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会申请表 
联系人姓名：  职务：  

公司/组织（中文）：   

公司/组织（英文）：   

公司/组织性质： ☐国有   ☐私营   ☐外商独资   ☐中外合资   ☐协会   ☐商学院/高校/研究所 

公司/组织主营方向: 

（可多选） 

技术领域 
☐智能芯片 ☐计算机视觉 ☐语音识别&NLP ☐大数据  ☐云计算 

☐其他技术：（请详填） 

应用领域 

☐智能制造 ☐智慧教育 ☐智慧金融 ☐智能商业 ☐智慧医疗 

☐智慧城市/

大数据 

☐智能驾驶 ☐智能物流 ☐其他应用： 

意向展区： 

☐ AI 先导 ☐ 基础技术 ☐ 智能驾驶 ☐ 工业互联 

☐ 城市管理与商业 ☐ 智慧医疗 ☐ 金融科技 ☐ 智慧教育 

☐ 智能机器人 ☐ AI 生态圈（前沿项目、投资机构） 

地址：   

国家-省份-城市：   邮编：   

手机号：   传真：   

邮箱：   官网：   

合作伙伴等级： 

☐战略合作伙伴 ☐卓越合作伙伴 ☐精英合作伙伴 ☐指定合作伙伴 

（指定合作伙伴-涵盖以下合作领域：☐翻译、☐出行、☐金融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技术支持） 

普通参展商： 

☐ 光地展位 __________平米（2,380 元/平米，36 平米起租）  

☐ 标准展位______个（2,880 元/平米，9 平米/个） 

                              

           签名/盖章：                            日期： 

联系方式： 

公司：上海东浩兰生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 

沈  馨 18930156002  mollyshen@worldaic.com.cn 

张梦钊 13818403201  zhangmengzhao@worldaic.com.cn 

康 凯  13818765724  kangkai@worldaic.com.cn 

电话：021-20893590 ； 021-20893588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博成路 850 号   

邮编：200126 

注意事项： 

（1） 签名和日期请手写； 

（2） 请随表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 

（3） 参会申请表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4 月 30 日（含当

日）。提交方式：扫描件（pdf 格式）发至联系人

邮箱。 



 

WAIC 2021 Application Form 

 

Contact Name:  Position:  

Company/Organization

（English）: 

  

Company/Organization 

type : 

☐State-owned   ☐Private   ☐Foreign   ☐Sino-Foreign Joint Venture   ☐Committee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Company/Organization 

Type: 

（You may choose more 

than one option 

Technology 

☐Chip and 

Hardware 

☐Computer 

Visi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Other Technology：（to specify） 

Application 

Area 

☐Intelligent 

Manufacture  

☐Intelligent 

Education 

☐Intelligent Finance ☐Intelligent 

Business 

☐Intelligent 

Medical Care 

☐Smart City/Big Data ☐Smart Driving ☐Smart Logistic ☐Other Applications: 

Intended Exhibition 

Zone： 

☐ Basic Technology ☐ Smart Driving ☐ Industrial Interconnection 

☐ Urban Management and Commerce ☐ Smart Healthcare ☐ FinTech ☐ Smart Education 

☐ Intelligent Robot ☐ Frontier Projects ☐ Investment Institutions 

Address:   

Country-Province-City:   Postcode:   

Mobile:   Fax:   

Email:   Official Website:   

Partner Classification: 

☐Strategic partner ☐Excellent Partner ☐Elite Partner ☐Designated Partner 

Designated Partner covers following areas: ☐Translation ☐Transportation ☐Financial Service ☐HR Service ☐Tech Support 

General Exhibitor :  ☐Shell Scheme Booth（9 square meter per booth ，2880RMB/m²）___（Quantity）       

☐Raw Space Booth ________Square Meters（minimum renting 36 square meters，2380RMB/m²） 

Name/Seal:             Date: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Company: Shanghai Donghao Lansheng Exhibition (Group) 

Co., Ltd. 

Contacts ： 

Molly SHEN 18930156002 mollyshen@worldaic.com.cn 

Zoey ZHANG 13818403201 zhangmengzhao@worldaic.com.cn 

Kai KANG 13818765724  kangkai@worldaic.com.cn 

Telephone：021-20893590 ； 021-20893588 

Address：Bocheng Road No. 850, Shanghai   

Postcode：200126 

Notice:： 

（1） Please sign the name and date； 

（2） Please submit a copy of your business license 

with the form； 

（3） Scanning copy of application form need to be 

submitted to the email address by April 30st,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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