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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
研究与创新

的世界

创新是变革的脉搏创新是变革的脉搏

在这个快节奏的行业中保持领先竞争力并继续保持存
在与可持续， 您需要处于创新的中心。 

在 ITMA 2023 上， 参加研究与创新专区， 让您可以与
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领导者、 顶级纺织大学和研究组
织建立联系并进行合作。 

加入我们， 成为变革的一部分。 

ITMA 对于德国纺织和纤维研究院 DITF 及纺织业
来说是最重要的国际交易盛会。 行业里的任何人

甚至每个人都需要参观 ITMA。 DITF 鼓励我们学生每四年
参观一次 ITMA 展会。 ITMA 展会确实是纺织和制衣业展
示创新技术的平台。 学生们可以通过观展获取大量实践知
识， 并加深对纺织创新的理解。 

Deutsche Institute für Textil- und Faserforschung - DITF Denkendorf 
公共关系经理, Hendrik Hauss

ITMA 2019 研究与创新的展商ITMA 2019 研究与创新的展商

www.itma.com

米兰新国际展览中心
意大利 米兰意大利 米兰



€2,115 €1,057.50

€3,525 €1,762.50

€4,230 €2,115.00

// 成为其中的一员* //

105,298 名
观众人次

136 个国家

1,717 家
展商

45 个 国家

194 家
支持单位

95 家
支持媒体

26 家
研究与创新 

参展商

*ITMA 2019 数据

ITMA 2023 研究与创新专区ITMA 2023 研究与创新专区

专区将成为 ITMA 2023 的创新中心， 展示研究教育机构及行业的最新技术发展。 

为了促进卓越的研究， 用创新去引导行业发展， CEMATEX 继续支持研究与创新专
区的展商并提供 50% 展位费的补助（条款与条例适用)。

参展费率*

*适用 ITMA 2023 通则（除条款 A11）； 开口附加费请见 A10 条款。 
**展位费包括城市税和 SIAE， 但不含展位搭建费和意大利增值税（如适用）。 
***给予符合资质的机构的补贴， 适用于不超过 18 平方米的展位。 所有的补贴价格不含城市税、 SIAE 及意大利
增值税（如适用）。 

研究与创新专区展位费包含如下服务:
• 商务配对
• 展位清洁
• 展商名录
• 展商胸卡

• 灭火器
• 保险
• 音乐版权许可
• 无线网络

提前计划！ 展商可灵活通过 ITMA 2023 在线服务平台选择与订购展位搭建
套餐（2022 年 7 月 6 日开启）或搭建个性化定制展台。 

最大化参与其中
展商可加入以下活动：

创新者 Xchange

之前作为 “演讲平台” 而被熟知， 为
展商提供了分享他们研究项目和前沿
技术的机会。 

创新视频展示

展商可以在两分钟的视频里向全球观
众展示他们杰出的创新产品和技术。 

ITMA 可持续创新奖项

此享有盛誉的奖励项目包含2类奖项：

• 纺织和制衣制造商行业卓越奖

• 研究生研究与创新卓越奖

主办单位 CEMATEX 成员国协会 承办单位

ACIMIT（意大利）  SYMATEX（比利时）
AMEC AMTEX（西班牙）  TMAS（瑞典）
BTMA（英国）  UCMTF（法国）
GTM（荷兰）  VDMA（德国）
SWISSMEM（瑞士)

联系我们

// 激发您的潜能 – 就在 ITMA 2023 //

展会报名， 访问 itma.com 网站或请联系 application@itma.com

展位面积 展位费**（补贴前） 展位费***（补贴后）

9 平米

15 平米

18 平米

18 平米以上 €235 每平米

€4,230 €2,115.00

€3,525 €1,762.50

€2,115 €1,057.50

€2,115.00 + €235 每平米

http://itma.com
mailto:application%40itma.com?subject=
https://www.facebook.com/ITMA2023
https://www.linkedin.com/showcase/itma2023/
https://www.instagram.com/itma2023/
https://twitter.com/ITMA2023
https://www.youtube.com/c/itma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