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WC19 上海
展商在线研讨会



• 欢迎致辞及会议简介

• 住宿及行程安排

• 展商活动筹备在线服务工具
a. 在线展会手册 (OEM)

b. 展商及合作伙伴邀请系统 (E&P)

• 展商通讯

• 客户服务及主要联系方式

• 参展提示及建议

欢迎参会！会议议程



住宿及行程安排
为确保您在上海的旅程顺利愉快，我们强烈建议您提前计划住宿及行程。

上海威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为MWC19 上海指定的目的地管理公司，负责为参展的各方提供一系列专业服务，包括：

• 酒店预订

• 机场接机

• 当地交通安排

• 观光服务

• 会议设施安排

上海威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 +86 21 5481-6051 / 5481-6052

传真： +86 21 5481-6032

电子邮箱： billy@shanghai-vision.com

mailto:billy@shanghai-vision.com


展商活动筹备在线服务工具

展商在线服务工具 目的 发布日期

在线展会手册（OEM）  所有参展细节安排

 贵司展台所需填写的表格及截止
日期

 场地信息及平面图
 搭建规则与条例

现已上线！
请点击这里登录在线展会手册
大部分表格的截止日期为2019年5月

展商及合作伙伴邀请系统（E&P）  用于邀请或为您参会员工、嘉宾
及工作人员登记注册的站点

预计于2019年4月中旬上线

请点击这里登录展商及合作伙伴邀请
系统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Home
https://register.mwcshanghai.com/enp/login


• 在线展会手册的登录链接 –点击这里

• 在线展会手册的登录信息已由customercare@mwcshanghai.com发送至贵司的主要联络人

• 如果您尚未收到登录邮件或需要进一步协助，敬请发送邮件至上述邮箱，与GSMA客户关怀团队取得联络

在线展会手册 (OEM)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Home
mailto:在线展会手册的登录信息已由customercare@mwcshanghai.com


尽早提交您的100字公司介绍，将会在官方各线上媒介渠道介绍您的公司，比如大会官网等。

如何提交您的100字公司介绍？

 登录您的在线展会手册账户

 点击表格及截止日期

 填写中文及英文100字公司介绍表格并按‘提交’

展商列表 –公司介绍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Home


• GSMA为所有参加MWC19 上海的展商、赞助商及合作伙伴提供了邀请系统，让您更有效地管理您展会入场证的分配

• 展商及合作伙伴邀请系统拥有如下功能：
 为贵司员工及客户办理登记

 发送邀请给贵司员工及客户，让他们自行注册

 搜索和管理您的邀请和登记

 下载您发送邀请的名单及已完成注册的名单

 管理活动登记状态

 下述为邀请系统中可用的通行证类型列表。每种注册类型都会有一个与之对应的注册码，供您邀请员工和客人自行注册：
 展商工作人员 –包括延长入场/离场时间

 展商金卡会议证 –包括延长入场/离场时间

 展商VIP会议证 –包括延长入场/离场时间

 一般与会者 –只允许在活动开放时间内参观展览

请注意：您的通行证类型和通行证数量的分配将取决于您所签署合同中的展台配套。 如参展商想额外购买通行证，请与GSMA销售代表联系，电子邮
箱为delegation@mwcshanghai.com。

但购买的通行证不包括延长时间的访问。

展商及合作伙伴邀请系统（E&P）

mailto:电子邮箱为delegation@mwcshanghai.com


• 展商及合作伙伴邀请系统预计于2019年4月中旬上线

• 请登录在线展会手册查看您的登记协调员的联系方式是否正确 – 在“公司资料” > “增加联系方式及

登记联系人”标签下

• 该系统的登录信息将发送至贵司登记协调员

展商及合作伙伴邀请系统（E&P）



可登陆MWC19 上海官网进入展商专区页面

展商通讯

在展商专区可查看各展商工具的登录链接：

 在线展会手册（OEM）- 已上线
 展商及合作伙伴邀请系统 – 预计于2019年4月中旬

上线

请注意：展商专区中有一个在线展会手册的第三方活动
公司浏览界面链接。该链接无需登录名和密码，可通过
MWC19 上海官网上的展商专区进入，供与展商一同筹

备展览的第三方公司、供应商及设计公司等获取所需相
关信息。

https://www.mwcshanghai.cn/
https://www.mwcshanghai.cn/exhibition/exhibitor-resources/
http://www.mwcshanghai.cn/
https://www.mwcshanghai.cn/exhibition/exhibitor-resources/


月度展商电子公告

 该月刊将定期发送至您的邮箱

 展商电子公告包含了您需要了解的各种重

要信息以及表格截止日期

 如果您未能收到以上通讯并期望订阅，敬

请电邮我们：

customercare@mwcshanghai.com

展商通讯

mailto:customercare@mwcshanghai.com


展商主要联络名单

住宿及行程 上海威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 +86 21 5481-6052

传真： +86 21 5481-6032

电子邮箱： billy@shanghai-vision.com

其他标准展位项目/视听及电脑设备
/地毯和平台/电力供应/花卉出租/家
具租赁/美工服务/锁具/展位用水等

司马 电话： +86 21 6238-8811 分机 151 / 111 / 119

传真： +86 21 6209-5166

电子邮箱： mwcs@symahk.com.hk

4.5米及以上复杂展台搭建设计平面
图提交及审核

展位平面图提交及审核

Abraxys及上海汉海展览咨询有限公司

Abraxys

电话： +86 21 2890-6633

电子邮箱：hah@hahchina.com

电话： +44 208-747-2045 （英国）
电子邮箱：mwcshanghai@abraxys.com

平面图 Freeman Digital 点击此处进入平面图页面
电话： +44 (0) 1252-414-200

电子邮箱： mwcshanghai@freemanco.com

一般展商问询，包括活动后勤咨询、
表格及截止日期、在线展会手册登
录问题等

GSMA客户关怀团队
(大会主办方)

电话： +86 21 3123-6082

电子邮箱： customercare@mwcshanghai.com

mailto:billy@shanghai-vision.com
mailto:hah@hahchina.com
mailto:mobileworldcongress@abraxys.com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Floorplans
mailto:mwcshanghai@freemanco.com
mailto:customercare@mwcshanghai.com


展商主要联络名单

现场处理并分派您的货物

货运服务相关问题

EF-GSM/ APT

EF-GSM

联系人：Jimmy Zhu

电话： +86 21 6124-0090 分机 315

传真： +86 21 6124-0091

电子邮箱：jimmy.zhu@aptshowfreight.com

联系人：Michael Armitage先生
电话： +44 (0) 1732-885-131

传真： +44 (0) 1732-886-689

电子邮箱： michael@ef-gsm.com

媒体相关问题，包括媒体注册 GSMA公关团队
（大会主办方）

电子邮箱：press@mwcshanghai.com

活动登记、展商及合作伙伴邀请系
统登录问题咨询

登记团队 电话： +86 21 3103-3860

电子邮箱：registration@mwcshanghai.com

营销相关问题 GSMA市场团队
（大会主办方）

电子邮箱：marketing@mwcshanghai.com

mailto:jimmy.zhu@aptshowfreight.com
mailto:michael@ef-gsm.com
mailto:press@mobileworldcongress.com
mailto:registration@mwcshanghai.com
mailto:marketing@mwcshanghai.com


展商主要联络名单

安保及网络IT相关问题 上海新美阁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人：诸于佳小姐（安保）/ 王昀小姐（网络IT）
电话： +86 21 5445-3125 / 5445-3126 分机 806

传真： +86 21 5481-0933

电子邮箱：security@mwcshanghai-me.com

it.services@mwcshanghai-me.com

销售问询，包括销售、赞助及广告
等

GSMA销售团队
（大会主办方）

大中华区：
电话：+86 139-1823-9562

亚太区：
电话：+852 3960-5019

mailto:security@mwcshanghai-me.com
mailto:it.services@mwcshanghai-me.com


参展提示及建议

1. 与我们的销售团队紧密协作 – 明确战略以及最佳方案

2. 尽可能以最佳方式代表贵公司。 不太专业的外观会让您的潜在客户对您或您的产品及服务失去信心

3. 在展前制造声势。通过电子邮件及社交媒体，让您的客户以及潜在合作伙伴了解您的参展信息。计划新产

品和服务的发布将吸引更多注意。直接向那些您未曾有过合作的伙伴发出参会邀请

4. 训练您的展台工作人员，并让他们清楚了解您的期望。不要做出他们自己会知道如何去做的假设。展台工

作人员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以更好地与现场参会者、潜在客户沟通，并促成现场销售及合作

5. 了解贵司管理团队的参会预期，并以此为依据设计安排现场的活动，提前考虑贵司CEO会后会有哪些问题

6. 提前预订您的会议

最后，在我们的展会平台上促成的合作及销售将是成功的关键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