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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CON China 2020                                                                                                                                                                                                                                                                                                                                                                                                                                                                                                                                                                                                                                                                                                         
展位申请指南 

 

下属信息对应于填写申请表的各个步骤。请参照本指南填写申请表。每完成一个步骤后请予以核对，并在各个步骤前的方框

内打勾。 

 

 
  第一步            参展公司信息 

请提供联系信息，以便我们向您发送有关 SEMICON China 2020 展览及研讨会的重要通知及相关信息。有

关展位安排及展览筹备过程中的所有资料将按所填写的邮件地址及联系人进行发送。如需付款信息或由其他

人员来接收最新邮件，请参见第 7 步“特殊要求表”。 
 请勿填写邮政信箱。 

• 请填写相关联系人信息：英文全名、电话号码、电子信箱，以便我们向您告知展会相关信息。 

 

  第二步       展位类型选择 
请提供您所期望的标准展位或光地展位的展位数量及类型。SEMI 将尽全力满足您的要求，但不保证在划分

展位时一定能按您选择的类型给予分配。 

 
请按照您的喜好将您的要求逐一编号 (1、2、3)。请在第 7 步“特殊要求表”中填写您的特殊要求 (如：转

角展位)。各展位类型说明如下： 

 

• 直线形:  一个或多个标准 (3m x 3m) 展位位于一条直线上。 

 

• 半岛形 (至少 4 个展位): 宽度和深度至少为 6 米，三面朝向走道开口。  

 

• 岛屿形 (至少 8 个展位):  最小面积 6m x 12m，四面朝向走道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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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       展品范围： 
以下是 SEMICON China 2020 的展品范围（展品包括但不仅限于下述分类）。 

 

 晶圆加工设备及厂房设备 
在半导体制造中专为晶圆加工的厂房提供设备及相关服务的供应商，包括光刻设备、测量与检

测设备、沉积设备、刻蚀设备、化学机械抛光(CMP)、清洗设备、热处理设备、离子注入设备、

工厂自动化、工厂设施、拉晶炉、掩膜板制作等。 

 

 晶圆加工材料 
在半导体制造中提供原材料和相关服务的供应商，包括多晶硅、硅晶片、光掩膜、电子气体及

化学、光阻材料和附属材料、CMP 料浆、低 K 材料等。 

 

 测试封装设备 
在半导体测试和封装过程中提供设备及其他相关服务的供应商。主要涉及晶圆制程的后道工序，

就是将制成的薄片“成品”加工为独立完整的集成电路。包括切割工具及材料、自动测试设备、

探针卡、封装材料、引线键合、倒装片封装、烧焊测试、晶圆封装材料等。 

 

 测试封装材料 
在半导体测试和封装过程中提供材料和相关服务的供应商，包括悍线、层压基板、引线框架、

塑封料、贴片胶、上料板等。 

 

 子系统、零部件和间接耗材 
为设备和系统制造提供子系统、零部件、间接材料及相关服务的厂商，包括质量流量控制、分

流系统、石英、石墨和炭化硅等。 

 

  第四、五步 展位价格及付款方式 
 请在第 4 步使用展位每平方米的单价乘以面积来计算您的总展位费用，并将上述金额填入第 5 步。申请时需

支付 30%的订金（不返还），申请表即为定金的形式发票。如需正式发票以安排付款，请尽快联系 SEMI。我

们只有在收到订金后才会为您安排展位。 

 

 此外，请在随附的付款信息表上填写付款方式。 

 

  第六步  签名 
在申请表上签名或盖章，即表明您同意遵守以下文件中的展会规则及规定：参展商服务指南、展会前发布的

备忘录、申请表第二页上的条款/展位合同。无签名的申请表或合同将不予接收。 

 

 第七步  特殊要求表 
 

  

• A – 列出您所偏爱的展位位置、展厅以及其他要求，如与主要联系人不同的帐单地址及/或请求由第二

联系人接收电子邮件。 

• B – 中国办公室联系方式，如您的公司在中国有办公室，请在此填写您中国办公室的联系人的中文姓

名、中文地址、电话及 E-mail地址。 

• C – 所有非 SEMI 会员的公司需填写产品简介，以供我们核实您是否具备申请 SEMICON China 2020
展位的资格。 

• D – 参展商服务手册：我们将提供在线参展商服务手册，并通过参展商快讯通知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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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申请表 / 展位合同 
 

 
 

请仔细填写以下重要信息 

1. 参展商信息 
所有与展览有关的资料和信息都将邮寄到以下地址，故请参展厂商务必正确填写。 
 

公司名称(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称(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会员 ID: 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地址(请勿使用邮政信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城市/省: _______________ 邮编: ______________  
 

联系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职务: 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机：_____________________传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有必要请附上其他联络信息 
 

2. 展位类型选择 
 

_____ 标准展位    3m x 3m 标准展位需求数量 
包括: 展墙 (两侧面和背面)、 两台射灯、咨询桌、 两把折叠椅、垃圾桶、地毯、一个电源插座、含厂商名称的门楣。   

 

_____ 光地              3m x 3m 光地展位需求数量（不少于 2 个展位） 
光地仅指展览场地不包含任何电力设施、服务、展位外墙和家具。展商必须自行负责将展位搭建完毕。 

 

请按照您的喜好将您的要求逐一编号(1、2、3) 
 

_____ 直线形     Inline     (3m x 3m, 3m x 6m, 等)                   
 

_____ 半岛形     Peninsula (最少 6m x 6m)                           
 

_____ 岛屿形     Island    (数量有限，最少 6m x 12m)            
 

 

3. 展品范围（贵公司或公司产品属于） 
 

晶圆制程前道                晶圆加工设备及厂房设备     晶圆加工材料       子系统、零部件和间接耗材 
晶圆制程后道                测试封装设备               测试封装材料       子系统、零部件和间接耗材 
 

4. 展位费用 

展位以 9平方米起售，并以 9平方米为单位递增。除特别通知，每个标准展位的大小为 3 米长，3 米宽。光地不得少于 2 个展位。 

 SEMI 会员展位价格* 非会员展位价 

标准展位 USD 520/平方米 USD 810/平方米 

**光地 USD 470/平方米 USD 726/平方米 
 

* 如果您是 SEMI 会员，并且会员资格在展会期间持续有效，方可享有会员价格。 

**展位费用不包括展馆的搭建管理费，需另行缴纳。 
 

5. 付款 
 

此申请表视为正式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SEMI 将在收到 30%展位定金后（不返还）安排划分展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 USD(每平方米展位费) 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平方米(需求展位平方米数) 

Total Exhibit Space Fees 展位费总计                                      USD ___________    

30% Deposit, due with application 30%定金随申请表一同缴纳      USD ___________    
TOTAL DUE, due by September 13, 2019 余款请于 2019年 9月 13 日前付清    USD ___________  
 

银行汇款和支票均可以接受，付款地址请参照付款信息。 
 

付款条款：30%订金随本申请表一同汇出，其余 70%于 2019 年 9 月 13 日前付清。 

本申请表视为合同。如厂商在 SEMI 仍有欠款，我们将不予处理此类申请，直至厂商付清全部欠款。SEMI 将有权将此类预订展位指派给其他厂商。 
 

6. 签字 (请贵公司保留一份存档) 
我/我们在此申请 SEMICON China 2020 的展位。我/我们同意遵守参展商服务手册中的展览规定事项、展览前发出的参展商备忘录，和本申请表之后列

明的条款。 
 
签字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人须经授权可代表参展商） 
  

For SEMI Use Only 
 

 
 

Booth Loc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Hall:___________________ 
 

Comment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figur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imensions:  ___________________# sq.m:___________________ 
 

                                    INITIAL                                    Date 
APP / ENTERED: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MANAGED BY:     SEMI® China 
上海市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 

张东路 1158 号 2 号楼 8 楼   201203 
Tel: 86.21.6027.8500 
Fax: 86.21.6027.8511 

E-MAIL：semichina@semi.org 
 
 
 

SEMICON® China 2020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浦东龙阳路 2345 号 
2020 年 6 月 27 日-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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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CON China 2020 
规定/条款和条件 

合同 
本合同包含参展申请表/展位合同、付款信息表、特殊要求表、展位偏

好、展位申请指南、参展商服务手册以及规定/条款和条件（以下合称

“合同”）。如果前述文件之间有任何冲突的，本规定/条款和条件的效力

优先于所有其他文件。包括参展商服务手册在内的所有文件，都可以在

www.semiconchina.org 上查询到。本合同由参展公司（以下简称“参展

商”）和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米尔皮塔斯的 SEMI 总部（以下简称

“SEMI”）签订。赛勉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是 SEMI 中国在中国大

陆注册的法人。 
 

 
展位分配及付款 
展位分配建立在区域积分制的基础上。只有 SEMI 会员才有资格累计和

使用积分。如果之前所要求的展位已被分配，或展位图发生调整时，

SEMI 将尽力根据收到参展商的展位申请和付款时间先后顺序，提供其

它可供选择的合适展位。SEMI 对参展商最后的展位分配应被视为最终

决定。出于展会整体考虑，SEMI 有权在任何时候自行重新分配参展商

的展位。SEMI 没有义务赔偿参展商因展位调整而产生的任何费用。 
 

 
付款条件 
参展商必须在提交展位申请表时支付参展费总额的 30%作为定金（不返

还），参展商后续会收到形式发票。剩余 70%的款项应于 2019 年 9 月

13 日前支付完毕。如果参展商不遵守该付款条件，SEMI 有权重新分配参

展商展位，并有权不返还前述 30%定金。 
 

 
总则、条款和条件 
1. 各参展商知晓本合同是与 SEMI 签订的。各参展商还知晓，本展会由

SEMI 总部主办，SEMI 总部指定 SEMI 中国管理本展会。 
2. 各参展商确认 SEMI 的规章制度是本合同的一部分，并同意受其约束。

各参展商还同意，为确保 SEMICON 展会的最大权益，SEMI 有权解

释和执行所有的规章制度。 
3. 展位申请表的签字人或其指定人员应为参展商的正式代表，并有权

代表参展商参与所有谈判。 
4. SEMI 不接受仍拖欠 SEMI 款项的公司的参展申请，包括但不限于先

前展会未支付的违约金。 
5. 只有处于有效期内的 SEMI 会员才能享受会员价格；否则，SEMI 将

按非会员费率开具付款通知。 
6. SEMI 保留在某些情况下更改展会场地及日期的权利。如果展会地点

和/或日期发生变化，或展会取消，除“展览取消/更改”条款下所规定

的情形外，参展商无权就此类更改或取消造成的损失提出任何索赔。 
 

 
参展公司资质 
参展商必须是生产用于半导体、平板显示器和电子设计自动化行业设备或

材料，或致力于相关辅助工作(如行业杂志或书籍、软件公司等)的制造商

或制造商的独立代表。SEMI 有权对任何产品的参展资格进行判定，如有

任何产品经 SEMI 认定不符合参展资格，参展商应根据 SEMI 的要求立即

下架该产品。参展商声明并保证其参展产品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权利。如

有任何第三方就展商所展示的产品向 SEMI 提出索赔，SEMI 有权在接到

索赔请求后立即终止本合同，参展商应赔偿和承担与此索赔相关的一切损

失和责任。 
 

 
展位使用 
参展商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让、转租或转售合同中约定的展位。参展商可与

其子公司共享其展位，联合参展，但前提是：（i）该合展商应遵守适用

于作为本合同一方的参展商（即主要参展商）的所有条件、规则和条款；

（ii）主要参展商应继续对其在本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承担主要责任；

（iii）主要参展商必须在整个合同展位内设置显著标识；（iv）合同约定

的展位区域必须作为一个完整的展位进行展示；（v）展会开放期间，所

有展位须始终配备值守工作人员。 

 

 
如果参展商希望搭建一个高度超过三（3）米的特装展位，则必须申请

不少于 18 平方米的光地。所有面积小于 18 平方米的展位必须使用由

SEMI 提供的“基本”或“套装”配置展位。此外，参展商同意遵守《参展商

服务手册》中规定的所有展位高度限制。 
 

 
 

责任 
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限度内，在任何情况下，SEMI 或 SEMI 中国均不

对任何特殊的、非补偿的、间接的、偶然的、附带的、法定的或惩罚性的

损害负责，也不对包括但不限于货物在内的技术、权利或服务承担经济损

失。无论是根据契约理论，还是侵权行为（包括过失）理论，即使被告知

此类合理损害的可能性， SEMI 或 SEMI 中国也不对此类行为负责或承担

经济损失。 
 

即使本协议另有约定，SEMI 或 SEMI 中国对任何参展商、合展商或其与

本合同或活动相关或相关的任何员工、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代表或分包

商的所有最高责任将不超过参展商向 SEMI 支付的与本活动相关的费用总

额。 
 

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限度内，对于因参展商、合展商或其任何员工、分

包商、代理或代表占用展品空间而造成的财产损失或任何人因任何原因造

成的伤害，SEMI 和 SEMI 中国概不负责。此外，各参展商在此同意，就

因违反本合同或因其他任何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参展商和/或合展商的行

为、不作为或言论；和/或因参展商的展品、展台失窃或与展位有关的其

他因素，造成的一切责任、损失、损害、成本、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用和合理的律师费)和开支，赔偿 SEMI 和 SEMI 中国及其各自的高级管

理人员、董事、员工、分包商、代表和代理人，并使其免受损害。 
 

参展商同意立即赔付由于参展商、合展商或其雇员、分包商、代理人或代

表的疏忽或其他原因而对展馆建筑或其设备造成的任何及所有损坏。 

我们将为参展商提供常规的安全保障，但 SEMI 和 SEMI 中国在任何情况

下都不承担由于缺少或未能提供相关保障而造成的任何损失或损害。如因

被盗或其它原因导致设备和/或展示材料丢失，参展商将承担全部责任。 

尽管有上述规定，本合同的任何条款均不排除或限制 SEMI 或 SEMI 中国 i)
因其自身的疏忽、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造成的人身伤亡所需承担的责任;ii)
任何欺诈或欺诈性的虚假陈述的责任;(iii)法律上不能限制或排除的其他责

任。 
 

 
商标和其他知识产权 
参展商同意，使用任何包含 SEMI 商标的内容或材料必须在发表前获得

SEMI 的书面批准。如果获得批准，此类使用应符合适用的商标法和 SEMI
不时修订的商标指南。参展商同意，任何对 SEMI 商标的使用不会损害

SEMI 的利益，且除 SEMI 明示授予的权利以外，参展商就 SEMI 商标不享

有其他任何权利。参展商还同意不向任何政府机构注册任何 SEMI 商标或

令人混淆的相似商标，也不挑战 SEMI 在任何 SEMI 商标上的权利。参展

商同意根据 SEMI 的要求修改或删除参展商发布的与本条款相关的任何内

容或材料。 
 
 

参展商声明并保证其拥有或拥有对所有材料（包括其徽标和商标）的所有

权利、所有权和权益，和任何专利设计和发明、受版权保护的作品、服务

标记、商标、业务和域名的使用许可，以及其提供给 SEMI 和/或 SEMI 中
国的任何其他知识产权（以下简称“知识产权”）及使用任何此类知识产权

均不违反参展商与任何第三方签订的任何许可协议，也不侵犯任何第三方

的权利。 
 
 

参展商特此授予 SEMI 和 SEMI 中国非排他性的有限许可，允许从 SEMI
接受参展申请之日起，直至 SEMI 和/或 SEMI 中国的活动推广以及参展商

参展期间，使用参展商的商标、徽标和其他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

SEMI 和/或 SEMI 中国网站、出版物、广告和宣传册。参展商必须提供此

类商标、标志和其他知识产权的样品，并同意赔偿 SEMI 和 SEMI 中国及

其各自的管理人员、董事、雇员、分包商、代表和代理人因在活动中使用

此类标志、商标和其他知识产权而产生的所有责任、损失、损害赔偿、支

出、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包括因侵犯或盗用第三方的任何知

识产权而对 SEMI 或 SEMI 中国提出的任何第三方索赔。 
 

 
展览取消/更改 
如果 SEMI 因超出其合理控制的任何原因而无法举办展览，或者由于

SEMI 的合理控制之外的原因而导致参展商无法参展，SEMI 有权取消展览，

而不承担任何进一步的责任，只退还已付展位租金扣除展会发生费用分摊

金额的差额部分。在任何情况下，SEMI 都不对因取消或与取消有关而对

参展商造成的附带或间接损害负责。如果参展商的展品和/或材料未能送

达，展商仍应支付费用并对所租用的展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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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遵守 
各参展商应负责遵守地方、州、联邦和国际政府机构有关消防、安全和

健康的相关条例、法规和规范，以及《参展商服务手册》中的规则和规

定。所有过道和服务区必须保持清洁，边界由消防部门和 SEMI 划定。 
 

 
保险 
参展商将自费为展览会相关的活动和设备投保，并在展会期间持有长期有

效的商业和民事保险单（包括合同责任）及覆盖各种情况的过失与疏忽保

险，保险金额应等值于 1,000,000 美元。如果上述保险系基于索赔提出制

的，则应在展会结束后持续两（2）年有效。此类保险范围和限制不会以

任何方式减少参展商的责任。在本合同签订后，参展商将向 SEMI 提供证

明其符合所有要求的保险证明，并且参展商应及时通知 SEMI 有关保险单

的任何重大修改。该等保险证明应包括，若任何保险单被撤销的，需要提

前三十（30）天向 SEMI 发出书面通知，确保并告知 SEMI 其已被背书成

为前述保险范围内的附加被保险人，并明确约定承保范围是主要的，不会

因 SEMI 享有其他任何有效且可获赔的保险或自我保险计划的保障，而免

除保险人的保险赔偿责任，或仅就溢额部分承担保险责任。 
 

参展公司退展或减少参展面积 
1. SEMI 必须收到书面通知，才能取消（部分或全部）展位。 
2. 如果在 2019 年 12 月 13 日前（含当日）取消展位，退展费用为由

SEMI 核定的所取消的展位面积费用的 30%。 
3. 如果在 2019 年 12 月 13 日之后取消展位，退展费用为由 SEMI 核

定的所取消的展位面积费用的 100%。 
4. SEMI 将根据本合同的条款和条件开具反映参展商账户上所有费用的

最终形式发票。 
 

 

核定的退展费用不可冲抵及支付任何其他应付款项。 
 
 

展位面积的缩小可能会导致展位调整。无论 SEMI 如何核定违约金，均保

留重新分配已被取消的展位的权利。随后重新分配已被取消的展位并不免

除取消展位的参展商支付核定退展费用的义务。就任何展位的取消，

SEMI 必须收到书面形式通知。此外，除非 SEMI 已收到通知并事先批准，

否则所有展位必须在活动开幕前一天 18:00 点前完成布展，不然将被视为

取消。 
 
数据保护 
SEMI 可以收集和处理个人公司资料，以便根据本合同履行其义务，并

向参展商提供有关今后活动的资料。 此类数据不会被转交或与除 SEMI
及其关联机构以外的任何其他实体共享。 通过向 SEMI 提交个人公司数

据，参展商代表其管理人员和雇员明确同意 SEMI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美国转交及共享该等数据。 参展商有权访问和修改他们的个人公司数

据，在某些情况下，通过联系 SEMI 展会管理层，他们的个人公司数据

可以被授权删除。 
 
 

适用法律/仲裁 
本协议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排除适用法律冲突原则。由本协议引

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纠纷或索赔，包括本协议的存在、有效

性、 

 
解释、履行、违约或终止，或参展商与 SEMICON 展会之间的任何其他争

议，应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按照申请仲裁时现行有效的香港国际仲裁

中心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并最终通过仲裁裁决。仲裁地点为香港特别行政

区，仲裁员人数为一人。仲裁程序应以英语进行。如果本适用法律/仲裁

规则与本条款和条件的规定有任何冲突，应以本条款和条件的规定为准。 
 

尽管有上述规定，如果有足够的理由要求立即对违反本协议任何条款或

条件的行为实施禁制令，本协议任何一方均可寻求并获得禁制令，条件

是在获得禁制令后，该等事项仍应移交仲裁解决。 
对仲裁员做出的决定或裁决，可要求任何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做出判决，

或向该法院申请司法认定该裁决或决定或申请强制执行（视情况而定）。

仲裁费用包括合理的律师费、与仲裁有关的费用以及提交或执行仲裁的

费用等，具体根据仲裁员的裁定，全部由败诉方支付。 
 
    

不可抗力 
如因发生不可抗力事件造成 SEMI 无法履行合同项下包括举办展览在内的

义务，或双方均无法履行合同的，则双方同意在前述情况下，SEMI 无须

返还其已收取的定金，SEMI 已经提供的服务也将不再向参展商收取任何

费用。此外，双方均无须赔偿损失及承担其他责任。  
 
如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遭受损失的,应立即书面通知另一

方并应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同时,该方应在合理时间内，提供有关当

局的证明并以此作为免除责任的证明。 
 
 

一般条款 
双方之间的关系是独立合约人。参展商不是 SEMI 的雇员、代理人、合伙

人或法定代表，无权代表 SEMI 或本活动承担或设定义务。未经 SEMI 事

先书面同意，参展商不得将其全部或部分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方，且

SEMI 可自行决定是否授予或保留该同意。任何未经 SEMI 同意而试图转

让的行为都是无效的，并且构成了参展商对其在本协议项下义务的重大违

约。SEMI 有权将其全部或部分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方。如果由于法律

限制，美国实体无法履行合同或收到中国参展商的付款，可以将合同下的

部分权利赋予中国子公司。本合同是双方之间关于参展的唯一协议，并取

代双方之前或同时进行的任何草案或协议、讨论或陈述(无论是书面的还

是口头的)。本合同中未明确包含的、可能在双方之间产生效力或可能被

默认或纳入本合同的所有条件、保证或其他条款，无论是通过成文法、习

惯法或其他方式，均在此排除。本协议可以通过双方签署的书面形式进行

修改。除本协议双方外，任何其他个人或实体均无权从本协议项下的权利

和义务中受益，本协议也不存在第三方受益人。任何一方未能主张其在本

协议的权利或未能坚持要求遵守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或条件，并不构成对该

权利的放弃或成为另一方未能履行任何此类条款或条件的类似行为的借口。

除非合约一方书面同意放弃行使某一项权利，否则另一方不得违背本合同

的任何条款和条件。如果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被有管辖权的法院认定为无效

或不可执行，则剩余条款仍将保持完全有效，双方应真诚协商一个可替代

的、有效的，以及最能反映双方签订本合同意图的可执行条款. 
 
 

如果英文文本和中文文本之间存在差异的话，以英文文本为准。 

  

  

 

各参展公司必须阅读并遵守《参展商服务手册》中规定的所有规章制度。 

参展商将承担由于违反展会规章制度，导致 SEMI 采取补救措施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SEMICON China 2020 
第七步 – 特殊要求表 

 
 
 
A. 特殊要求： 

请在以下表格中尽可能详细地列出贵公司的特殊要求。(例如展位的扩展，拐角的展位，馆位的选择等)。如果需要，

请在展馆平面图中作出具体标识。我们将尽全力满足贵公司的要求，但不保证在划分展位时一定能按您选择的类型给

予分配。如与主要联系人不同的帐单地址及/或请求由第二联系人接收电子邮件，请在此处注明。 
 

               
 
               
 
               
 
 
B. 中国办公室联系方式： 
   请在以下表格中填写贵公司中国办事处的联系信息，包括公司的中文名称、中文地址、电话及 E-mail 地址。 

 
               
 
               
 
               
 
  
C. 公司和产品概要: 

所有非 SEMI 会员的公司需填写产品简介，以供我们核实您是否具备申请 SEMICON China 2020 展位的资格。 
 

 
               
 
               
 
               
 
               
 
 
D. 参展商服务手册:  

我们将提供在线参展商服务手册，并通过参展商快讯通知您。 
 
 
 
 
 
 
 
 
 
 

请填写本表，并连同参展申请表/展位合同传真至：  
86.21.6027.8511 (SEMI China) 

 
 



  
                                        SEMICON China 2020 

付  款  信  息  表 
 

请在以下三种付款方式中选择一种，并填写相应信息。本表必须和参展申请表/展位合同一起递交。SEMI 不接受在

SEMI 仍有欠款的公司的申请。在任何展位规划之前，参展商应随同参展申请表/展位合同支付展位费总额 30%的

订金（不返还）。 
 

 1. 支票付款  (仅限美金)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注明收款人为 SEMI 及“SEMICON China 2020”，并送至 
   

SEMI      Express Mail Address 
Dept. 05607     SEMI Finance Dept. 
San Francisco, CA. 94139   673 South Milpitas Blvd. 
USA      Milpitas, CA 95035, USA 
      TEL: 1-408-943-6900         

 
 

 2. 电汇付款 
以电汇方式付款时，请注明贵公司名称和“SEMICON China 2020” ，以保证及时确认收到款项。若没有收到款项，

参展商应负责向付款银行追查。 
 

公司名称:           
 
 

付款银行:           
 
 

汇款金额:      汇款日期:   _______ 
 
 

请将款项汇至: 
 

USD $ 
Account Name:  SEMI 
Wells Fargo Bank 
420 Montgomery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4 USA 
                                                                                               
 

Company Address: 
673 South Milpitas Blvd 
Milpitas, CA 95035 USA 
Account No. 4277-159497 
Swift Code: WFBIUS6S 
ABA# 121-000-248 

 

 

 3. 信用卡付款 
我们接受的信用卡种类：Visa，MasterCard，AMEX Credit Cards 

信用卡种类: ________________信用卡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期限:___________________持卡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账单详细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国家、城市、邮编、

地址） 

FOR U.S. COMPANY: 
If your company requires a Purchase Order prior to remitting payment, please attach a copy of your Purchase 
Order when submitting your Application/Contract and provide SEMI with your Purchase Order number. 
   

Purchase Order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填写本表，并连同参展申请表/展位合同传真至：  

86.21.6027.8511 (SEM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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