高分

散炭黑N220及尾气综合利用项目及宁波大红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VE提取中低

酸价生物柴油项目。

据悉，这 2个项目均属国家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水平在国内同行业中

领先，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有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和较大的市场覆盖面，发展前景

看好。

（化贸秘）

【重要通告】

宁波海关推出新作业模式

自 2009 年 1 月 4 日起，宁波海关推出了“365 天两班制查验”的新作业模式。在

当前困难的外贸形势下，宁波海关为提高通关效率，减轻企业负担，在浙江省海关系

统中率先推出了新的作业模式，即在原查验时间安排（9：00～16：00）外，新增一

班查验时间（16：00～22：00），同时，宁波海关还推出了节假日查验预约服务，即

在出口企业预约的情况下，可以在节假日享受和平时一样的查验服务。

在推出的新模式下，大部分出口企业可实现“当天报关，当天放行”。

(化贸秘)

【节能减排】

减排在行动

2009年我市将把COD 排放量控制在4.6万吨以下，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控制在14.7

万吨以下，分别同比削减 3%和 6%。其主要措施有：一是新增或改造一些污水处理及

脱硫项目；二是继续加大减排工作监管力度，实行环保评优“一票否决”制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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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批”制度；三是全面关停水源保护区内各类直接排污口；四是完善排污许可证制度，

稳定推进镇海、余姚两地排污权交易工作，开展机动车尾气综合防治工作，强化监测

能力建设，建立健全覆盖全市的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网络等。

（化贸秘）

【外贸预测】

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预计比去年下降 20%

一、预计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将在较长时间内呈现月度同比下降

局面，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美元计价)可能较 2008 年下降达 20%左右。

其中：进口总额年平均下滑可能达 25%左右，出口总额年平均下滑可能达

17%左右。

第一，出口数量可能呈持续同比负增长态势。在多种不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境

外市场对我国商品的需求萎缩将不是短期现象，可能要持续一段时期。

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美国经济可能长期处于低

迷状态。

面对严峻的形势，各国际组织普遍预测，2008 年和 2009 年世界经济增长大幅放

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8 年 11 月预测，按 PPP 法 GDP 加权汇总，2008 年世界经

济增长 3.7%，比上年回落 1.2 个百分点；今年增长 2.2%，比 2008 年回落 1.5 个百分

点.其中：发达国家今年将出现二战以来首次整体负增长。

在 2008 年 12 月 9 日，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今年

全球经济增速将从 2008 年的 2.5%放缓至 0.9%，这是该行自 1970 年记录该数据以来

的最小增幅。今年，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将下降 0.1%；发展中国家在 2008 年和今年

的经济增速将分别放缓至 6.3%和 4.5%，低于 2007 年的 7.9%，经济放缓程度比 20世

纪 90 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和本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裂时更为严重。

在主要经济体中，美国在 2008 年度的消费支出水平将大幅度下降。经济学家调

查结果显示，美国消费者支出出现自 1942 年以来最大降幅，这将延长美国经济衰退

期，并将使美国失业率达到 25 年来的最高水平。另根据来自 51 位经济学家于 2008

年 12 月 4 日至 9 日调研数据加权估算，美国今年家庭消费支出将会下降 1%，降幅达

珍珠港被袭以来最大；到今年中期，美国经济将会出现连续四个季度以来最大程度的

紧缩。欧洲和日本的形势同样极为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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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可能重新抬头。2008 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大

幅放缓，欧美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富裕国家中保护就业免遭低成本国家竞争的

呼声越来越高，高筑贸易壁垒美欧遥相呼应。国际需求减少，贸易增长乏力，将导致

世界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目前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与地区执政部门贸易保护

主义趋向增强，表示将采取有力措施保持本区域市场贸易稳定，中国未来面临的外部

贸易环境将有所恶化。

三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较大幅度升值，将大大抑制国际市场对我国商品的需

求。2008 年 8月份以来，美元强劲升值，对欧元、英镑和澳元等货币升值幅度都高达

20%以上，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保持稳定，这将抑制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商品

的需求。同期，越南盾、印度卢比、韩元等经济体货币对美元汇率也有较大幅度贬值，

欧美的进口需求已经大幅向越南等经济体转移，从而对我国出口需求形成较大挤压。

四是经过长期高速增长，我国许多商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已经接近极限，难以继续

通过扩大市场份额来保持高增长。但是，市场份额是有限的，一旦达到上限，就不可

能再通过提高市场份额来提高出口的增长速度，而只能使商品出口增长速度和需求增

长速度保持一致。

在这些不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今年我国出口数量出现萎缩已成必然。我们预计，

今年我国出口实际数量将会出现下降，降幅可能达 5%左右。

第二，实际进口数量将出现下降。

在我国经济减速和实际出口量下滑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实际进口量增速出

现了较大幅度下滑，2008 年 11 月份当月已经出现 5%左右的负增长。预计今年我国实

际进口可能会在 2008 年 11 月份的基础上进一步下滑，下降幅度可能在 7%左右。

第三，出口整体价格将会出现一定幅度下降。

今年，在境外需求大幅萎缩和我国经济可能减速等不利因素的制约下，2008 年 8

月份以前推动我国出口商品美元价格上涨的因素已经或将会大幅转向，这为我国出口

商品价格下降提供了空间，我国出口的整体价格将会下降。

一是需求回落将对出口商品价格形成巨大压力。2008 年以来，境外需求大幅下滑

已给我国出口商品价格施加了压力，大多数企业只能保本微利，部分企业已经陷入困

境。今年境外需求的萎缩趋势依旧，这必将对我国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产生更大的压力。

二是基础能源、原材料价格的回落为我国出口商品价格回落提供了空间。2008

年前 9 个月，基础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是导致我国商品价格难以回落的重要因素。

前 8 个月，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持续上涨，9月以来，基础能源、原材料价格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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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回落和需求萎缩使 PPI 大幅下降。可预计，PPI 将继续下降，今年我国的 PPI 同比

涨幅全年可能为负，全年平均跌幅估计在 3%左右。

三是出口关税下调和取消、出口退税率的多次大幅上调，同样为出口商品价格下

降提供了空间。2008 年 8月份以来，我国政府已多次降低或取消部分出口商品出口关

税、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和提高退税率的商品范围，预计我国出口退税率仍有调

整空间。

四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贬值，这将为我国出口商品价格提

供一定的下调空间。

结合需求下降、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下降、出口退税率提高及人民币汇率变化等

因素，预计今年我国出口商品整体价格降幅可能在 10%左右。

第四，进口整体价格会大幅回落。

今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会持续在低位运行。由于需求大幅萎缩、金融机构资金

运用大力去杠杆化等因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持续在目前的价格水平上震荡运行，

难以再现大幅上涨。

考虑到我国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在 30%以上，今年初级产品平均价格可

能较 2008 年下降高达 40%左右，结合其他进口商品价格的下降，今年我国进口商品整

体价格降幅可能在 17%左右。

第五，我国月度进出口总额将持续负增长。

2008 年 11 月份开始，由于我国进出口的量价齐跌，月度外贸进出口总额已现持

续负增长。在 1998 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我国自当年 7 月份开始，月

度外贸进出口总额持续 8 个月出现同比负增长。从 2008 年 11 月份开始，美国次贷危

机的进一步发展和扩散，也可能导致我国再现月度外贸进出口总额持续同比负增长。

上一轮(1998 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持续负增长有一大特点，除个别月份下降幅

度较大外，其余月份同比负增长的幅度相对要小，都在-5%以内。但是，本轮的持续

负增长与上一轮相比有显著的不同，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下降幅度要高于上一轮。首

先，上次危机主要是东南亚、东亚等国家和地区受到了显著影响，欧美发达国家经济

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外部主要需求仍存在。但是，此次金融危机中，欧美发达国家

受影响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未能幸免。其次，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我国的国

际化程度还较低，经济对外依存度也较小，但目前我国的国际化程度已有较大的提高，

经济对外依存度也有大幅提高。

综合考虑进出口价格和数量的变化情况，预计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会在较长

时间内呈现月度同比下降局面，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美元计价)可能较 2008 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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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20%左右。其中，进口总额年平均下滑可能达 25%左右，出口总额年平均下滑可能

达 17%左右。

第六，我国贸易条件将得到有效改善。

今年，我国贸易条件可得到较大改善。2008 年 7 月份以来，随着国际能源原材料

价格大幅回落，我国进口价格开始大幅回落，进口价格指数从 2008 年 8 月份 122.70

回落到 10 月份的 110.80，11 月份已大幅下降到 88 的水平。同期，尽管我国出口商

品价格指数也在回落，但回落幅度要远小于进口价格指数的回落。反映在贸易条件上，

已从 2008 年 7 月 89.0 的低点回升到 10 月份的 97.8，11 月份更是上升到 110 左右。

这表明我国贸易条件开始得到显著改善。综合对今年我国进出口价格走势的分析，今

年我国贸易条件将持续改善。

第七，贸易顺差将保持较高水平。

2008 年前三季度，尽管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保持高速增长，但由于我国贸易条件

的恶化，贸易顺差低于上年同期水平。但从 2008 年 9 月份开始，随着我国贸易条件

的改善，我国月度贸易顺差增加。在 9 月至 11 月份，我国当月的贸易顺差屡创新高，

分别为 293.67 亿美元、352.39 亿美元和 400.90 亿美元。其中，11 月份月度贸易顺

差更是创下 400 亿美元新高。

今年，由于我国贸易条件将持续改善，尽管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可能会出现大幅

下滑，但我国贸易顺差将保持较高水平，全年贸易顺差可能高达 3300 亿美元，将高

于 2008 年的 3000 亿美元左右。

第八，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为负。

由于进出口价格相对变化带来的贸易条件变化，贸易顺差水平并不能反映净出口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008 年前三季度，我国累计贸易顺差 1809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

下降 2.6%，净减少 49.2 亿美元。尽管贸易顺差同比负增长，但去年前三季度净出口

对我国经济增长仍有相当的拉动作用，拉动经济增长达 1.2 个百分点。今年，由于我

国实际进出口量将同步萎缩，净出口规模可能较 2008 年有所减小，净出口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可能为负，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下拉作用。

二、灵活审慎出台政策措施、积极应对外贸严峻形势

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将出现下滑，这是全球贸易多年高速增长后首现负增长的

一种必然现象。对此，我们必须冷静、客观看待这一下滑现象，在大力扩大内需的前

提下，我们要大力推动我国外贸的转型，并逐步改变我国外需依存度过高的现状。

第一，有选择地适当上调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继去年 8 月 1 日，国家有关部

门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 11%提高到 13%后，去年 11 月 1 日、12月 1



9

日、今年 1月 1日，国家有关部门又多次调高了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

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未来出口退税政策应重点落在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高新技

术产品及国内具有发展潜力的产品。

第二，审慎灵活掌握人民币汇率。一方面，我们要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提高汇率

的向下浮动空间，以防止发达国家通过汇率转嫁危机，减轻汇率风险对出口企业造成

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人民币大幅贬值刺激出口的汇率政策。在当前世界

需求出现萎缩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主动挑起货币贬值战。

第三，择机进口能源、资源类产品。自 2008 年 7 月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

现了大幅回落，国际油价已跌至每桶 50美元以下，跌幅达到 70%左右；铜等有色金属

初级产品价格也在大幅下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滑，为我国进口资源、能源

类产品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政府应组织相关部门和企业，尽快形成进口方案，以政府

采购与企业购买相接合的方式，择机购入石油、有色金属等稀缺物资，以推动对境外

资源的收购活动，提高我国能源等战略储备和增加后备来源。

（化贸秘）

【会展信息】

2009 年国内外 25 项主要化工专业展览计划

根据会员单位要求，现刊出我会收集到的 2009 年国内外 25项主要化工专业展览

计划（附件 1），其中：打*的展览项目还有机会享受“国家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

金”给予的摊位补助费。请各会员企业结合企业实际自主选择参展，在报名截止日前，

填好参展申请表（附件 2），盖好公章，邮寄我会，以帮助落实展位。如你对某展览项

目有兴趣，欢迎来人、来电咨询。我会电话：0574-87367176，联系人：张华生。

（化贸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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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09 年国内、外主要化工专业展览计划表

序 号 展会名称 时 间 地 点 展 会 内 容 报名截止日期

1
第十届中国国际农用化学品及植
保展览会

3月 18 日—20 日
上海光大会展中

心
农药、肥料、植保与农用生物工程技术、农用机械、
农用塑料等。

2月 1 日前

2 *印度国际精细化工展览会 4月 15 日—17 日 印度·孟买
医药中间体、染料中间体、农用化学品、电子化学品、
化妆品原料、香精香料、催化剂、水处理剂、生物技
术等精细化工产品。

2月 1 日前

3 世界制药原料日本展 4月 21 日—23 日 日本·东京
医药原料、化工中间体、精细化工品、动植物提取物、
生物催化剂等。

2月 1 日前

4 2009 年越南国际塑料展览会 5月 21 日—23 日 越南·河内
各种工业、农用、医用、生活用塑料制品、塑料原料、塑料
机械等。

2月 15 日前

5 亚太涂料展览会 6月 3 日—5 日 泰国·曼谷
涂料及其各种原材料、染料、颜料、胶粘剂、油墨、
助剂、涂装设备等。

3月 1 日前

6 *欧洲精细化工展览会 6月 17 日—18 日 西班牙·巴塞罗那
医药中间体、农用中间体、染料中间体、手性化学品、
电子化学品、催化剂、杀虫剂、表面活性剂、水处理
剂等。

3月 15 日前

7 2009 泰国国际橡胶展览会 7月 1 日—4 日 泰国·曼谷
各种橡胶原材料及助剂、各种工业、农用、医用、生
活用橡胶制品、橡胶机械等。

4月 1 日前

8 拉美涂料展览会 7月 15 日—16 日 墨西哥·墨西哥城
涂料及其各种原材料、染料、颜料、油墨、助剂、填
料、聚合物、胶粘剂、涂装设备等。

4月 15 日前

9
*2009 年孟加拉国际染料和化工
展览会

7月 16 日—19 日 孟加拉·达卡 各种染料及其中间体、颜料、精细化工品等。 4月 15 日前

10
第 22届非洲及中东地区国际农业
博览会

7月 26 日—29 日 埃及·开罗
各种农药、化肥、植物生长调节剂、各类农用生物工
程技术及产品。

4月 15 日前

11 世界制药原料南美展 8月 26 日—28 日 巴西·圣保罗
动植物提取物、医药原料、中间体、精细化工品、活
性配料、生物碱、生物催化剂等。

5月 15 日前

12
第三届中国（巴西）农药化工展
览会

8 月 巴西·圣保罗
各类农药化肥、植物生长调节剂、各类农用生物工程
技术及产品等。

4月 15 日前

13 拉美国际精细化工展览会 9月 23 日—24 日 墨西哥·墨西哥城
医药、化工中间体、有机中间体、染料中间体、农用
中间体、基础化学品、手性化学品、电子化学品、生
物杀虫剂、催化剂等。

6月 15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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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巴西涂料展览会 9月 23 日—25 日 巴西·圣保罗 涂料、颜料、染料及其原料、设备、技术等。 6月 15 日前

15 第 15 届俄罗斯国际化工展览会 9月28日—10月2日 俄罗斯·莫斯科
基础化工原料、石油化工、农用化学品、食品添加剂、
水处理化学品、医药原料和中间体、涂料、染料、颜
料、化工设备等。

6月 15 日前

16 世界制药原料展览会 10 月 13 日—15 日 西班牙·马德里
动植物提取物、医药原料及中间体、精细化工品、活
性配料、生物碱、生物催化剂等。

6月 30 日前

17
第五届乌克兰国际塑料橡胶工业

展览会
10 月 27 日—30 日 乌克兰·基辅

各种橡胶原材料及助剂、各种工业、农用、医用、生

活用橡、塑制品、塑料原料、橡塑机械等。
7月 15 日前

18
第二届中国国际石油和化工环保
节能与资源综合利用设备与技术
展览会

11月 上海
工业水处理、大气污染防治、节能等方面的技术与设
备、可再生能源与资源综合利用等。

8月 1 日前

19
第三届中国国际石油和化工安全
设备与技术展览会

11月 上海
防爆电气、安全防护、个体防护、消防器材、检测仪
器等。

8月 1 日前

20 *2009 韩国精细化工展览会 11月 5 日—6 日 韩国·首尔
农药原料及中间体、染料、颜料及其中间体、医药原
料及中间体、生物化学品、油田化学品、水处理化学
品、表面活性剂等。

8月 1 日前

21 2009 日本国际化工展览会 11月 日本·东京
精细化工品、各类化工原料、农用化学品、医药原料
及中间体、染料、涂料、颜料、化工机械、橡塑机械
等。

8月 1 日前

22 美国天然提取物和保健品原料展
览会（西部）

11 月 11 日—13 日 美国·拉斯维加斯 动植物提取物、医药中间体、保健品、食品添加剂等 8月 1 日前

23 世界制药原料印度展 12月 1 日—3 日 印度·孟买
精细化工品、化工中间体、活性配料、生物碱、生物
酶、动植物提取物、生物催化剂等。

9月 1 日前

24 中国国际精细化工展览会 12月 1 日—3 日
上海国际展览中

心

各类精细及专用化学品、催化剂、油田化学品、水处
理化学品、电子化学品、造纸化学品、农药中间体、
医药中间体、染料中间体等。

9月 15 日前

25
第六届中国（越南）化工展览会
第四届越南国际化工展览会

12月 越南·胡志明市
精细化工品、化工原料、农药、肥料、橡胶塑料、医
药原料及中间体、染料、涂料、化工机械等。

9月 15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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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参 展 申 请 表

展会名称

单位名称
中 文

英 文

通信地址
中 文

英 文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邮政编码 电子邮件 手 机

申请摊位 摊位 个、 m²、摊位号

参展人数 我单位计划派 人参展 持因公护照 人 持因私护照 人

外办名称 （持因公护照）

参展人员姓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护照号码 身份证号码 职 务

参展约定：
1、组团单位与参展企业在充分了解展会的基础上，本着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签订此表。
2、参展企业须遵守展会的有关规定，不得提早撤展，展览期间不得损坏展览有关设施，如

因违规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参展企业应承担相应的处罚。
3、参展企业应严格遵守展览举办国的相关法律，严禁有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参展，参展企

业因违法、侵权行为而引起的法律纠纷与组团单位无关。
4、为保证参展工作顺利进行，参展企业有责任按照我会各通知中规定的时间办理护照，提

交相关资料，行程确定等各项工作。如因参展企业延误时间而影响以上各项工作，责任
与组团单位无关。

5、参展企业有责任按时交纳各项参展费用。如参展企业未能按时交齐各项费用，将被视为
自动放弃参展处理，组团单位保留处理摊位的权利。如因组团单位未能提供摊位给参展
公司，组团单位将如数退还企业所交费用。

6、参展人员被拒签或未能及时得到签证的，组团单位将本着减少参展企业损失的原则妥善
处理，但业主已发生而不能取消的费用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

7、由于不可抗力或非组团单位的责任而不能履行出展计划的，组团单位应及时通知参展企
业，并将参展企业所付费用扣除业已支出的费用后全额退回。

8、以上约定作为组团单位与参展单位之间达成的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此表传真
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效力。

参展公司确认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中国贸促会宁波市化工行业支会

确认章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中国贸促会化工行业分会

确认章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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