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1月10-12日  
Marina Bay Sands 
Singapore

2014
2014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

ICSC



亚洲故事
在继续...  

为什么选择新加坡?

　　它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通信和交通枢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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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的全球商业
地产亚太博览会 

 

　　根据科尔尼零售发展指数，全球零售业前三
十名中亚洲城市就占据了6席。报告称，尽管有
全球经济放缓和消费支出的影响，现代零售的扩
散和坚实经济基础继续让亚洲成为全球零售商的
首选。

　　中国和印度因其零售业市场规模和潜力在亚
洲继续保持领军位置，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斯里兰卡和菲律宾的市场地位已经随着坚实的发
展和日益增长的消费额而得到不断提升。

      2012年，在全球所有的跨国零售活动中，亚
洲以24%的比例位居第二，仅次于欧洲的49%

　　新加坡位居全球20座国际零售商市场占有
率最大的城市之列，也是欧洲零售商在亚洲的最
大目标城市，在这里你可以买到39.9%的欧洲
品牌。

　　新加坡作为一座繁忙的国际化都市，融合了
多元的文化、饮食、艺术和建筑。在它身上可以
看到多元素碰撞、多姿多彩及中西方文化有趣结
合。

　　 2012年，27个新品牌的成功入驻，使新加
坡排名全球第10，地区第2。

　　新加坡也持续成为在亚洲新开拓市场的零售
商的首选入驻地。

　　时隔5年，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再次回到新
加坡。跟上次相比，这次将有很多的变化。首先，
2014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将会在位于Marina 
Bay Sands的Sands Convention and Expo 
Centre举行，它是该地区最高档、最大和最具灵活
性的会展中心。

　　重点将关注有意于扩大亚洲市场占有率的零售
品牌和有意入驻该地区的零售品牌。
　　
         我们的零售商扩展计划包含对与会零售商特别
激励措施，由ICSC、ICSC合作者、参展商、赞助
商和合作者联合推出的VIP项目将会邀请零售商参
加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

       2014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将会安排更多的
自由时间，以给与会代表、参展商和赞助商提供更
多人际交往、私人会议的机会。

　　亚太购物中心大奖颁奖仪式将首次面对所有注
册参展商开放，但是入场人数会受到会场容纳能力
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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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全球商业地产亚
太博览会须知 

 
 

握手礼无可替代。

人们依然喜欢当面去了解他们的生意伙伴。 

赞助机会  

社交媒体和移动媒体

关于 ICSC

并非陈词滥调：
事实证明，相对于其他销售方式，展览和展销会
能产生更多的交易额。

　　我们提供赞助内容说明书，请联系我们，我
们的代表为您提供一对一的咨询服务。我们任何
时候都特别感激我们的赞助商，他们用实际行动
对ICSC及整个产业进行了支持。同样，我们对
您热切关注，期盼与您的合作，以达到双赢。

　　我们已经进入数字时代，ICSC意识到了社
会和手机领域的 以及加强“移动社会”竞争的
必要性。
　　如果您是该领域的专家，并愿意以全球商业
地产亚太博览会发言人、参展商或者赞助商的身
份同ICSC合作，请联系ghtan@icsc.org.sg。

　　ICSC成立于1957年，是购物中心产业全
球交易协会的先驱，它的63000个会员遍布全
球100多个国家，包括购物中心业主、开发商、
管理者、投资商、零售商、经纪人以及学者、政
府官员。作为全球性的产业交易协会，ICSC同
至少25个国家或地区性购物中心协会保持密切
联系。更多信息，请访问www.icsc.org

　　相比其他大会，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将
致力于邀请更多全球或本地区零售业相关专家。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情系您的行业，国
际购物中心协会正努力打造一个商务平台，该商
务平台将依据该行业实际，并为该行业服务。将
为您提供成功经验、信息互通和推进事业发展的
最佳机会。

         作为我们整个E.A.R.N（ 教育，宣传，研
究和社交）的一部分，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
致力于提升购物中心行业的专业标准和推动可持
续发展的商务环境。

抓住机会，抢得先机，从现在开始制

定您的参会计划吧！

详见注册表中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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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赞助机会
钻石赞助商
90000美元

 (最多 3位)

(最多 3位)

(最多 3位)

黄金赞助商
65000美元  

  

 2个3x3米展位
 每9平方米展位2个工作人员挂牌 

 
 2个全额商展注册  

 
  

 
   
  
   
    
  

  一块大会引导标示牌和展示层地板 
  
   大会开始前视频循环播放公司标志 
   
  
               

 
 
 

 8个3x3米展位
 每9平方米两个工作人员挂牌 

 
 5个全额商展注册机会
 5个7.5折商展注册机会  

 

 公司标志可以通过下列媒介
在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进行宣传：

公司标志可以通过下列媒介
在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进行宣传：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网站上放

置公司链接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网站上放
置公司链接

公司标志可以通过下列媒介
在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进行宣传：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网站上放
置公司链接

 
  
  所有的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

电子邮件上(不少于5次)
 

  
  印刷材料 (初期/后期议程资料

和参展项目手册）*

所有的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
电子邮件上(不少于5次)

印刷材料 (初期/后期议程资料
和参展项目手册）*

印刷材料 (初期/后期议程资料
和参展项目手册）*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
引导标示牌和展示层地板上

 
  
  大会开始前以视频方式展示公司标志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
引导标示牌和展示层地板上

大会开始前以视频方式展示公司标志 

 
   
  

 参展项目手册中4色双页广告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手机应用程序广告

 11月SCT Global 的整页广告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前后的电子邮箱清单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前后的电子邮箱清单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前后的电子邮箱清单

 赞助商标识

参展项目手册中全页彩页广告

11月SCT Global 的全页广告

赞助商标识

11月SCT Global 的全页广告

赞助商标识

 4个3x3米展位
 每9平方米展位2个工作人员挂牌 

 
 4个全额商展注册  

 
  

 
   
  
   
  
   
    
  

    
  
   
   
  
 

  
 

 
 
 

白银赞助商
35000 美元  

 

为什么需要赞助及广告机会?
 

 
 

谁可以成为赞助商？
 
　　任何想向1000多位行业专家推介公司或者产品的人/
公司均可，包括：

 
业主/开发商
产品 和服务提供商
经纪人
零售商
金融机构
政府机构

赞助&广告机会

　　有效的市场活动将使您的公司获得良好公众形象，全球商业
地产亚太博览会将通过以下多种方式提高您公司的知名度，也随
时利用媒体架起您与客户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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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赞助机会

颁奖项目  

颁奖酒会  

其余
赞助机会

黄金级别   
5,500美元

 购物中心大奖项目的整页彩色广告，该
广告页将随着由不同机构的赞助商提供
的艺术品分发给全体全球商业地产亚太
博览会与会者。

   
  
  
 

 公司标志将通过颁奖仪式大屏幕显示。 
 

  
 

公司标志将出现在亚太大奖网址和全球
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主页上。

 2位注册代表的赞助商标识

2位注册代表的赞助商标识

公司标志将通过颁奖仪式大屏幕显示。

公司标志将出现在亚太大奖网址和全球
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主页上。

2位注册代表的赞助商标识  
 

 一次免费的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注
册机会

 
 

白银级别
2,750美元

 购物中心大奖项目的半页彩色广告，该
广告页将随着由不同机构的赞助商提供
的艺术品分发给全体博览会与会者。

 
  
  
  
 

  
 

  
 

   
 

黄金赞助商
5,000美元

   
  
   
   
  
   
  

白银赞助商  
2,500美元

   
  
   
   
  
   
   
 
铜级赞助商
1,500美元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目录上进行公
司名称宣传机会 

  

茶歇赞助商
16,500美元  (限 1位)

  
 
   
  
   
    
  
  一块大会标识牌和展示层地板  
  
   
   
  
  为员工提供15个展会挂牌  
  
  提供茶歇场所
    3位注册代表的赞助商标识

3位注册代表的赞助商标识
 

  

午宴赞助商  
30,000美元  (限 2位) 

  
 
   
  
    
    
  
   
  
   
   
  
  午餐会酬劳
              
   

印刷材料 (初期/后期议程资料
和参展项目手册）*

一块大会标识牌和展示层地板

印刷材料 (初期/后期议程资料
和参展项目手册）*

大会开始前视频循环播放公司标志 大会开始前视频循环播放公司标志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网站上的
超链接和有限制次数的电子邮件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网站上的
超链接和有限制次数的电子邮件

印刷材料 (初期/后期议程资料
和参展项目手册）*

1位注册代表的赞助商标识

印刷材料 (初期/后期议程资料
和参展项目手册）*

1位注册代表的赞助商标识

公司标志可以通过下列媒介
在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进行宣传：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网站上放
置公司链接

公司标志可以通过下列媒介
在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进行宣传：

公司标志可以通过下列媒介
在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进行宣传：

公司标志可以通过下列媒介
在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进行宣传：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网站上放
置公司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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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赞助机会

胸牌挂带   
9,000美元   
(最多2位)  
每条胸牌挂带上印有2个标志及ICSC标志 
  

 以一种颜色印刷赞助商公司标志  
 

 2位注册代表的赞助商标识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感谢页面上
公司名称的宣传机会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感谢页面上
公司名称的宣传机会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感谢页面上
公司名称的宣传机会

2位注册代表的赞助商标识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
目录

 
   

 
 

目录广告

全页  2,760美元  
半页  1,560美元    
截止日期位2014年9月30日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
会议包

 

12,500美元
 以一种颜色在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
会议包上印刷赞助商公司标志

 
 

 

 
   

2位注册代表的赞助商标识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
会徽

 
     

7,200美元 
(最多2位)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会徽背面4色
印刷赞助商公司标志，共3500枚高质
量徽章。

 

 

 

  

 
 

 
  

 

广告机会  

(1)  赞助商必须遵守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总则》和《参展商手册》的各项规章制度  
 
(2) 付款条件

签订赞助合同后全额付款 
(3)  付款方式
 您可以通过银行汇票、电汇或信用卡进行付款。所有付款须是美元，且组织方无需付

任何手续费，
付款方法

 
  
 
 (a) 银行汇票付款银行为美国银行，汇款至国际购物中心协会.  
 请汇款至：    
 ICSC     
 P.O. Box 26958, New York, NY 10087-6958.   
 ���: Rita Malek 

条款和条件

Pending print and production deadlines as of 2/27/14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目录将列
入全部项目、会议和参展公司. 该目录可
以随时为拥有者提供便捷服务，因此通
过它投放广告会提高您公司的知名度。



公司名称 公司网站

参展联系人 (该联系人将接收所有有关展会)

参展联系人电子邮箱

地址

城市 省

邮编  国

电话  传真                                                  

APC2014

        

地毯  服务台  Hard Wall Shell     

两把折叠椅  照明  废纸篓

 

[        ]  信用卡 美元                   

  万事达卡   VISA   美国运通卡   发现卡

姓名 (信用卡所显示名字)  

卡号 (包括所有数字)  

有效期至 ( 年/月)  

签名 (同信用卡上的一致)  

公司授权签字(参展商)

请在此申请表上签字并与全款一同寄到：
PNY 10087-6958 New York ,26958
国际购物中心协会 （ICSC）
经办人: Rita Malek 电邮 : rmalek@icsc.org
电话: +1 646 728 3539  传真: +1 732 694 1800

 

付款方式  
(请根据需要选择)

[        ] 银行汇票  

[        ] 电汇   美元

 
 

 

 

应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要求，赞助和广告请联系下列人员

展位会  
(请根据需要选择)  
选择一 - 光地展位 (只提供18平方米及以上展位）  

        每平方米520美元 
费用包括:

每个展位提供两人胸牌

列入展会目录机构的通讯录   (须在2014年9月15日前收到申请和付款)

(该胸牌只用于进入展馆)

所需光地展位:

 

所需总标准展位:

________(9平方米) x 5500美元 = _________________ 美元

________(平方米) x 520美元 = ___________________ 美元

 

选择二 - 标准展位  

        每9平方米标准展位5500美元 
费用包括:

每个展位提供两人胸牌

列入展会目录机构的通讯录   (须在2014年9月15日前收到申请和付款)

(该胸牌只用于进入展馆)

ASIA 
Cat Chan
电话: +852 2540 6872
传真:+852 2187 7566
电邮: spang@icsc.org/
cchan@icsc.org
 
CHINA
Una Gao
电话: + 86 10 5128 0868 Ext. 1009
传真:+86 10 6567 3321
电邮: ugao@icsc.org

NORTH AMERICA 
Amie Leibovitz
电话:+ 1 773 360 1179
传真: + 1 732 694 1808
电邮: aleibovitz@icsc.org
 
Liz Schaffer
电话:+ 1 818 728 4552
传真:+ 1 818 474 7071
电邮:  lschaffer@icsc.org

Sally Stephenson
电话:+ 1 847 835 1617
传真: + 1 847 835 5196
电邮: sstephenson@icsc.org
 
Suzanne Tanguay
电话:+ 1 646 728 3475
传真: + 1 732 694 1760
电邮: stanguay@icsc.org

LATIN AMERICA
Lynda Gamboa
电话:+ 1 52  33 1369 3401 
电邮:  lgamboa@icsc.org

EUROPE
Julie Fitzsimmins
电话:+44 20 7152 4314 
传真:+44 20 7152 4104
电邮:  julief@lodestaruk.com

展位申请表  

2014年11月10-12日, Marina Bay Sands, Singapore

参展商接受并同意遵守参展商手册
和国际购物中心协会规定的展览规
则，以及日后执行本申请过程中，
向所有参展商发出的关于规则的补
充或修改。

展位确认只能 以书面形式进行，不
可通过口头确认或暗示。如自愿放
弃将不退款，展位不可转让。

                   付款行为美国银行，收款人为国际购物中心
协会。请在汇票背面注明2014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
（RECon Asia 2014）——展览费，并邮寄给国际购物
心协会亚太办事处。

美国收款人：Irina Berger
国际购物中心协会（ICSC）账户
账户号#033-1-030767  经由#0210 00021
SWIFT码 #CHASUS33

重要提示：请注明该电汇款项用于2014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
——展览费，以便我们正确地将款项分配到您的账户下。请将电
汇收据附在展位表后面，以便操作。

JP Morgan Chase Bank N.A.
270 Park Avenue, 41st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USA



 

 

 

 

ICSC 

P.O. Box 26958

New York, NY 10087-6958 

取消
如果您不能参加2014年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 可在2014年9
月1日前得到50%的费用返还，如派人替您参加应缴纳50美元管理
费。一切关于退款或替代的请求均应以书面形式递交国际购物中心
协会亚太办事处。2014年9月1日后将不再办理退款。

更多信息请联系：
ICSC亚太办事处 
138 Cecil Street, #08-02 Cecil Court,  
Singapore 069538 

电话: +65 6532 3722       
传真: +65 6532 7355      
电邮: info@icsc.org.sg
网址: www.icsc.org/2014APC

付款方式 (请根据您的需要进行选择)

JP Morgan Chase Bank N.A. 
270 Park Avenue, 41st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USA 

 

• 每位代表须提交一份表格. 
• 多人注册可能需要表格复印  

• 请打印或用大写字母填写
• 请完整填写表格.

今天就注册！  
邮箱: ICSC
 P.O. Box 26958
 New York, NY 10087-6958
网址:  www.icsc.org/2014APC
传真: +1 732 694 1800

注册费用 (请选择)
国际购物中心协会会员*

超前注册 (2014年8月15日前)   1,205美元

预先注册 ( 2014年10月24日前)  1,450美元

现场注册 (2014年10月24日后和展会现场)

超前注册 (2014年8月15日前)

预先注册 ( 2014年10月24日前) 

现场注册 (2014年10月24日后和展会现场)

1,590美元

非国际购物中心协会会员 
 1,690美元

2,095美元

2,300美元

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会的注册包含项目有：进入展馆、所有会议、午餐、
茶歇和欢迎鸡尾酒会。

零售商** 注册:

2014年8月15前注册，享受5折优惠！

国际购物中心协会会员 (2014年8月15日前)  602.50美元

非国际购物中心协会会员 (2014年8月15日前) 845美元

**零售商是指品牌所有人、品牌代理或者直接为客户提供商品和/或服务的商户，
包括超市、百货商场、便利店和专业连锁店。

团队折扣
国际购物中心协会非常认同团队学习的价值。统一组织、统一结算的三人以上同
时注册可享受10%的折扣。

如欲享受国际购物中心协会会员价格，每一名注册者都必须成为国际购物中心协
会会员，个人会员资格不能赋予所有雇员享受会员价格的权利。
每位注册人都须具有附属会员.

名 (Mr/Mrs/Ms/Mdm）                         姓

职务 公司名称

地址

城市 省份

邮编  国家

电话  传真

电邮  (活动确认函将通过邮箱发送)

国际购物中心协会会员号

您公司的具体业务类型

购物中心开发商/业主

贷款/金融机构

购物中心管理公司 

供货商

零售商

不动产/咨询

建筑师/设计

其他-请详细说明

注册表

2014APC

2014年11月10-12日, Marina Bay Sands, Singapore

[        ] 银行汇票  

[        ] 电汇   美元

                   付款行为美国银行，收款人为国际购物中心
协会（ICSC）。请在汇票背面注明2014全球商业地产
亚太博览会（RECon Asia 2014），并邮寄给国际购物
心协会亚太办事处。

美国收款人：Irina Berger
国际购物中心协会（ICSC）账户
账户号#033-1-030767  经由#0210 00021
SWIFT码 #CHASUS33

重要提示：请注明该电汇款项用于2014年全球商业地产亚太博览
会——会务费，以便我们正确地将款项分配到您的账户下。请将
电汇收据附在注册表后面，以便操作。

[        ]  信用卡 美元                   

  万事达卡   VISA   美国运通卡   发现卡

姓名 (信用卡所显示名字)

卡号 (包括所有数字)

有效期至 ( 年/月)

签名 (同信用卡上的一致) 

请在此申请表上签字并与全款一同寄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