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体预登记表格 

若贵公司有 5 人或以上同事参观展会，请将此表填写完整后回传至 jenny.tong@ubm.com 或传真 021–61577299，届

时我们将向您发送确认邮件。为确保您收到信息，请确保所填的信息准确详尽。谢谢！ 

团体预登记尊享: 

 提前邮寄胸卡 (11 月 7 号前预登记) 

 现场快速入场 

 展商邀约服务 

 展会实时动态提醒，了解展会及展商活动信息 

 

一、公司信息 (带有 * 符号为必填栏目) 

公司名称：*  

地址： *  

邮编：*  电话：*  传真：*  

公司网站： 

                                       

二、参观人员信息   

称呼 姓名* 部门* 职务 电话/分机 手机* E-mail* 

先生/女士/小姐       

先生/女士/小姐       

先生/女士/小姐       

先生/女士/小姐       

先生/女士/小姐       

 

三、公司业务 

1、我公司属于以下行业（可多选）: 

农业 汽车工业 

乳制品加工业 制药工业 

化学工业 医疗卫生保健业 

半导体工业 印刷业 

塑料工业 废水处理 

建筑与施工服务业  木材加工业 



 

水处理、供给 油漆、颜料、涂料工业 

环境保护 生物技术/生物制药业 

电子、微电子工业 电镀工业 

石化工业 矿产/石油/天然气业 

纸浆、造纸工业 纺织工业 

能源、能源供应 航空航天业 

过滤与分离工业 采矿业 

重工业 金属加工业 

钢铁制造业 陶瓷、玻璃工业 

食品及饮料工业 废弃物处理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2. 请描述贵公司的业务（可多选） 

过滤生产商 设备制造商 

工程承包商 服务咨询 

贸易商 研究机构 

政府/协会 媒体 

其他（请填写） 

 

3. 请选择您感兴趣的产品（可多选）: 

过滤与分离机械、装备 膜及装置、系统（微滤、超滤和反渗透） 

空气与气体过滤器、系统（HVAC、HEPA、

ULPA） 

洁净室及相关设备、系统 



 

油及液体过滤装置及附件 各种滤袋、袋式除尘装置、系统及组件 

污水处理、水质净化装置及系统 静电除尘设备（ESP） 

各种纤维滤材，采用造纸、非织造及金属烧结、

陶瓷烧结滤材、各种复合型滤材 

辅助设备：真空泵、水泵、泥浆泵、空压机、

阀门、管道及附件等 

纳米滤材 测试仪器及装置 

各种滤材、滤器系统的制造设备及配件 咨询、工程承包、信息、软件开发、出版等服

务 

各种滤芯（纱线卷绕、金属烧结、熔喷等） 

 

 

4. 您参观本展会的主要目的是：（可多选） 

寻找新订单 为寻求新的供应商 为了商业交往 为寻求具体问题的解决

方案 

探讨市场上的新产品、服务或技

术 

评估下年参展的机会 进行采购活动 为采购决定而搜集资料 

其它 （请描述） 

   

 


	fill_35: 
	fill_36: 
	fill_32: 
	fill_33: 
	fill_34: 
	fill_37: 
	fill_1: 
	fill_2: 
	fill_3: 
	fill_4: 
	fill_5: 
	fill_6: 
	fill_7: 
	fill_8: 
	fill_9: 
	fill_10: 
	fill_11: 
	fill_12: 
	fill_13: 
	fill_14: 
	fill_15: 
	fill_16: 
	fill_17: 
	fill_18: 
	fill_19: 
	fill_20: 
	fill_21: 
	fill_22: 
	fill_23: 
	fill_24: 
	fill_25: 
	fill_26: 
	fill_27: 
	fill_28: 
	fill_29: 
	fill_30: 
	fill_31_2: 
	Check Box1: Off
	Check Box2: Off
	Check Box3: Off
	Check Box4: Off
	Check Box5: Off
	Check Box6: Off
	Check Box7: Off
	Check Box8: Off
	Check Box9: Off
	Check Box10: Off
	Check Box11: Off
	Check Box12: Off
	Text13: 
	Check Box14: Off
	Check Box15: Off
	Check Box16: Off
	Check Box17: Off
	Check Box18: Off
	Check Box19: Off
	Check Box20: Off
	Check Box21: Off
	Check Box22: Off
	Check Box23: Off
	Check Box24: Off
	Check Box25: Off
	Check Box26: Off
	Check Box27: Off
	Check Box28: Off
	Check Box29: Off
	Check Box30: Off
	Check Box31: Off
	Check Box32: Off
	Check Box33: Off
	Check Box34: Off
	Check Box35: Off
	Check Box36: Off
	Check Box37: Off
	Check Box38: Off
	Check Box39: Off
	Check Box40: Off
	Check Box41: Off
	Check Box42: Off
	Check Box43: Off
	Check Box44: Off
	Check Box45: Off
	Check Box46: Off
	Check Box47: Off
	Check Box48: Off
	Check Box49: Off
	Check Box50: Off
	Check Box51: Off
	Check Box52: Off
	Check Box53: Off
	Check Box54: Off
	Check Box55: Off
	Check Box56: Off
	Check Box57: Off
	Check Box58: Off
	Check Box59: Off
	Check Box60: Off
	Check Box61: Off
	Check Box62: Off
	Check Box63: Off
	Check Box64: Off
	Check Box65: Off
	Check Box66: Off
	Check Box67: Off
	Text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