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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
暨#$%&亚洲展览会时间表

!!"!#年#月#$日第三次更新"

# 发布通则! 报名表暨展位租用合同! 产品索引"

申请单位提交申请并支付首付款 #!"%的展位租金$"

!"#&年'月!$日

! 报名申请的截止日期 !"!"年(月!)日

(

发布参展许可

发布展位位置通知及 %报名表暨展位租用合同&

发布展会会刊登录信息供参展商确认

发布 '展商手册( #含技术规则和服务申请表等$

发布展位租金的$"%及多面开口附加费的付款通知

运营中心启动

!"!"年#!月#*日

*

参展商支付展位租金的$"%和多面开口附加费的截止日期

服务申请表中未包含的特殊技术服务申请的截止日期

!"!#年#月#+日

+

发布特殊技术服务的报价

参展商提交服务申请表和展位平面图! 设计方案及机器摆放位置图的截止日期

参展商确认展会会刊登录信息的截止日期

!"!#年(月!日

'

批准展位平面图! 设计方案及机器摆放位置图并返回给参展商

发布立即支付双层展台费用的通知

!"!#年(月(#日

) 布展时间) "&) "",#$) "" !"!#年'月+,##日

$

!"!"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0亚洲展览会展期

参展商进馆时间) "$) #+,#$) ""

!"!#年'月#!,#'日

&

观众参观时间) "&) "",#)) "" !"!#年'月#!,#+日

观众参观时间) "&) "",#') "" !"!#年'月#'日

#" 撤展时间) "&) "",#$) "" !"!#年'月#),#$日

撤展时间) "&) "",#') "" !"!#年'月#&日

注! 上述时间如有变更" 以承办单位另行发布的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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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会通则
&')展览会的组织机构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 #英文简称 %223-..45&+ 法定注册地址) 北京东长安街#!号$! 中国纺织机械协

会 #英文简称 %2./0&+ 法定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号东域大厦$ 以及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英文

简称 %2-42&+ 法定注册地址) 北京北三环东路'号$ 三方所组成的联合体 #以下统称为 %联合体&$ 是中国国际纺织机械

展览会 #以下英文简称 %2-./4&$ 的拥有者+

欧洲纺织机械制造商委员会 #以下简称 %24/0.45&+ 法定注册地址) 苏黎世6瑞士 7689:;<<=>=* 3?;@A<B:>CD<BEF<<>

#"!* 38<B?F7G* 2H,$""+ICE;7G* 9:;BJ>EKF@D$* 依照瑞士民法典第'"L??设立* 由比利时!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西班牙! 瑞典! 瑞士和英国&个成员国组成+

24/0.45是在欧洲举办的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 #以下英文简称 %-./0&$ 及其在亚洲举办的展览会 #以下英文简称

%-./009-0&$ 的拥有者+

联合体和24/0.45同意继续联合举办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 #2-./4$ 和 -./0亚洲展览会 #-./009-0$* 并定于

!"!#年在上海举办第七届联合展览会,,,!"!"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0亚洲展览会+

作为!"!"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会的共同拥有者* 联合体和24/0.45委托北京泰格斯特国际展览展

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承办单位&$ 依据本通则规定承办该展览会

作为!"!"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会的独家承办单位* 北京泰格斯特国际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将以其自身

名义开展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 承办单位联系方式如下)

北京泰格斯特国际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号东域大厦 #第三置业$ M座!+"#室1邮编) #"""!$

电话) N$'##"$ +$!!")&&6+$!!"+&&6+$!!#*&&

传真) N$'##"$ +$!!#*''

电子邮件) ;B=FF<;F7;B=>#OPQ;B=>L78=

网址) :::L7;B=>L78=L7@6:::L;B=FF<;FL78=

-./09>ER;7>< SLTL#以下简称 %协办单位&$ 将发挥协办作用* 参与展览会的日常管理* 在国际参展商申请过程中提供支

持* 并以其自身名义在授权范围内代表承办单位开展活动+ 协办单位联系方式如下)

-./09>ER;7>< SLTL

地址) U;F=F@BMC;KD;@AMD0LV>W>E< X@$"M,#"("MEC<<>K< M>KA;C=L

协办单位办公室联系方式如下)

)(YP;V8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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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K>W M;JHCP#

9;@AF]8E>*"$)((

9;@AF]8E>

.>K) N'+'$*&&('$

4=F;K) ;B=FF<;F7;B=>O;B=FL78=

北京泰格斯特国际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和-./09>ER;7>< SLTL分别作为!"!"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会
的承办单位和协办单位* 以下统称为 %办展单位&+

除以下0$L'* 0#!L!* 0#!L&* 0#'和0#&条款规定的情形外* 只能由联合体和24/0.45共同做出授予参展许可和撤销参展许可

的决定+ 按照以下0'条款的规定* 联合体和24/0.45将分别委派其成员协会和承办单位接收 %报名表暨展位租用合同&+

&!)展览会的地点和时间

!"!"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会将于!"!#年'月#!日至'月#'日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举办+

&*)展出期间展馆的开放时间

!

对参展商开放时间) 每天"$̂#+,#$̂""

!

对观众的开放时间) !"!#年'月#!,#+日) "&̂"",#)̂""* !"!#年'月#'日) "&̂"",#'̂""

&+)报名申请及参展规则

申请参展单位按要求提交 %报名表暨展位租用合同& 即为登记报名参加!"!"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
会+ 报名须通过:::L7;B=>L78=L7@网站在线申请+

申请参展单位一旦确认 %报名表暨展位租用合同& 即视为同意本 %通则& 及 %产品索引& 和 %技术规则& 及其附件* 以及

承办单位发布的其它相关规定+

同一申请参展单位申请多处展位时* 需为每处展位分别提交 %报名表暨展位租用合同&+

集团公司及其所属企业可使用集团申请方式申请参展并共享同一展位+

%报名表暨展位租用合同& 必须完整填写* 并在!"!"年(月!)日前提交并支付首付款 #详见以下0#!L#条款$+ 逾期申请

将被列入候补名单* 不能保证获得展位* 亦不能保证按期收到展位许可等+ 未按要求如实或完整填报! 未通过认证码确认

的 %报名表暨展位租用合同& 将视为无效报名+ %报名表暨展位租用合同& 的提交日期将以最终通过认证码确认的日期

为准+

全国性的纺织机械和器材协会可以国家展团的名义申请参展面积+ 有兴趣的协会请与0'中所列的相应机构联络* 并获取具

体信息和相关资料+

申请参展单位需要特别注意&,! #展品准入$"% &-! #参展许可& 参展许可作废& 展位租用合同提前终止$"% &!!! #责任&

投诉$"% &!*! #数据保护$" 及&!+! #准据法& 司法管辖地$" 等条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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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参展单位如果没有参加过!"#$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0亚洲展览会或-./0!"#&* 在提交 %报名表暨展位

租用合同& 的时候* 必须附上包含有产品详细信息的样本等资料+

参加过!"#$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0亚洲展览会或-./0!"#&的申请参展单位* 如果要增加展出产品类别或在

会刊里刊登新的产品类别* 也必须提供其详细的样本等资料+

联合体! 24/0.45及办展单位有权通过各种检查* 特别是针对展品和展台搭建的检查* 确保参加!"!"年中国国际纺织机
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会的参展商履行了承诺 #详见0$L*条款$+

&,)展品准入

只有完全由参展商自己生产的* 且被列入后附的!"!"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会%产品索引& 中的全

新设备* 才能获准展出+

禁止二手设备展出& 严禁直接或间接地展出及推销二手设备% 零配件和未经核准展出的其它产品' 任何违反此规定的参展
商将被立即取消参展资格& 其与承办单位签订的展位租用合同亦将同时终止!详见以下&-(+条款"'

以下为准许展出的产品索引)

第一章) 纺纱准备! 化学纤维生产! 纺纱用机械及其辅机和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第二章) 络筒! 变形! 捻线机械及其辅机和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第三章) 非织造布及制毡用成网! 粘合与后整理机械及其辅机和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第四章) 织造准备! 织造! 簇绒机械及其辅机和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第五章) 针织机械及其辅机和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第六章) 绣花机械及其辅机和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第七章) 编织机械及其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第八章) 洗涤! 漂白! 染色! 烘燥! 整理! 卷布! 剪毛和折布机械及其辅机和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第九章) 印花! 数码印花机械及其辅机! 墨水和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第十章) 服装及其他纺织品加工机械及其辅机和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第十一章) 实验室用试验! 测量设备及其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第十二章) 输送! 装卸! 物流! 仓储和包装设备及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第十三章) 再循环设备! 废物降低和防污染设备及其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第十四章) 设计! 数据监控! 加工及集成用软件

第十五章) 纺织工业用染料与纺织用化学品

第十六章) 机器和装置操作保障用设备和产品

第十七章) 纺织工业的服务

第十八章) 研究与创新

除 %产品索引& 第#)L#和#$章中所列产品外* 只允许参展商展出或在!"!"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
会会刊中登录本单位至少参与了以下两项环节的产品)

!

设计

!

制造

!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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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产品索引& 第#到#'章中所列的展品* 一经批准* 必须展出实物+ 不得仅以图片! 样本! 模型或影像作为展品展出+

除 %产品索引& 中第#)和#$章所列情况外* 不允许无实物设备且仅以资料展出的展台出现+

如果参展商需要通过展出第三方制造的机器或装置等以演示自己的展品时* 此第三方也必须是已获准参加!"!"年中国国际
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会的参展商+

纤维! 纱线! 及其它纺织原料及半成品! 成品不得作为展品展出* 但是由参展商自己展出的纺织机械设备所生产! 加工或

衍生出的纺织品可以用作辅助展示+

&.)日常联络

&.(')根据下述&-& &!*和&!+条款& 有关报名申请事宜可与下列机构咨询(

中国大陆参展商(

中国纺织机械协会 #2./0$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号东域大厦 #第三置业$

0座'"#室1邮编) #"""!$

电话) N$'#"#"$ +$!!")&&6+$!!"+&&6+$!!#*&&

传真) N$'#"#"$ +$!!#*''

电子邮件) 7B=FO7B=FL@>B

网址) :::L7B=FL@>B

荷兰参展商(

荷兰纺机协会 #_./$

I;KR>E<BEFFB'&

!)#$V3I[4.4V/44V

.>K) N(##")&$ (+(#(++

4=F;K) AB=O?=>L@K

`>P<;B>) :::LAB=L?=>L@K

比利时参展商(

比利时纺机协会 #9a/0.45$

0LV>W>E<KFF@$"

#"("MVY994X9

.>K) N(!#"!$ )"')&(!

bF\) N(!#"!$ )"')&''

4=F;K) ;@?8O<W=FB>\LP>

`>P<;B>) :::L<W=FB>\LP>

法国参展商(

法国纺机协会 #Y2/.b$

+$FR>@C>D>`FAEF=

)+"#)30V-9

.>K) N((#"$ *'&(#"!$!

4=F;K) ;@?8OC7=B?L78=

`>P<;B>) :::LC7=B?L78=

英国参展商(

英国纺机协会 #M./0$

2;BW H>K;]8EBX;R>E]88KV8FD

477K><

/0S2H49.4V/(")VY

.>K) N**#"$ #'#)")"!"&

4=F;K) ;@?8OPB=FL8EALCc

`>P<;B>) :::LPB=FL8EALCc

德国参展商(

TU/0纺织机械分会

XW8@>E9BEF<<>#$

'"+!$bV0SdbYV.F=/0-S

.>K) N*&#"'&$ ''"(#)")

bF\) N*&#"'&$ ''"(!)")

4=F;K) ;B=FORD=FL8EA

`>P<;B>) B\=LRD=FL8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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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参展商(

意大利纺机协会 #02-/-.$

T;F .>R>E>* #

!"#!(/-X0S[

.>K) N(&#"!$ *'&('##

bF\) N(&#"!$ *$""$(*!

4=F;K) ]E8=8B;8@OF7;=;BL;B

`>P<;B>) :::LF7;=;BL;B

瑞典参展商(

瑞典纺机协会 #./09$

3L[LM8\ ++#"

##*$+9.[2dH[X/

.>K) N*'#"$$ )$!"&+"

4=F;K) B=F<OB>PFPL78=

`>P<;B>) :::LB=F<L<>

西班牙参展商(

西班牙纺机协会 #0/420/.45$

_EF@T;F D>K>< 28EB< 2FBFKF@>< '$*]EFK#

F

L

"$"#"M0V24X[S0

.>K) N(*#&($ *#+"*!!

bF\) N(*#&($ *#'"&$"

4=F;K) F=B>\OF=>7L><

`>P<;B>) :::LF=>7L><6F=B>\

瑞士参展商(

9̀ -99/4/纺织机械分会

3?;@A<B:>;D<BEF<<>#"!

38<B?F7G

$"()ICE;7G

9:;BJ>EKF@D

.>K) N*##"**$ ($**###

bF\) N*##"**$ ($**$*!

4=F;K) B\=O<:;<<=>=L7G

`>P<;B>) :::L<:;<<=>=L7G

其它所有欧洲大陆国家
"

和日本参展商(

#

"其它所有欧洲大陆国家为) 阿尔巴尼亚! 安道尔! 奥地利! 白俄罗斯!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保加利亚! 克罗地亚!

塞浦路斯! 捷克!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希腊! 匈牙利! 冰岛! 爱尔兰! 拉脱维亚! 列支敦士登! 立陶宛! 卢森堡! 马

其顿! 马耳他! 摩尔多瓦! 摩纳哥! 挪威!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圣马力诺! 塞尔维亚和黑山! 斯洛伐

克! 斯洛文尼亚! 土耳其! 乌克兰$

-./09>ER;7>< 3B>LXBDL

)(YP;V8FD#

9;@AF]8E>

.>K) N'+'$*&&('$

Z"$,*$[\K>W M;JHCP#

9;@AF]8E>*"$)((

4=F;K) ;B=FF<;F7;B=>O;B=FL78=

以上未包含的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

北京泰格斯特国际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号东域大厦 #第三置业$

M座!+"#室1邮编) #"""!$

电话) N$'#"#"$ +$!!!'++6+$!!!&++6+$!!")''

传真) N$'#"#"$ +$!!#*''

电子邮件) ;B=FF<;F7;B=>!OPQ;B=>L78=

网址) :::L;B=FF<;FL78=6:::L7;B=>L78=L7@

&.(!1承办单位将在!"!"年#!月#*日发布 '展商手册(* 关于各项服务 #详见0##条款$ 预订及付款的要求请见 '展商

手册( 中的技术规则和服务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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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对服务申请表中未包含的特殊技术服务项目须在!"!#年#月#+日前提出询价申请* 详情请见 '展商手册(+

所有相关服务申请表完整填写后* 必须在!"!#年(月!日前提交+

注意( 参展商必须自行留存所提交的服务申请表的复印件以备查'

&/)展览会会刊

!"!"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会电子会刊* 将包含以下信息 #详见0!(条款 %数据保护&$)

!

展会现场办公室! 相关服务和设施的位置

!

各类产品的展区分布和展馆平面图

!

产品索引

!

按产品类别编排的参展商名录

!

按英文简称的首字母排序的参展商列表及其产品+ 录入将依据参展商提交的 %报名表暨展位租用合同& 上所提供的信息+

除了在 %报名表暨展位租用合同& 上填写公司的全称外* 必须提供公司英文简称* 最好是一个单词* 以便在会刊中按照

字母顺序排列+ #如.G8=F< e8@>< 4@A;@>>E;@AXBDLfe[S49$+ 集团参展的公司应避免使用同样的简称+

参展商的基本信息将登录在展会会刊上 #0##条款第#+项$* 参展商也可以通过在会刊上刊登广告增加其信息+

&-)参展许可& 参展许可作废& 展位租用合同的提前终止

&-('1联合体和24/0.45有权共同决定申请参展单位是否获准参加!"!"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会+

&-(!1联合体和24/0.45将在!"!"年#!月#*日前以电子邮件! 传真或其它方式通知申请参展单位是否获准参展+ 如未

获参展* 将告知原因+

&-(*1参展许可不得转让给第三方+

&-(+1申请参展单位一旦违反或不符合本通则0+条款* 联合体和24/0.45将撤销其参展许可+ 同时* 将书面说明撤销参

展许可的原因+ 在此情况下* 参展商和承办单位所签订的展位租用合同也同时终止+

在布展或展出期间* 参展商如违反本通则规定* 联合体和 24/0.45将向该参展商发出书面警告* 责令其整改* 直

至符合通则的规定+ 如果该参展商在接到第二次书面警告后* 依然拒不改正* 联合体和 24/0.45将取消其参展资

格* 承办单位将对其展台采取断电乃至封闭措施+

&-(,1如果申请参展单位或参展商对联合体和24/0.45没有批准其参展或撤销其参展许可的决定持有异议* 须在收到此

决定后#*天内* 以挂号信方式向联合体和24/0.45提出申述+ 否则视为接受此决定+

&-(.1承办单位和参展商签订的 %展位租用合同& 自承办单位依照下述0#+条款分配给参展商展位之日起生效+

如果参展商没有履行0#&条款 # %商标与知识产权保护&$! %报名表暨展位租用合同&! %技术规则& 以及承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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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其它规定 #包括付款条件$ 中的相关义务* 参展商和承办单位签订的 %展位租用合同& 将被即时终止* 参展

许可也将被同时撤销* 承办单位将告知终止及撤销的原因+ 参展商所支付的有关款项将不予退还* 参展商之前所应

付而未付的各类款项及滞纳金 #见0#!L!条款$ 等仍须支付+

&-(/1如参展商违反!"!"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会的有关规定* 联合体和 24/0.45有权拒绝其参

加以后的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 #2-./4$! 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0亚洲展览会! -./009-0和 -./0

品牌的展览会+

&0)展位租金

!

展位的起订面积) 展位起订面积为#+=

!

+

只有 %产品索引& 中第#)L#! #$章所列产品类别的展位起订面积为&=

!

+

!

申请展位的边长必须为整数* 并且其中一个边长必须为(的整倍数+

!

展位的开口及其租金)

展位的开口共分为四类 #即) #面开口! !面开口! (面开口! *面开口$* 其租金各不相同)

F$ #面开口展位的租金为人民币!*!""元6=

!

"

P$ !! (! *面开口展位租金除人民币!*!""元6=

!外* 还要按照以下计算方法加收额外费用)

分段计费面积
开口数及加收的额外费用幅度

!面开口 (面开口 *面开口

+"=

!以内 !"% ((% +"%

+#,#""=

!

#"% #'L+% !+%

超出#""=

!以上面积 " " "

即( 只对每个展位的第'个'""1

!收取多面开口费用& 同一展位超出'""1

!的部分不再收取多面开口费用' 多面开口费用
的收取& 均以承办单位分配给参展商的展位的开口数量为依据'

举例说明) 面积为!+"=

!

! *面开口的展位租金计算方法

+"=

!以内) !*!""g+"g ##N+"%$ f#'+*"""元人民币

+#,#""=

!

) !*!""g+"g ##N!+%$ f#()*+""元人民币

超出#""=

!以上面积) !*!""g #!+",+",+"$ f(("*"""元人民币

以上三项的金额合计数 #'(!*+""元人民币$ 即为该展位的租金+

!

计算展位租金及费用时* 若面积尾数不足#=

!

* 则按照#=

!计算+

&'")双层展台

只有面积在+"=

!以上且最小边长长度大于+米的展位* 方可搭建双层展台+

双层展台的地面层按照0&条款的规定收取租金" 第二层展台除按照人民币#* #""元6=

!收取租金外* 不再加收多面开口

的额外费用+ 0#!条款中所有相关付款的规定均适用于双层展台+

举例说明) 面积为!+"=

!

! *面开口* 且有+"=

!双层展台的展位租金计算方法

*面开口的展位地面费用) '(!* +""元人民币

+"=

!双层展台费用) #* #""元6=

!

g+"=

!

f++* """元人民币

以上两项的金额合计数 #'$)* +""元人民币$ 即为该展台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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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展位租金及费用时* 若面积尾数不足#=

!

* 则按照#=

!计算+

!

搭建双层展台需提前将图纸提交场馆管理方审核* 并需支付相关审核费用+

"二层展台搭建方案必须遵守展商手册相应规定* 同时遵守展览场馆! 当地消防规定+

&'')展位租用合同中包含的服务

以下服务均包含在展位租金中)

#L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收取的展台施工管理费+

!L在展位搭建 #见0#'条款$ 和展品! 展台拆除 #见0#)条款$ 期间* 根据事先的约定和展台平面图的要求* 展品由参

展商在指定时间运抵展览馆后* 将由展会现场物流服务商搬运至展位就位+ 在展览结束后* 再将其从展位搬运至展览馆

内参展商指定的运载工具上* 其中包括卸车与装车+ #

"

$

注( 展位搭建用装修材料的搬运不含在内' 如需搬运& 将由现场物流服务商单独收费'

(L提供吊车! 叉车或其它升降设备用于展览现场安装和拆除展品+ #

"

$

*L运输代理对展品运抵和出运现场操作的费用+

+L收货人为展会现场物流服务商的货物清关费用+

'L按照承办单位投保保单的规定* 为展品和展台装修材料提供常规展览保险* 包括火险及公众责任险+

)L向每个参展商提供一个用于展位照明的电箱与一个用于机器设备运转的电箱* 且每个电箱都包含一个电气火灾监控箱*

每个电箱均带有独立开关+ 以及为传真机和冰箱等提供一个单相*安培插座+ 详见 %技术规则& + #

""

$

$L布展! 展出和撤展期间* 在展馆开放时间内* 为机器提供的动力用电以及照明! 生活用电* 并为传真机和冰箱等提供单

相*安培!*小时供电+ 如需!*小时不间断地为机器! 照明及生活设施等提供用电* 参展商须另行申请* 经核准并支付

相关费用后方可使用+ #

""

$

&L布展! 展出和撤展期间* 在展馆开放时间内* 为机器运转提供用水 #按照展出机器需要的实际流量$* 提供生活用水+

提供水源但不提供免费接驳服务+ 如需!*小时不间断供水* 参展商须另行申请* 经核准并支付相关费用后方可使用+

注( 不提供饮用水'

#"L展位号标识+

##L提供展品空包装箱的搬运和非露天储存与保管服务+

#!L提供与展品展示有关的辅助设备! 材料和展品展示时需用的原料及展品现场加工出的产品的搬运和非露天储存与保管

服务+

#(L演示废弃物及展出机器所加工的产品的清运+ 不包括展台搭建用的所有构件及地面装饰物% 展品及其零部件% 包装材料
等& 这些项目的清除将另行收费'

#*L宣传推广材料) 海报! 可供下载的展会标识等+

#+L在电子展会会刊发布参展商信息 #包括参展商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网址! 产品代码! 展馆号和展台号等$+

#'L提供一份电子展会会刊+

#)L参展商胸卡 #出入证$ #数量根据展位面积确定* 详见 %技术规则&$+ 注( 参展商可额外申请胸卡!出入证"& 但需另
行付费'

#$L小型客车停车证 #数量根据展位面积确定* 详见 %技术规则&$+

未包含在展位租金内的其它收费* 详见 %技术规则& 及服务申请表+

注释(

#

"

$ 承办单位有权向参展商收取因以下情况而发生的额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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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遵守排定的进馆时间表

!

更改原确定的机器摆放位置

!

因展位无人值守而导致展品无法装卸所产生的费用

#

""

$ 电网规格)

+"赫兹) 单相!!"伏 # h#"%$

111 1三相($"伏 # h#"%$

功率超过!"千瓦的电动机仅在安装了限流启动器的情况下才可接入电网+

未包含的服务内容(

凡是0##条款中未提及的其它服务均不包括在展位租金中 #其它服务详见 %技术规则&$+

&'!)展位租金的支付& 滞纳金和退款

&'!('1首付款即展位租金的!"% #按人民币**"元6=

!计算$ 必须在提交 %报名表暨展位租用合同& 的同时支付+ 在

%报名表暨展位租用合同& 及首付款未全部收到前* 参展申请将不被受理+ 报名申请的生效时间将以两者全部到达

日期为准+

如果申请参展单位未被获准参展* 此首付款将被退还 #详见以上0$L#和0$L!条款$" 如果参展商单方面取消参展

申请* 或展位租用合同被提前终止 #详见以上0$L*和0$L'条款及以下的0#!L!! 0#!L&! 0#'和0#&条款$* 则

该首付款不予退还" 如果参展商减少展位面积* 请参阅以下的0#!L*! 0#!L+和0#!L'条款+

&'!(!1如果参展商没有在规定日期内付款* 则将被处以滞纳金+ 滞纳金将从逾期开始之日起* 按每月收取应付款#%的比

例计算+ 本条款和以下的0#!L(! 0#!L*! 0#!L+和0#!L'条款* 适用于所有的付款事宜 #如) 展位租金的支付!

服务费用等$+ 如参展商未能按期付款* 承办单位有权取消其参加!"!"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
览会的资格+ 承办单位将向参展商说明终止展位租用合同并撤销其参展许可的原因+

&'!(*1如果参展商单方面退展* 除已付款项不予退还外* 还须按照承办单位收到其退展的正式要求之日前发出的付款通知

书全额支付相关费用* 包括根据0#!L!条款界定的逾期付款所产生的滞纳金+

&'!(+1对于在!"!"年#!月#*日前提出减少展位面积的* 且减少的面积小于参展商所申请面积的!"%* 已支付的该减少

面积的款项可扣除银行手续费后可全额退还* 并将从以后的应付款中扣减+ 此后的付款通知书将只计算保留的面

积+ 但是* 还须按照承办单位在收到其减少展位面积的正式要求之日前发出的付款通知书全额支付相关费用* 包括

根据0#!L!条款界定的逾期付款所产生的滞纳金+

&'!(,1对于在!"!"年#!月#*日期前提出减少展位面积的* 且减少面积大于或等于参展商所申请面积的!"%* 已支付的

款项将不予退还+ 此后的付款通知将只计算保留的面积+ 但是还须按照承办单位在收到其关于减少展位面积的正式

要求之日前发出的付款通知书全额支付相关费用* 包括根据0#!L!条款界定的逾期付款所产生的滞纳金+

&'!(.1对于!"!"年#!月#*日以后提出减少展位面积的* 已支付的款项将不予退还+ 但是还须按照承办单位在收到其关

于减少展位面积的正式要求之日前发出的付款通知书全额支付相关费用* 包括根据0#!L!条款界定的逾期付款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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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滞纳金+

&'!(/1按照通则0$L#和0$L!的规定* 如果申请单位未获得参展许可* 在扣除银行手续费后* 已支付的首付款将被退还+

&'!(-1尽管有以上0#!L#条款的规定* 展位租金 #包括双层展位! 多面开口附加费! 滞纳金和其它相关费用$ 必须在参

展商进馆前全额支付+

&'!(01如展位租金余款 #含展位基本租金及多面开口附加费$ 未在!"!#年#月#+日前付清* 承办单位有权将该展位另行

分配* 已支付的首付款不予退还+ 承办单位将向参展商书面说明终止展位租用合同并撤销其参展许可的原因+

&'!('"1展位租金 #包括多面开口附加费及双层展台费用等$ 将按照最终分配的展位计算+

&'!(''1$"%的展位租金余款和多面开口附加费的付款通知书将在!"!"年#!月#*日发出* 参展商须在!"!#年#月#+日

前付款+ 双层展台的付款通知书将在!"!#年(月(#日发出* 参展商须在接到通知时立即付款+

&'!('!1!"!"年#!月#*日以后申请参展需要预付#""%的展位租金+

&'!('*1如参展商曾在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 #2-./4$! 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0亚洲展览会! -./009-0或

-./0展览会中有任何欠费行为* 该参展商在申请参加本届或以后任何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 #2-./4$! 中国

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 -./0亚洲展览会! -./009-0或 -./0品牌的展览会时* 承办单位有权要求其在提交

%报名表暨展位租用合同& 时支付#""%的展位租金+ 同时* 联合体* 24/0.45和承办单位有权拒绝其参加本届

或以后的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 #2-./4$! 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 -./0亚洲展览会! -./009-0或 -.i

/0等的展览会+

&'*)展位服务费用和滞纳金的支付

&'*('1所有的服务申请表必须完整填写并于!"!#年(月!日前提交至指定单位+ 所有服务的费用必须在进馆前全额支付+

&'*(!1参展商只有在规定的截止日前提交相关的服务表格后* 才能享受本通则0##条款中包含的服务+ 逾期提交服务表格

将会产生费用* 逾期申请的服务可能由于储备不足而无法提供+

&'*(*1!"!#年(月!日之后收到的服务申请表* 将收取!+%的附加费+

&'*(+1!"!#年(月!日之后对服务申请表进行修改* 将收取+%的附加费+

&'*(,1如需特殊技术服务需求* 须在!"!#年#月#+日前提出申请+ 报价将在!"!#年(月!日前公布+ 如展商接受此报

价* 须在收到付款通知书后七个工作日内全额付款* 并出具电汇凭证+ 延期付款将收取!+%的附加费+

&'*(.1!"!#年+月)日前取消服务将仅退还+"%的款项+ !"!#年+月)日 #含$ 后取消服务将不退还任何款项+ 如参展

商未在!"!#年+月)日前付清款项* 则仍需为所取消的服务支付+"%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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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参展商未在规定日期内付款* 则将被处以滞纳金* 滞纳金将从逾期开始之日起收取* 按每月收取应付款#%的

比例计算+

&'*(-1晚于!"!#年(月!日提交! 修改订单或付清款项者* 将有可能因储备不足而无法满足需求+ 承办单位对于由此引发

的任何损失不承担责任+

&'*(01如参展商未付清应付费用* 以后任何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 #2-./4$! 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 -./0亚洲

展览会! -./009-0或-./0品牌的展览会的承办单位有权要求其在提交 %报名表暨展位租用合同& 时支付#""%

的展位租金+

各项服务均在款项付清后开始提供+

&'+)付款方式及货币

展位租金的付款方式如下)

!

电汇

!

银行汇票

按照 %报名表暨展位租用合同& 指定的货币

参展商须确保付清所有与电汇有关的银行手续费& 否则将收到关于未付银行手续费的付款通知书'

展位租金支付

中国大陆的参展商

请将展位租金付至以下银行账户(

户名) 中国纺织机械协会

账号) "!"""+(*"&"#**##)+'

开户行) 工行东长安街支行

他行行号) #"!#""""+(*"

来自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的参展商
#

"欧洲大陆国家指) 阿尔巴尼亚! 安道尔! 奥地利! 白俄罗斯! 比利时!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保加利亚! 克罗地亚!

塞浦路斯! 捷克!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冰岛! 爱尔兰! 意大利! 拉脱维亚! 列支敦士登!

立陶宛! 卢森堡! 马其顿! 马耳他! 摩尔多瓦! 摩纳哥! 荷兰! 挪威!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圣马力诺!

塞尔维亚和黑山! 斯洛伐克! 西班牙! 斯洛文尼亚! 瑞典! 瑞士! 土耳其! 英国! 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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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展位租金付至以下银行账户(

M>@>?;7;FEW MF@c) MS33FE;PF< b8EB;< SLTL

M>@>?;7;FEW60778C@BSF=>) -./094VT-249SLTL

-M0S0778C@BSC=P>E) M4#'""#$##(''")*

9̀ -b.28D>) _4M0M4MM

MF@c 0DDE><<) `FEF@D>P>EA(*M,#"""MEC<<>K* M>KA;C=

所有其它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

请将展位租金付至以下银行账户(

M>@>?;7;FEW MF@c) MF@c 8?28==C@;7FB;8@< M>;Q;@AMEF@7G

0778C@BSF=>6M>@>?;7;FEW) M>;Q;@A.>\B;K>/F7G;@>EW -@B>E@FB;8@FK4\G;P;B;8@28L*XBD

0778C@BS8L) ##""'")*'"#$#$"""#)(#

9:;?B28D>) 2[//2S9HMe_

MF@c 0DDE><<) S8L!!e;@E8@A9BE>>B*5;7G>@AU;<BE;7B*M>;Q;@A*2G;@FLI;]) #"""((

参展商必须按照上述关于展位租金支付币种及银行账户的规定支付展位租金等费用& 否则将承担一定比例的额外费用'

&',)展位分配

%展位分配通知& 是参展商与承办单位签订的展位租用合同的组成部分 #详见 %报名表暨展位租用合同&$+ 该通知将由承

办单位以其自身名义* 作为展位的出租人在!"!"年#!月#*日前通知获准参展的申请单位+ 该通知包括展台位置和尺寸!

展馆和展位号等信息+

即使所分配的展位位置! 尺寸或开口数与预先申请的 #包括备注需求$ 有所不同或包含有建筑立柱或消防设施或一切其他

场馆设施等* 参展商也须接受+

承办单位保留在必要情况下更改展位位置或尺寸以及延期发放展位分配通知的权利* 且不受理因此改变所引发的索赔+

&'.)展位搭建

展位搭建可以从!"!#年'月+日"&̂""点开始施工* 必须在!"!#年'月##日#$̂""点前完工+

截止到!"!#年'月##日#!̂""点* 如参展商仍未对其展位进行搭建并且被认定为在!"!#年'月##日#$̂""前无法完工*

承办单位有权在给予事先通知后将该展位改作它用+ 参展商与承办单位签订的展位租用合同即告废止* 该参展商的参展许

可同时亦被取消+ 届时* 除不给该参展商任何补偿外* 参展商还须支付展位租金及服务! 安装等方面的费用+

为使观众的注意力集中于展品* 取得最佳的整体效果* 展位搭建必须遵守将于!"!"年#!月#*日发布的 %技术规则& 的相

关规定+ 如有违反相关规定* 将被停止展出或被处罚* 请详见技术规则+



#+111

&'/)展品和展台拆除

展台拆除仅可在!"!#年'月#)日开始+ 只有手提物品 #计算机! 宣传材料等$ 可在!"!#年'月#'日#)̂"",#$̂""间

撤出+

展品和展台的拆除最晚必须在!"!#年'月#&日#'̂""点以前完成+ 此后* 展位上任何遗留物品将被清除及抛弃* 由此可能

发生的任何费用及物品被窃! 丢失! 损坏等将由参展商自行负担+

&'-)参展商对展馆结构和设施造成的损坏

展览结束后* 展馆地面和墙面必须恢复原状+ 参展商须对其损坏的展馆结构和设施负责 #详见 %技术规则& 中的 %展馆保护&$+

&'0)商标与知识产权保护

联合体和24/0.45分别为2-./4和-./0的注册商标和域名的持有人* 所有参展商须保证不得以任何方式* 特别是但不

限于以借助其展示的展品! 宣传材料! 图片或借助其它任何媒介侵犯联合体和24/0.45的商标所有权及域名所有权+

参展商在!"!"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会展出其产品时* 须遵照现行法律规定* 并有责任尊重和保护其

它参展商及第三方的知识产权* 如专利! 商标和版权等+ 参展商必须在展前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达到此项要求+ 展会主办

方和承办对参展商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不负担任何责任+ 如有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侵权参展商应当承担相应侵权责任并使

展会主办方和承办单位免于任何损害+ 作为展位租用合同的组成部分* 所有参展商都有义务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书*

保证其不侵犯其它参展商或第三方的知识产权+

根据中国法律法规* 承办单位将在!"!"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会现场设立展会知识产权办公室+ 主办

方将邀请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公务人员在该办公室处理关于专利权的投诉和纠纷+ 展会开幕前* 承办单位将在展览会官方网

站上公示办公室的工作流程和投诉处理规则+

如果由中国司法机关或知识产权行政机关证实参展商以任何方式侵犯了其它参展商或第三方的知识产权* 承办单位虽无义

务但有权要求侵权者停止引发侵权的展品! 印刷品! 宣传材料和图片在!"!"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会
的展出和发放+ 一旦发生上述事情* 承办单位虽无义务但作为出租人有权终止与该侵权者之间的展位租用合同并撤销其参

展许可* 同时书面说明原因 #详见以上0$L'条款$+ 如果上述措施有失公允* 除非是重大过失或非法意图* 参展商不得就

其损失向承办单位索赔+

如发现有参展商侵犯联合体! 24/0.45! 其它参展商或第三方的商标所有权! 域名所有权或知识产权* 联合体和

24/0.45有权拒绝其参加以后的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 #2-./4$! 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 -./0亚洲展览会!

-./009-0或-./0品牌的展览会+

&!")展览会的变更或取消

如遇不可抗力* 在联合体和24/0.45同意的情况下* 承办单位有权更改!"!"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
会的时间和地点* 直至取消展览会+ 如果展览会未能举行* 在扣除已发生的成本费用后* 各参展商将按已付款的比例获得

退款" 不论出于何种动机和原因* 参展商不得就其损失向办展单位! 联合体和24/0.45提出赔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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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法律

在展览场地内* 承办单位将遵照当地法律* 并且有权对不遵守有关规定的行为采取必要措施+

参展商有义务遵守当地法规* 特别是工作期间涉及防火! 其它意外事故! 财产损失方面的职业风险! 人身健康及安全的

法规+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本通则及其附件 #特别是但不限于 %技术规则&$ 的规定将优先于当地规则或规范+

&!!)责任& 投诉

除非出于非法故意或重大过失* 联合体! 24/0.45及办展单位对参展商直接或间接遭遇各种损害或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除非出于非法故意或重大过失* 联合体! 24/0.45及办展单位对参展商因联合体! 24/0.45及办展单位附属人员的行为

而直接或间接遭受的损害不承担任何责任+ 特别但不限于* 联合体! 24/0.45和承办方对于参展商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

为不承担任何直接或者间接责任+

承办单位的责任仅限于根据 %技术规则& 及其附件中的相关保险条款之规定支付保费+

在任何情况下* 承办单位均不承担参展商的间接损失* 利润损失! 商业收益! 商誉! 预期收益! 从属性损失或损害! 参展

商及其雇员或代表停放在展会处的交通工具等损失或损害+

兹声明* 展览馆及其法人代表人! 服务人员! 雇员及展览馆的供应商或转包商均为与承办单位不相关的第三方+

参展商对联合体! 24/0.45及办展单位的投诉* 应在当时以书面形式提出+ 对展品运输! 展位搭建和其它参展商违反各种

规则的有关投诉* 还须同时将复印件提交!"!"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会运营中心+ 对于法律诉讼* 适

用第0!*条款+

&!*)数据保护

联合体和24/0.45是通过!"!"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会采集到的相关数据的共同所有者* 并有权对

这些参展商和观众数据在展前! 展中和展后进行部分或全部加工使用+ 数据加工使用是指特别但不限于* 对在瑞士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以及两国以外其它国家获得的参展商和观众信息* 采取包括收集! 存储! 使用! 修改! 披露及向第三方转移或

清除数据等手段+ 办展单位亦有权在展前和展中使用!"!"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会采集到的相关参展
商和观众数据+ 办展单位有权将上述信息独家转让给服务承包商 # %第三方&$* 并确保这些服务承包商和相关第三方不会将

上述数据用于!"!"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会推广以外的其它用途+

上述数据将仅供联合体和24/0.45依法用于实现其基本宗旨* 即从国际层面维护并促进纺机行业的总体利益+ 数据将特

别但不仅限于* 用于推广!"!"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会和其它任何 -./0展览会* 用于!"!"年中国
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会会刊 #详见上述0)条款$! !"!"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会网
站! !"!"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会展报以及联合体和24/0.45的其它任何合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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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据法& 司法管辖地

&!+('124/0.45* 24/0.45与联合体连带关系 #参展许可6撤销$

以下各方之间的关系* 包括) 参展商* 或组展单位* 或24/0.45成员与24/0.45自身之间的关系* 以及由于联

合体和24/0.45共同审批参展商参展许可和撤销参展商参展许可* 从而形成的联合体和24/0.45相连带的与参

展商* 或组展单位* 或24/0.45成员之间的关系* 只适用于瑞士实体法+ 与本通则及其三个附件相关的争议应当

提交瑞士商会仲裁院* 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仲裁院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员为三名* 仲裁地在瑞士苏黎

世* 仲裁程序中使用英语+

!"!"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会通则 #包括附件$ 以英文和中文成文* 如涉及到0!*L#条款规

定的关系* 概以!"!"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会通则 #包括附件$ 的英文文本为准+

&!+(!1联合体与承办单位

除0!*L#条款中规定的联合体和24/0.45共同批准参展商参展许可和撤销参展商参展许可外* 参展商与联合体或

组展单位之间的其他关系只适用于中国法律* 且司法管辖地仅为上海+

!"!"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会通则 #包括附件$ 以英文和中文成文* 如涉及到0!*L!条款规

定的关系* 概以!"!"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亚洲展览会通则 #包括附件$ 的中文文本为准+

本通则包括以下三个附件)

#L%报名表暨展位租用合同&

!L%产品索引&

(L将于!"!"年#!月#*日公布的 %技术规则& 及其附件

北京1!"#&年'月!$日

欧洲纺织机械制造商委员会 #24/0.45$

bE;BJ/FW>E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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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

#F$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 #223-..45$

徐迎新1会长

#P$ 中国纺织机械协会 #2./0$

王树田1会长

#7$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2-42$

郑世钧1副总裁

北京泰格斯特国际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梁鹏程1总经理

-./09>ER;7>< SLTL

2GFEK>< M>FCDC;@1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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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完全由参展商自己生产的* 且被列入后附的!"!"年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0亚洲展览会 %产品索引& 中的全

新设备* 才能获准参展出+

禁止二手设备展出* 严禁直接或间接地展出及推销二手设备! 零配件和未经核准展出的其它产品+ 任何违反此规定的参展

商将被立即取消参展资格* 其与承办单位签订的展位租用合同亦将同时终止+

产品索引

产品代码11111 1产品描述

第一章))))))纺纱准备! 化学纤维生产! 纺纱用机械及其辅机和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 棉纺系统的前纺机械
#L#L# 轧棉机! 轧花机

#L#L! 打包机

#L#L( 抓包机! 抓棉机

#L#L* 开清棉机

#L#L+ 混棉机

#L#L' 异性纤维6杂物分离机

#L#L) 梳棉机自动喂棉装置 #自动喂棉箱$

#L#L$ 梳棉机

#L#L& 并条机

#L#L#" 成卷机

#L#L## 精梳机

#L#L#! 粗纱机

#L#L#( 棉纺废料再生设备

#L#L#* 棉纺用其他前纺机械

'(! 精梳毛纺% 半精梳毛纺或粗梳毛纺系统的前纺机械
#L!L# 打包机

#L!L! 原毛开松生产线

#L!L( 洗毛设备

#L!L* 散毛碳化联合机

#L!L+ 开松! 除杂和混合生产线

#L!L' 毛纺废料再生设备

#L!L) 自动喂给机

#L!L$ 精梳毛纺梳理机

#L!L& 半精梳毛纺梳理机

#L!L#" 粗梳毛纺梳理机

#L!L## 混条机

#L!L#! 精梳机

#L!L#( 毛条复洗机

#L!L#* 针梳机

#L!L#+ 精纺毛粗纱机

#L!L#' 毛纺用其他前纺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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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韧皮纤维!麻" 纺纱用的前纺机械
#L(L# 开松! 除杂和混合设备

#L(L! 自动喂给机

#L(L( 梳理机

#L(L* 精梳机

#L(L+ 并条机

#L(L' 粗纱机

#L(L) 韧皮纤维 #麻$ 用其他前纺机械

'(+ 缫丝设备
#L*L# 自动缫丝机

#L*L! 其他缫丝设备

'(, 化学纤维长丝和短丝用机械及长丝处理设备
#L+L# 挤压机

#L+L! 化学纤维长丝和短丝用纺丝设备 #包括实验室机器$

#L+L( 卷绕头及卷取装置

#L+L* 牵伸卷绕机

#L+L+ 牵伸加捻机

#L+L' 短纤维切断机

#L+L) 直接制条机

#L+L$ 牵切机

#L+L& 打包机

#L+L#" 扁丝生产设备

#L+L## 膜裂生产线

#L+L#! 化学纤维长丝和短丝用的其他机械及长丝处理设备

'(. 纺纱机械
#L'L# 棉纺环锭细纱机

#L'L! 精毛纺环锭细纱机

#L'L( 半精毛纺环锭细纱机

#L'L* 粗毛纺环锭细纱机

#L'L+ 韧皮纤维 #麻$ 环锭细纱机

#L'L' 集聚 #紧密$ 纺环锭细纱机

#L'L) 直接纺环锭细纱机

#L'L$ 转杯纺纱机

#L'L& 喷气纺纱机

#L'L#" 走锭纺纱机

#L'L## 离心纺纱机

#L'L#! 翼锭纺纱机

#L'L#( 摩擦纺纱机

#L'L#* 自捻纺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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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空心锭子纺纱机

#L'L#' 花式纱纺纱设备

#L'L#) 其他纺纱机

'(/ 前纺及纺纱机和化学纤维产品用自动落纱!卷% 筒% 管"% 接头和输送系统!络筒% 变形和捻线机
械用自动落纱% 接头和输送系统见!(."

#L)L# 自动落纱 #卷! 筒! 管$ 机和装置

#L)L! 自动接头装置

#L)L( 前纺和纺纱机机台间的自动输送系统

#L)L*

前纺及纺纱机和化学纤维产品用其他自动落纱 #卷! 筒! 管$! 接头和输送系统 #纺纱机和络筒
机! 并纱机和捻线机之间的输送系统见!L'L($

'(- 前纺及纺纱机械和化学纤维产品用辅助机器及装置
#L$L# 包弹性针布! 金属针布机

#L$L! 磨针布机

#L$L( 针布清理机

#L$L* 磨皮辊机及套皮辊机

#L$L+ 条筒圈条器

#L$L' 附属装置 #如) 加湿! 上蜡! 上油装置等$

#L$L) 挤压设备的清理装置

#L$L$ 丝束汽蒸设备! 高压釜! 烘燥设备

#L$L& 纺纱机巡回清洁器

#L$L#" 纱管! 筒管清理机

#L$L## 造粒机

#L$L#! 前纺及纺纱机和化学纤维产品用其他辅助机器及装置

'(0 前纺设备用附件!包括专件% 器材等"

#L&L# 锭子! 零件! 锭翼

#L&L! 钢针类

#L&L( 针辊! 针板! 扇形板

#L&L* 钉帘! 帘棒

#L&L+ 弹性梳理针布

#L&L' 金属梳理针布

#L&L) 条筒! 底弹簧

#L&L$ 平皮带及输送带

#L&L& 上罗拉! 胶辊! 皮圈! 集棉器

#L&L#" 缫丝设备用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L&L## 在线传感器及测量装置

#L&L#! 前纺设备用其他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 化学纤维长丝和短丝用机械及长丝处理设备所用的附件!包括专件% 器材等"

#L#"L# 筒管

#L#"L! 聚合物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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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纺丝泵! 输送泵! 油剂泵

#L#"L* 喷丝头! 喷丝板

#L#"L+ 导丝辊! 导丝盘! 牵伸辊

#L#"L' 上罗拉! 胶辊! 皮圈! 集棉器

#L#"L) 在线传感器及测量装置

#L#"L$ 化学纤维长丝和短丝用机械及长丝处理设备所用的其他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 纺纱机用附件!包括专件% 器材等"

#L##L# 锭子及其零部件

#L##L! 环锭纺纱机用钢领

#L##L( 钢丝圈及其装卸工具

#L##L* 转杯纺纱器及其零部件

#L##L+ 转杯纺纱机用分梳辊

#L##L' 转杯纺纱机用其他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L##L) 集聚 #紧密$ 纺纱机用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L##L$ 棉条筒! 底弹簧

#L##L& 纱管! 筒管

#L##L#" 牵伸系统

#L##L## 上罗拉! 胶辊! 皮圈! 集棉器

#L##L#! 锭带! 龙带

#L##L#( 清纱器! 纱线打结器! 纱线捻接器

#L##L#* 钢针类

#L##L#+ 纱线张力器! 纱线制动器

#L##L#' 导纱器

#L##L#) 平皮带及输送带

#L##L#$ 纺纱机用瓷件

#L##L#& 辊轴包覆物

#L##L!" 纺纱机用皮质件

#L##L!# 在线传感器及测量装置

#L##L!! 纺纱机用其他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 前纺及纺纱机用自动落纱!卷% 筒% 管"% 接头和输送系统的附件!包括专件% 器材等"

#L#!L# 平皮带及输送带

#L#!L! 前纺及纺纱机用自动落纱 #卷! 筒! 管$! 接头和输送系统的其他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第二章))))))络筒! 变形! 捻线机械及其辅机和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 络筒% 摇纱和包纱机械
!L#L# 锥形和扁柱形筒子络纱机

!L#L! 锥形和扁柱形筒子精密络纱机

!L#L( 卷纬机

!L#L* 空心纡子卷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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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瓶形筒子络筒机

!L#L' 缝纫线络筒机

!L#L) 有边筒子络筒机

!L#L$ 摇纱机

!L#L& 绞纱络筒机

!L#L#" 绕球机

!L#L## 卡片绕纱机

!L#L#! 纱线烧毛机

!L#L#( 纱线起绒机

!L#L#* 包覆纱机

!L#L#+ 倒筒机

!L#L#' 其他络筒机! 摇纱机和包纱机

!(! 纱线蒸汽整理% 定形% 给湿机械和涂层机械
!L!L# 高压蒸纱锅

!L!L! 热定形机

!L!L( 给湿机

!L!L* 纱线涂层机

!L!L+ 其他纱线蒸汽整理! 定形! 给湿机械和涂层机

!(* 变形% 膨化和卷曲机械
!L(L# 假捻变形机

!L(L! 空气变形机

!L(L( 喷气交缠机

!L(L* 膨化与卷曲机械

!L(L+ 其他变形! 膨化和卷曲机械

!(+ 短纤维% 长丝用并纱及捻线机械
!L*L# 并纱机

!L*L! 倍捻机

!L*L( 热处理倍捻机

!L*L* 直捻机

!L*L+ 上行式捻线机

!L*L' 环锭捻线机

!L*L) 环锭并捻联合机

!L*L$ 翼锭捻线机

!L*L& 花式捻线机

!L*L#" 雪尼尔纱捻线机

!L*L## 其他短纤维! 长丝用并纱及捻线机械

!(, 索绳制造机械
!L+L# 搓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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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制缆! 制绳机

!L+L( 其他绳索制造机械

!(. 络筒% 变形和捻线机械用自动落纱% 接头和输送系统
!L'L# 自动落纱机和装置

!L'L! 自动接头装置

!L'L( 纺纱机和络筒机! 并纱机和捻线机之间的自动输送装置

!L'L* 络筒! 变形和捻线机用其他自动落纱! 接头和输送系统

!(/ 络筒% 变形和捻线用辅助机械及装置
!L)L# 附属装置 #如) 加湿! 上蜡! 上油! 烧毛! 定形$

!L)L! 纱管! 筒管清理机

!L)L( 络筒! 变形和捻线用其他辅助机械

!(- 络筒% 变形和捻线机械用附件!包括专件% 器材等"

!L$L# 锭子及其零部件

!L$L! 环锭捻线机用钢领

!L$L( 钢丝圈及其装卸工具

!L$L* 纱管

!L$L+ 锭带! 龙带

!L$L' 清纱器! 纱线打结器! 纱线捻接器

!L$L) 纱线断头探测器

!L$L$ 纱线张力器! 纱线制动器

!L$L& 导纱器

!L$L#" 防纱线缠绕传感器

!L$L## 空气变形喷嘴和交络喷嘴

!L$L#! 假捻器

!L$L#( 平皮带及输送带

!L$L#* 络筒! 变形和捻线机械用瓷件

!L$L#+ 上罗拉! 胶辊! 皮圈! 集棉器

!L$L#' 在线传感器及测量装置

!L$L#) 络筒! 变形和捻线机械用其他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0 络筒% 变形和捻线机械用自动落纱% 接头和输送系统的附件!包括专件% 器材等"

!L&L# 平皮带及输送带

!L&L! 络筒! 变形和捻线机械用自动落纱! 接头和输送系统的其他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第三章))))))非织造布及制毡用成网! 粘合与后整理机械及其辅机和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 成网机械
(L#L# 开包及抓包机

(L#L! 开松! 除杂! 混合和配料机械

(L#L( 喂给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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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梳理机

(L#L+ 铺网机

(L#L' 气流成网机

(L#L) 湿法成网机

(L#L$ 纺粘! 熔喷成网生产线 #挤压机见#L+L#$

(L#L& 牵伸成网机

(L#L#" 其他成网机械

*(! 非织造布粘合与后整理机械
(L!L# 针刺机

(L!L! 水刺机

(L!L( 化学粘合机

(L!L* 热熔粘合机

(L!L+ 超声波粘合机

(L!L' 制毡机械

(L!L) 制帽机械

(L!L$ 非织造布烘燥机

(L!L& 热轧机! 轧光机

(L!L#" 涂层机

(L!L## 胶合及层压机

(L!L#! 填料上浆6粘合机

(L!L#( 轧孔机

(L!L#*

其他非织造布粘合与后整理机械 #卷绕装置见$L)L&" 切割! 成卷和折布机械见$L'* 包装! 贴
标! 样品准备机械见#!L(L+$

*(* 非织造布及制毡用成网% 粘合与后整理机械用辅机
(L(L# 包弹性针布和金属针布机

(L(L! 磨针布机

(L(L( 针布清洁机

(L(L* 非织造布生产用运输装置

(L(L+ 化学品分配系统

(L(L' 非织造布及制毡用成网! 粘合与后整理机械用其他辅机

*(+ 非织造布及制毡用成网% 粘合与后整理机械用附件!包括专件% 器材等"

(L*L# 纺粘! 熔喷用喷丝板

(L*L! 弹性针布

(L*L( 金属针布

(L*L* 输送带! 交叉铺网机用带

(L*L+ 刺针

(L*L' 水刺头

(L*L) 轧花辊! 轧辊

(L*L$ 辊轴包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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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铺网检测系统

(L*L#" 在线传感器及测量装置

(L*L##

非织造布及制毡用成网! 粘合与后整理机械用其他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聚合物过滤器见
#L#"L!$

第四章))))))织造准备! 织造! 簇绒机械及其辅机和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 织造准备机械
*L#L# 筒子架

*L#L! 分条整经机

*L#L( 轴经整经机

*L#L* 拉伸整经机

*L#L+ 倒轴机

*L#L' 浆纱机

*L#L) 染浆联合机

*L#L$ 分经机

*L#L& 穿经机

*L#L#" 结经机

*L#L## 手动打结器和捻接器

*L#L#! 其他织造准备机械

+(! 织造机械
*L!L# 剑杆织机

*L!L! 片梭织机

*L!L( 喷气织机

*L!L* 喷水织机

*L!L+ 多相织机

*L!L' 有梭织机

*L!L) 圆型织机

*L!L$ 窄幅织物织机

*L!L& 其他织机

+(* 特种织造机械
*L(L# 厚重织物! 造纸毛毯! 金属滤网织物用织机

*L(L! 帘子布织机

*L(L( 玻璃纤维! 芳纶! 碳纤维纱用织机

*L(L* 纱罗织物织机

*L(L+ 长毛绒! 丝绒织机

*L(L' 毛圈织物织机

*L(L) 地毯及毯类织机

*L(L$ 商标织机

*L(L& 小样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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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其他特种织机

+(+ 开口装置和开口编程装置
*L*L# 凸轮 #开口$ 装置

*L*L! 机械多臂装置

*L*L( 电子多臂装置

*L*L* 机械提花装置

*L*L+ 电子提花装置

*L*L' 编程装置

*L*L) 边字织造装置和假边织造装置

*L*L$ 其他开口装置和开口编程装置

+(, 簇绒机械
*L+L# 簇绒机

*L+L! 台式手动簇绒装置

*L+L( 簇绒图案制作装置

*L+L* 其他簇绒机械

+(. 织造准备% 织造及簇绒用辅机
*L'L# 钢筘! 棕片和棕丝! 停经片清理机

*L'L! 修梭机

*L'L( 剥纡脚机

*L'L* 储纬器

*L'L+ 织机自动化装置 #数字监测和处理系统见#*章$

*L'L' 机外卷布装置

*L'L) 直接用于织机的涂层装置

*L'L$ 经轴! 织轴! 综丝自动更换系统 #快速更换$

*L'L& 织机用巡回式清洁器

*L'L#" 织造准备及织造用运输装置

*L'L## 织造准备! 织造及簇绒用其他辅机

+(/ 织造准备% 织造及簇绒机械用附件!包括专件% 器材等"

*L)L# 纱线张力制动装置

*L)L! 导纱器

*L)L( 织造用瓷件

*L)L* 综片! 综丝

*L)L+ 筘

*L)L' 综框

*L)L) 通丝! 综

*L)L$ 边撑

*L)L& 断经自停装置

*L)L#" 停经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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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辊轴包覆物

*L)L#! 皮质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L)L#( 断纬自停装置

*L)L#* 探纬装置

*L)L#+ 织造用锥管! 筒管和纡纱管

*L)L#' 皮结和肚档皮带

*L)L#) 剑杆带! 剑杆头

*L)L#$ 梭子

*L)L#& 喷嘴

*L)L!" 提花和多臂纹板

*L)L!# 经轴和经轴边盘

*L)L!! 窄幅织物经轴

*L)L!( 计纬器

*L)L!* 剪边装置

*L)L!+ 簇绒铗! 簇绒针及割刀

*L)L!' 织物检测系统

*L)L!) 在线传感器及测量装置

*L)L!$ 织造准备! 织造及簇绒机械用其他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第五章))))))针织机械及其辅机和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 针织% 织袜准备机械
+L#L# 筒子 #纱$ 架

+L#L! 整经机

+L#L( 分段整经机

+L#L* 针织! 织袜用其他准备机械

,(! 圆型针织机械% 袜机
+L!L# 针筒直径#'+毫米以上的单针筒针织圆机

+L!L! 针筒直径#'+毫米以上的单针筒电子提花针织圆机

+L!L( 针筒直径#'+毫米以上的双针筒针织圆机

+L!L* 针筒直径#'+毫米以上的双针筒电子提花针织圆机

+L!L+ 针筒直径#'+毫米及以下的单针筒针织圆机

+L!L' 针筒直径#'+毫米及以下的双针筒针织圆机

+L!L) 织袜机

+L!L$ 其他圆型针织机械及袜机

,(* 平型针织机械
+L(L# 横机

+L(L! 全成形平型钩针机 #柯登机$

+L(L( 其他平型针织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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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编机
+L*L# 平型经编机

+L*L! 拉舍尔经编机

+L*L( 多轴向经编机! 缝编机

+L*L* 钩编机

+L*L+ 其他经编机

,(, 特种针织机械
+L+L# 无缝成形针织圆机

+L+L! 长毛绒针织圆机

+L+L( 计件 #衣坯$ 针织机

+L+L* 手套编织机

,(. 针织% 织袜用辅机
+L'L# 给纱装置

+L'L! 拆线机

+L'L( 电子提花准备系统

+L'L* 织物分卷装置

+L'L+ 针织机用巡回式清洁器

+L'L' 针织产品运输装置

+L'L) 针织! 织袜用其他辅机

,(/ 针织% 织袜机械用附件!包括专件% 器材等"

+L)L# 织针

+L)L! 挺针片

+L)L( 针筒

+L)L* 辊轴包覆物

+L)L+ 沉降片

+L)L' 分段经轴

+L)L) 导纱器

+L)L$ 针织用瓷件

+L)L& 纱线控制装置

+L)L#" 织针控制装置

+L)L## 在线传感器及测量装置

+L)L#! 针织! 织袜机械用其他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第六章))))))绣花机械及其辅机和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 绣花机械
'L#L# 绣花准备设备

'L#L! 飞梭刺绣机 #单头以及多头$

'L#L( 刺绣机及自动装置 #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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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刺绣机及自动装置 #多头$

'L#L+ 雪尼尔绣花机

'L#L' 其他绣花机

.(! 绣花用辅机
'L!L# 镶片 #亮片! 金属片等$ 机

'L!L! 激光刺绣设备

'L!L( 绣花用其他辅机

.(* 绣花机械用附件!包括专件% 器材等"

'L(L# 导纱器

'L(L! 飞梭

'L(L( 刺针

'L(L* 绣花机用瓷件

'L(L+ 在线传感器及测量装置

'L(L' 绣花机械用其他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第七章))))))编织机械及其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 编织机械
)L#L# 编织机械用准备机械及辅机

)L#L! 编织机

)L#L( 滚边机

)L#L* 花边编织机

)L#L+ 缘饰机* 穗边织带机

)L#L' 其他编织机械

/(! 编织机械用附件!包括专件% 器材等"

)L!L# 导纱器

)L!L! 编织机械用瓷件

)L!L( 线轴

)L!L* 在线传感器和监测装置

)L!L+ 编织机械用其他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第八章))))))洗涤! 漂白! 染色! 烘燥! 整理! 卷布! 剪毛和折布机械及其辅机和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 烘燥和加湿预处理机械
$L#L# 炭化机

$L#L! 烧毛机

$L#L( 织物清洗机! 打浆和除杂机

$L#L* 煮呢机! 煮布锅! 沸煮设备

$L#L+ 退浆机

$L#L' 分批漂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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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连续漂白机

$L#L$ 纱线洗涤机

$L#L& 绳状洗涤机

$L#L#" 平幅洗涤机

$L#L## 溶剂洗涤机

$L#L#! 缩呢机! 缩绒机

$L#L#( 纱线丝光机

$L#L#* 机织和针织织物丝光机

$L#L#+ 其他烘燥和加湿预处理机械 #浸轧机见$L+L(#* 等离子处理设备见$L+L("$

-(! 染色机和染色设备
$L!L# 连续式丝束及毛条染色生产线

$L!L! 连续式纱线染色生产线

$L!L( 经纱连续染色生产线

$L!L* 窄幅织物连续染色机

$L!L+ 地毯织物连续染色机

$L!L' 其他织物连续染色机

$L!L) 毛巾! 地毯织物匹染机

$L!L$ 高温筒子纱染色设备

$L!L& 高温经轴染色设备

$L!L#" 常压纱线染色设备

$L!L## 轧染机

$L!L#! 绞纱染色机

$L!L#( 常压织物染色装置

$L!L#* 喷射染色机

$L!L#+ 高温溢流染色机

$L!L#' 常压溢流染色机

$L!L#) 绞盘染槽

$L!L#$ 卷染机

$L!L#& 星型架染色机

$L!L!" 织物多色间隔染色机

$L!L!# 离心式染色机

$L!L!! 转筒染色机

$L!L!( 椭圆槽桨翼染色机

$L!L!* 小样染色设备

$L!L!+ 实验室用染色装置

$L!L!' 其他染色机及设备

-(* 脱水机
$L(L# 轧水机

$L(L! 抽吸式脱水机

$L(L( 离心式脱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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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其他脱水机

-(+ 拉幅和烘燥机
$L*L# 扩幅机

$L*L! 拉幅机

$L*L( 悬浮烘燥机

$L*L* 无张力和履带烘燥机

$L*L+ 连续转笼烘燥机

$L*L' 悬环式烘燥机* 长环悬挂烘燥机

$L*L) 长环蒸化机

$L*L$ 蒸汽烘燥机

$L*L& 热风烘燥机

$L*L#" 印花后烘燥装置

$L*L## 抽吸式转筒烘燥机* 筛网圆筒烘燥机

$L*L#! 红外线烘燥机

$L*L#( 立式烘燥机

$L*L#* 圆筒烘燥机* 转鼓式烘燥机

$L*L#+ 呢绒轧光机

$L*L#' 绞纱烘燥机

$L*L#) 筒纱烘燥机

$L*L#$ 隧道式烘燥机

$L*L#& 高频烘燥机

$L*L!" 烘室! 烘炉

$L*L!# 真空烘燥机

$L*L!! 间歇式转笼

$L*L!( 其他拉幅机和烘燥机

-(, 整理机械
$L+L# 给湿机

$L+L! 蒸化机! 汽蒸机

$L+L( 蒸呢机

$L+L* 起绒机

$L+L+ 修毛整理机

$L+L' 抛光机

$L+L) 剪毛机

$L+L$ 丝绒割绒机

$L+L& 磨毛机

$L+L#" 刷布机

$L+L## 上蜡机

$L+L#! 绒毛织物整理机

$L+L#( 揉布整理机

$L+L#* 喷气整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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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轧光机

$L+L#' 烧毛机

$L+L#) 滚筒熨烫机

$L+L#$ 整理熨烫机

$L+L#& 针织物熨烫机

$L+L!" 袜子预定形机

$L+L!# 针织物定形机

$L+L!! 针织物整理机

$L+L!( 窄幅织物整理机

$L+L!* 纺织工业用打褶机 #服装用设备见#"L+L'$

$L+L!+ 地毯涂胶机

$L+L!' 预缩机 #用于服装机械的预缩机见#"L(L#$

$L+L!) 高温焙烘机

$L+L!$ 胶合及层压机

$L+L!& 涂层机

$L+L(" 等离子体处理机

$L+L(# 浸轧机

$L+L(! 洗呢机

$L+L(( 宽幅织物激光特效设备 #用于服装机械的激光特效装备见#"L+L#"$

$L+L(* 其他整理机

-(. 剪切% 验布% 量布% 卷布和折布机械
$L'L# 热剪切机

$L'L! 机械剪切机

$L'L( 激光剪切机

$L'L* 超声剪切机

$L'L+ 验布机 #服装用验布机见#"L(L*$

$L'L' 机织物量布! 卷布! 折布机

$L'L) 针织物量布! 卷布! 折布机

$L'L$ 非织造布量布! 卷布! 折布机

$L'L& 窄幅织物量布! 卷布! 折布机

$L'L#" 其他剪切! 验布! 量布! 卷布和折布机械

-(/ 洗涤% 漂白% 染色% 烘燥% 整理% 卷布% 剪切和折布机械辅助机械
$L)L# 色彩! 整理剂混合机! 滤色浆机! 乳化机

$L)L! 染料配色系统

$L)L( 配色系统! 助剂配制系统

$L)L* 研磨机

$L)L+ 纤维束! 丝束! 毛条打包机

$L)L' 缝袋与缝头机

$L)L) 整纬器及其他张紧装置

$L)L$ 绳状退捻! 翻转机! 剖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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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卷布! 码布装置

$L)L#" 洗涤! 漂白! 染色! 烘燥! 整理! 卷布! 剪切和折布用运输装置

$L)L## 洗涤! 漂白! 染色! 烘燥! 整理! 卷布! 剪切和折布用其他辅助机械

-(- 洗涤% 漂白% 染色% 烘燥% 整理% 卷布% 剪切和折布用附件!包括专件% 器材等"

$L$L# 剪毛刀* 剪毛辊

$L$L! 染色锭! 染色管和锥形管

$L$L( 染色经轴

$L$L* 针铗! 布铗和针板

$L$L+ 烘燥用输送带

$L$L' 轧光机轧辊

$L$L) 起绒机弹性针布

$L$L$ 辊轴包覆物

$L$L& 拉伸辊

$L$L#" 绳状织物开幅装置

$L$L## 导布装置

$L$L#! 在线传感器及测量装置

$L$L#( 卷布辊

$L$L#* 整理用衬毯

$L$L#+ 袜子定形板

$L$L#' 边撑

$L$L#) 洗涤! 漂白! 染色! 烘燥! 整理! 卷布! 剪切和折布用其他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第九章))))))印花! 数码印花机械及其辅机! 墨水和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0(' 印花机械
&L#L# 毛条和纱线印花机

&L#L! 辊筒印花机

&L#L( 平网印花机

&L#L* 圆网印花机

&L#L+ 布边印花机

&L#L' 植绒印花机

&L#L) 其他印花机

0(! 数码印花机
&L!L# YT墨水喷墨印花机

&L!L! 溶剂墨水喷墨印花机

&L!L( 水基墨水喷墨印花机

&L!L* 弱溶剂墨水喷墨印花机

&L!L+ 乳胶墨水喷墨印花机

&L!L' 升华墨水喷墨印花机

&L!L) 颜料墨水喷墨印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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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喷墨绘图仪

&L!L& 其他喷墨印花机械

0(* 印花辅助机械
&L(L# 自动筛网印花单元

&L(L! 转移印花机

&L(L( 转移印花辅助机械

&L(L* 印花输送设备

&L(L+ 贴花6标签打印机

&L(L' 平网! 圆网洗网机

&L(L) 印花糊料准备系统

&L(L$ 平网制网系统

&L(L& 花筒雕刻机

&L(L#" 圆网制网系统

&L(L## 其他印花辅助机械

0(+ 印花机械用附件!包括专件% 器材等"

&L*L# 印花筛网

&L*L! 转移印花纸

&L*L( 印花辊筒

&L*L* 喷墨头

&L*L+ 喷墨印花墨盒

&L*L' 印花用衬毯

&L*L) 在线传感器及测量装置

&L*L$ 其他印花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0(, 墨水
&L+L# 丝网印花用墨水

&L+L! 数码印花用墨水

第十章))))))服装及其他纺织品加工机械及其辅机和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 服装领域产品规划% 设计及相关自动化技术的软件和系统
#"L#L# 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 #20U$

#"L#L! 服装打板设备及系统

#"L#L( 服装打样设备及系统

#"L#L* 贴标机及系统

#"L#L+ 计算机辅助监控系统

#"L#L' 其他服装领域产品规划! 设计及相关自动化技术的软件和系统

'"(! 产品开发设备
#"L!L# 绘图机

#"L!L! 数字化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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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体形及人体模型

#"L!L* 三维人体扫描机

#"L!L+ 其他产品开发设备

'"(* 预缩% 粘合% 裁剪准备% 裁剪机械及相关自动化技术
#"L(L# 服装预缩机 #关于织物的预缩机械见$L+L!'$

#"L(L! 粘合机械及其设备

#"L(L( 布料拖铺! 摊放和退卷机

#"L(L* 服装布料检验机械 #织物检验机械见$L'L+$

#"L(L+ 自动裁剪系统

#"L(L' 手动裁剪机

#"L(L) 激光裁剪机

#"L(L$ 冲6压式裁剪床设备

#"L(L& 分条裁剪设备

#"L(L#" 其他裁剪机械设备

'"(+ 缝纫% 套口及绗缝机械
#"L*L# 缝纫机械 #链形缝法$

#"L*L! 缝纫机械 #双线连锁缝法$

#"L*L( 缝纫机械 #搓边缝* 双线锁链针步以及多线锁链针步$

#"L*L* 自动缝纽扣机

#"L*L+ 自动锁眼机

#"L*L' 自动套结机 #机械程序控制或电脑数控程序控制$

#"L*L) 腰带制造机械以及纽扣包边机械

#"L*L$ 暗缝镶接缝纫机

#"L*L& 家用缝纫机

#"L*L#" 大白扣! 铆钉! 钩眼扣装订机

#"L*L## 自动缝纫装置

#"L*L#! 装饰品缝纫机

#"L*L#( 其他缝纫机械

#"L*L#* 缝纫工作站以及相关设备

#"L*L#+ 超声波线缝设备

#"L*L#' 高频焊接机

#"L*L#) 绗缝机以及床垫机械

#"L*L#$ 制垫机及其他填充机械

#"L*L#& 缝盘机

#"L*L!" 其他缝纫! 套口及绗缝机械

'"(, 制成品整理用机械
#"L+L# 商标印刷机

#"L+L! 转移式熨烫 #包括定型* 辅助设备* 整烫间系统$

#"L+L( 熨烫设备 #包括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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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压烫机

#"L+L+ 汽蒸机以及蒸箱

#"L+L' 打褶装置 #纺织工业用打褶机见$L+L!*$

#"L+L) 服装及制成品用喷墨印花机 #织物用喷墨印花机见第九章$

#"L+L$ 制成品用筛网印花机

#"L+L& 人造钻石装订机

#"L+L#" 服装特殊效果激光机 #关于用于织物特殊效果的激光机见$L+L(($

#"L+L## 洗涤机械 #包括石洗和酵素洗设备$

#"L+L#! 喷砂机

#"L+L#( 制成品整理用其他机械

'"(. 服装辅助机械
#"L'L# 齿形边样品裁剪机

#"L'L! 纺织成品和服装折叠机

#"L'L( 挂装运输系统

#"L'L* 衣片运输系统

#"L'L+ 衣片手推车

#"L'L' 其他服装制造辅助机械

'"(/ 服装机械用附件!包括专件% 器材等"

#"L)L# 缝纫机零件! 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L)L! 缝纫针

#"L)L( 裁剪设备用器材

#"L)L* 在线传感器和测量装置

#"L)L+ 缝纫工业机械用其他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第十一章)))))实验室用试验! 测量设备及其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 样品制备设备% 装置
''(! 纺织机械零部件测试装置!如( 喷丝头% 针布等"

''(* 测试% 测量纱线和纤维用设备
''(+ 测试% 测量织物用设备
''(, 实验室空调设备
''(. 湿度计
''(/ 测色机
''(- 纺织化学用设备
''(0 实验室用试验和测量附件!包括专件% 器材等"

第十二章)))))输送! 装卸! 物流! 仓储和包装设备及其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 输送% 装卸和仓储设备及附件!包括专件% 器材等"

#!L#L# 电子物品编码系统 #40S$! 条形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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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射频鉴别系统! 应答器系统

#!L#L( 纺织工业用自动输送与装卸设备 #特种运输设备见#,#"章$

#!L#L* 通用手动输送设备 #特殊设备见#,#"章$

#!L#L+ 输送! 装卸和仓储设备用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 仓库及仓储系统
#!L!L# 交钥匙仓储系统

#!L!L! 筒纱仓库

#!L!L( 布卷仓库

#!L!L* 仓库装卸设备

#!L!L+ 仓库传送带及分类设备

#!L!L' 仓库挂装传送及分类设备

#!L!L) 分离! 排架! 仓储

#!L!L$ 仓库及仓储系统附件

'!(* 包装% 标签% 制样设备及附件!包括专件% 器材等"

#!L(L# 织物和纱线包装! 贴标和打标志机

#!L(L! 服装工业用包装! 贴标和打标志机

#!L(L( 纺织品样品准备用机械

#!L(L* 包装! 标签! 制样设备用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L(L+ 包装转换机

第十三章)))))再循环设备! 废物降低和防污染设备及其附件 "包括专件! 器材等#

'*(' 再循环设备
#(L#L# 瓶片回收设备

#(L#L! 瓶片干燥设备

#(L#L( 废旧纤维! 织物再生造粒设备

#(L#L* 其他再循环设备

'*(! 废水处理设备
'*(* 废水废气中分离固体% 液体% 气态物质的设备
'*(+ 热量回收系统
'*(, 废料处理设备
'*(. 其他再循环设备% 废物降低和防污染设备
'*(/ 再循环设备% 废物降低和防污染设备用附件!包括专件% 器材等"

第十四章)))))设计! 数据监控! 加工及集成用软件

'+(' 电子设计软件和工程系统!2&3% 2&4"

#*L#L# 纺纱工业用电子系统

#*L#L! 非织造布工业用电子系统

#*L#L( 织造工业用电子系统



(&111

#*L#L* 针织工业用电子系统

#*L#L+ 印染工业用电子系统

#*L#L' 实验室测试和测量用电子系统

#*L#L) 刺绣! 编织用电子系统

'+(! 数据监测与处理软件和系统!2&%& 含控制"

#*L!L# 纺纱与卷绕工序用数据监测和控制系统

#*L!L! 非织造布工序用数据监测和控制系统

#*L!L( 织造工序用数据监测和控制系统

#*L!L* 针织工序用数据监测和控制系统

#*L!L+ 印染和后处理工序用数据监测和控制系统

#*L!L' 实验室测试和测量用数据监测和控制系统

#*L!L) 刺绣! 编织机械及缝制工序用数据监测和控制系统

'+(* 知识管理% 生产管理及供应链管理用软件
#*L(L# 知识管理软件

#*L(L! 纺织网供应链管理系统

#*L(L( 企业资源计划 #4V3$!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3X/$ 和生产计划调度 #339$ 软件

#*L(L* 仓库和物流管理系统

#*L(L+ 环境管理系统

#*L(L' 质量管理系统

第十五章)))))纺织工业用染料与纺织用化学品

',(' 涉及纺纱% 络筒% 卷绕等工序的染料与化学品
#+L#L# 涉及纺纱! 络筒! 卷绕等工序的染料

#+L#L! 涉及纺纱! 络筒! 卷绕等工序的色母粒及助剂

',(! 涉及非织造布行业的染料与化学品
#+L!L# 涉及非织造布行业的染料

#+L!L! 涉及非织造布行业的色母粒及助剂

',(* 涉及织造工序的染料与化学品
#+L(L# 涉及织造工序的染料

#+L(L! 涉及织造工序的助剂

',(+ 涉及针织工序的染料与化学品
#+L*L# 涉及针织工序的染料

#+L*L! 涉及针织工序的助剂

',(, 涉及染色及后整理工序的染料及化学品
#+L+L# 涉及染色及后整理工序的染料

#+L+L! 涉及染色及后整理工序的助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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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印花工序的染料及化学品
#+L'L# 涉及印花工序的染料

#+L'L! 涉及印花工序的助剂

',(/ 涉及绣花% 编织以及服装制造等工序有关的染料与化学品
#+L)L# 涉及绣花! 编织以及服装制造等工序有关的染料

#+L)L! 涉及绣花! 编织以及服装制造等工序有关的助剂

第十六章)))))机器和装置操作保障用设备和产品

'.(' 抗静电装置
'.(! 润滑装置!含混合器% 润滑剂5油类"

'.(* 电力传输设备( 电机与传动装置
'.(+ 空调装置!加热% 通风% 制冷装置"

'.(, 空气加湿器
'.(. 空气压缩机
'.(/ 蒸汽锅炉
'.(- 特种照明与灯具
'.(0 保护工人安全装置!如工作服% 护耳装置% 安全设施"

'.('" 机器和装置操作保障用其他设备和产品

第十七章)))))纺织工业的服务

'/(' 技术信息资源
#)L#L# 技术出版物 #包括行业在线出版物$

'/(! 其他相关服务
#)L!L# 色彩开发! 面料及服装设计的创意服务

#)L!L! 纺织品和服装的物流

#)L!L( 预售服务

#)L!L* 纺织行业工厂设计

#)L!L+ 测试和检验服务

#)L!L' 纺织工业顾问

第十八章)))))研究与创新

'-(' 纺织工业院% 校和其他教育机构
'-(! 纺织% 产业用纺织品和服装研究机构
'-(* 环境科学研究机构
'-(+ 标准化组织
'-(, 环境保护咨询机构
'-(. 纺织研究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