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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韩民国太阳能专业展览会，  
开发项目及挖掘潜在客户 
从2009年开始带动韩国国内太阳能产业发展，通过太阳能 
相关主题规划，开拓韩国国内新市场和挖掘海外客户的机会

通过同时举办绿色新政能源新产业、 
能源储存系统、电池&充电 
基础设施博览会，实现一览无余新增长， 
新再生能源产业的一切！
可以在现场亲身体验能源新产业的趋势，并有机会设定与多种 
能源产业相连接的技术和项目方向

挖掘有关开发太阳能项目客户，构建参加企业之间网络 
连接的机会 
作为太阳能相关终端用户和购买决策者集中的首都圈举办的 
展览会，挖掘新客户

由韩国国内太阳能等新再生能源相关地方自治团体 
和机关，学会•协会等共同主办， 
展望太阳能产业的最新趋势
82%的参展企业表示将继续参加明年的展览会， 
成为了大韩民国太阳能相关代表展览会

召开PV世界论坛，BIPV世界论坛， 
碳中立产业论坛等太阳能 
相关主题的会议，增加了参观者的关注度
不仅是太阳能相关的最新解决方案和技术， 
还构成了太阳能电池和 
太阳能发电模块及结构物、太阳能发电系统安装和EPC、 
设计、O&M服务、翻新改造、金融支援服务等价值链

WHY
EXPO SOLAR / PV KOREA 2023?



展示项目
太阳能储存单元•模块   
多晶体硅 / 单晶硅 / 薄膜型硅 / CIGS化合物薄膜型 / CdTe 
化合物薄膜型/ 球面贵 / 染料敏化型 / 有机 / 纳米结构 / 
建筑一体型BIPV / 应用程序 / 居住用太阳能板 / 
工业用太阳能板

太阳能电力及发电设备   
太阳能逆变器 / 动力调节器 / 控制器 / 蓄电池 / 充电器 / 
过电压保护器 / 避雷器 / 电源供应器 / 转换器 / 连接盒 / 
分电盘 / 配电盘 / 接线盒 / 远程监视装置 / 电缆 / 连接器 / 
日照传感器 / 电力控制系统

太阳电池评价·测试·分析设备   
太阳电池测定装备 / 太阳模拟器 / 厚度测定装备 / 
基板检查装备 / 感应装备

太阳能材料及配件   
硅胶 / 铸锭 / 晶片 / 复合半导体 / 基板 / sheet / 密封件 / 
frame / 强化玻璃 / 连接材料 / 电极用材料 / 纳米颗粒

太阳能生产设备   
硅· 铸锭·晶片生产及加工 / 检查 / 切割 / 浸泡及干燥 / 积层 / 
丝网印刷 / 两级氧化涂层 / CVD / 溅射 / 蚀刻 / 等离子 / 剪辑 / 
电池量产用 真空 / 电池镀金 / 其他计测·诊断·监控装备

太阳能结构物及安装系统   
不锈钢·铝合金结构物 / PosMAC结构物 / 插入剪接系统 / 
钢轨连接器 / 滑动螺母 / 环形接头夹具 / 环钩 / 锚形螺栓

太阳能系统安装·SI·O&M服务   
远程监控系统 / 有关系统设计软件 / tandalone系统 / 
混合系统  / 栅极连接系统 / maintenance技术

展会概要
展会名称  2023 世界太阳能博览会 (EXPO SOLAR 2023 /  

PV KOREA 2023)

主办单位  世界太阳能博览会 展会事务局

主管单位   韩国建设生活环境试验研究院, 
忠南创造经济革新中心忠北科技园, 绿色能源研究院 
韩国建筑太阳能协会, 韩国太阳能学会 
韩国太阳能发展协会, 
全国太阳能发展协会韩国太阳能公社协会, 
韩国太阳能•ESS领袖论坛 今天的太阳能, 工业新闻

展会日程  2023年6月27日(周二)~29日(周四) / 10:00～17:00

展览地点 KINTEX Exhibition Center 1, KOREA

展会规模  21,384 sqm

参加规模 15国家300个企业，20,000 参观客(预计)

同期举办   国际电池&充电基础设施博览会  
国际能源储存系统博览会 国际绿色新政博览会

同期活动 
 附带活动 2023碳中立产业论坛 / EBIS FORUM : 
2023国际电池ㆍ充电产业基础未来战略会议 / NEBIS FORUM : 
2023国际能源新产业投资ㆍ未来战略会议 / BIPV WORLD FORUM 
2023 / PV WORLD FORUM 2023 / ESS TRENDS FORUM : 
2023国际ESS产业趋势及商务战略论坛 / 韩国电池协会 
“2023春季学术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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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举办展览会

ESS EXPO 2023

主持  国际能源储存系统博览会 
组织委员会

主办   
韩国ESS产业振兴会  
韩国太阳能•ESS领袖论坛   
今天的太阳能  
工业新闻
展会日程   2023年6月27日(周二)~ 

29日(周四)
展览地点  KINTEX Exhibition Center 1,  

KOREA

GREEN NEW DEAL  
EXPO 2023

主持  国际绿色新政博览会  
组织委员会

主办   
大邱科技园  
全南科技园  
忠南科技园  
忠北科技园  
韩国建设生活环境试验研究院 
忠南创造经济革新中心  
韩国气候变化研究院  
能源谷企业开发院  
工业新闻
展会日程   2023年6月27日(周二)~ 

29日(周四)
展览地点  KINTEX Exhibition Center 1,  

KOREA

EXPO SOLAR 2023

主持  世界太阳能博览会 
组织委员会

主办   
韩国建设生活环境试验研究院 
忠南创造经济革新中心 
忠北科技园  
绿色能源研究院  
韩国建筑太阳能协会  
韩国太阳能学会  
韩国太阳能发展协会  
全国太阳能发展协会  
韩国太阳能公社协会  
韩国太阳能•ESS领袖论坛   
今天的太阳能  
工业新闻
展会日程   2023年6月27日(周二)~ 

29日(周四)
展览地点  KINTEX Exhibition Center 1, 

KOREA

BATTERY&CHARGING 
INFRA EXPO 2023

主持  国际电池&充电基础设施 
博览会 组织委员会

主办   
韩国建设生活环境试验研究院  
蔚山科技院  
大邱机械配件研究院  
庆北科技院  
光州科技院  
全南科技园  
忠南科技园  
忠北科技园  
能源谷企业开发院  
韩国电池协会  
韩国电气公社协会  
韩国电动汽车协会  
工业新闻
展会日程   2023年6月27日(周二)~ 

29日(周四)
展览地点  KINTEX Exhibition Center 1,  

KOREA



主办 碳中立产业论坛 委员会, 工业新闻

EBIS FORUM: 2023 国际电池&充电基础设施未来战略会议_第一天  
介绍国内外电动汽车和电池，充电基础设施等未来核心战略产业动向和 
朝阳事业相关核心技术投资战略
NEBIS FORUM: 2023 国际能源新产业投资·未来战略会议_第二天  
构建能源新产业的生态系统，介绍产业发展核心技术开发动向和 
未来投资战略

2023 碳中立产业论坛

主办 韩国建筑太阳能协会, 工业新闻, 今天的太阳能

•   摸索零能耗大厦产业展望和技术动向， 
介绍大厦及建筑物中BIPV产业活性化的商业战略

•   为BIPV产业发展提供品质测试和认证，建立标准化方案， 
采购物资投标方案等相关信息

BIPV WORLD FORUM 2023

主办 韩国ESS产业振兴会, 工业新闻, 今天的太阳能

•   介绍国内外能源储存系统的政策动向和支援项目，通过构建智能电网与 
新再生能源发电系统的连接，探索建立商业模式的方案

•   ESG和RE100，提出减少温室气体的碳排放权和电动车废电池的ESS活用及
工业化方案

ESS TRENDS FORUM 2023

主办 今天的太阳能, 工业新闻
•   介绍引领国内•外太阳能产业的专家们的商业战略和 

最新太阳能市场及技术开发动向以及领先企业的商业战略
•   太阳能政府支援普及事业相关支援制度和今后的推进方向及展望

PV WORLD FORUM 2023

附带活动

 TE
CHNOLOGY

新产品·新技术研讨会

    太阳能产业企业支援
         金融咨询 投资支援

  PROMOTION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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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者 
13,542名

韩国国内13,435名•国外107名

参加企业 

207家企业 
韩国国内180家企业• 

国外27家企业

展览会洽谈额 

5,600亿元 
购买咨询 480亿韩元• 
合同额 5,129亿韩元

购买·资材
政府机关 PV 金融&理财
金融·财务 PV 政策宣传
程序管理
其他

运营·维护维修 6.4%

管理董事 6.3%

5.0%
4.7%

3.2%

1.8%

6.0%

30.4%

24.2%12%

营销·营业· 
事业企划

工程师代表董事

销售及营业网络构建
经销商·代理 业务
其他

研究·开发 13.2%
10.8%

7.3%
3.6%

32.6%

20.5%12%

技术动向收集

市场动向收集产品购买

PV 维护维修
PV 生产·检查装备

PV 安装施工 11.9%
10.4%

6.9%
4.8%
2.4%

27.5%

16.7%
19.4%

PV 存储单元·模块· 
材料·配件

PV 逆变器·发电设备PV+ESS 
解决方案

EXPO SOLAR 2022 _Review

2018年 2019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预计) 2018年 2019年 2021年 2022年 2023(预计)

参观者现况

职种 参观目的 关注领域

250 250

150
207

[参加企业数]

24,278 23,214

12,951 13,542

[参观者数]

20,000(预计)

2023年 +47%

300(预计)

2023年 +45%

展览面积 

15,714Sqm 
480展位



制造·生产25.8%

研究·开发16.1%

EPC·安装· 
施工·维护维修

能源存储系统

8.3%

9.3%

5.5%

4.6%

公共· 
民间发展事业

其他

8.2% 建筑·成套设备

4.1% 政府·地方自治
团体·机关

8.2%

2.9%

产品·服务供应

投资·金融· 
咨询

2.5% 温室气体减排
解决方案

2.4%

1.5%

0.6%

二氧化碳排放
交易

教育

媒体·新闻

主要参加企业

行业别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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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企业优惠

太阳能商贸配对服务 
•  提供国内·外太阳能发电项目相 
关需求者和供应企业之间的1:1 
商务洽谈机会

•  参加企业邀请海外客户支援住宿 
(事前协商)

•  通过接收各解决方案， 
各产品客户咨询申请， 
安排参加企业会议

支援线上·线下商务宣传
•  展览会网站及工业新闻  
(www.industrynews.co.kr) 
上传参展企业产品介绍

•  支援太阳能相关专业媒体和在线媒 
体采访及宣传

•  在NAVER，Daum等在线门户网站内 
公开产品宣传报道

•  支援展览会现场线上·线下采访
•  支援核心产品及技术相关现场内视频拍 
摄及宣传

•  举办展览会网上宣传简讯及事前注册简 
讯里刊登参展企业标志

提供现场商务网络机会
•  太阳能新产品发布会， 
PV WORLD FORUM,  
BIPV WORLD FORUM,  
NEBIS FORUM：国际能源新产业投资ㆍ 
未来战略会议， 
碳中立产业论坛等附带活动举行的各 
种技术研讨会和事业成果发表会提供 
讲演机会(事业协议)

•  为了挖掘潜在客户的Event G u i d 
e宣传物上列出其企业信息及参展产品 
目录

客户管理·提供市场信息
•  免费赠送线上·线下参观券， 
以及代发邮件

•  制作及提供参加企业专用邀请在线 
客户简讯

•  活动结束后， 
客户要求咨询相关解决方案及产品时， 
直接连接参加企业，持续支援商务宣传

•  提供各国太阳能市场信息及支援最优 
化商务模式树立计划

•  持续提供韩国国内主要太阳能产业 
相关市场及技术信息



参加申请指南

参加申请
www.exposolar.org

参加费汇款 设置展位及展品搬入附带设施申请及缴纳

主页或，填写报名表后，发送电子邮件 
expo@infothe.com  

Fax：02-715-8245接收

申请后，根据发票日程先预
付30%定金，5月25日前汇入

70%的余款

6月25日进行独立展位装置工程， 
6月26日下午2点搬入组装展位展品

申请附带设施后，必须在5
月31日之前完成汇款，才能

完成附带设施的申请。

※ 展位售空时，结束申请
※ 申请Fax时，务必确认是否接收

※ 现场申请时，需要很长时间， 
或库存不足时，可能很难申请。

※ 拆除将在参展结束当天进行※ 参加费全额汇款后，才能
完成展位的分配。

1. 参加费指南

3. 展位面积

展位形态 参加费 备注

独立展位
US$ 2,400/1个展位

※1个展位 = 9m2(3m(W)×3m(D))
• 仅提供展览面积(最少2个展位以上)
• 由参加企业选定装置企业及进行装置工程(仅限KINTEX指定合作企业施工)

组装展位
US$ 2,800/1个展位

※1个展位 = 9m²(3m(w)×3m(d)×2.5m(h))

• 展览面积+基本装置 3.0m
•  提供内容：基本展位(3×3×2.5), 商号招牌(韩国语·英语), 照明灯 3ea,  
地板合成树脂纤维, 服务台, 1组折叠椅, 电力1kW(220V, 2个插座) 
其他附加事项_另行申请(产生费用)

申请区分 打折率 申请期间

1次提前申请 20% ~ 2023.01.31.

2次提前申请 10% ~ 2023.03.31.

一般申请 - 2023.04.01. ~

2. 提前申请 打折优惠

3.0m
3.0
m

• 提交文件：参加申请书 1份， 营业执照 复印件 1份
• 提交处：国际太阳能博览会 展览事务局 T. (02)-719-6933(Ext. 502) F. (02)715-8245 E. expo@infothe.com
• 参加申请截止: 展位售完时提前截止

4. 提交参加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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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th Supply ltem

ltem Q,ty REMARKSize (mm)

Shell Stand Frame 1set 3,000(W)x3,000(D)x2,500(H) Octanium Structure

Information Desk 1ea 1,000(W)x500(D)x750(H) per Exhibitor (업체당)

Light Box 1set 450(W)x150(D)x3,000(H)

Company name

Gray

Fascia(Light) 1set 1,800(W)x400(H)

Carpet : pytex fin 9㎡ 3,000(W)x3,000(D)

Chair 1ea 450(W)x480(D)x760(H)

Waste basket 1ea Ø300x500(H)

per Exhibitor (업체당)

per Exhibitor (업체당)

Spot light 3ea 100W

Socket Outlet 1ea 220V/2Holl

Electricity 1Kw 220V

1Booth type

※ 해당 제품은 렌탈품으로 파손 및 훼손 할수없습니다.
   협의 없이 파손 및 출력물을 부착하여 복구 불가능 할때는 적정수준의 배상을 해주셔야 합니다.

2.5m

3.0m

3.0m

1展位 2展位 3展位 4展位 4展位 5展位
3m X 3m=9m2 6m X 3m=18m2 9m X 3m=27m2 12m X 3m=36m2 6m X 6m=36m2 15m X 3m=45m2

6展位 8展位 9展位 10展位 12展位 15展位
9m X 6m=54m2 12m X 6m=72m2 9m X 9m=81m2 15m X 6m=90m2 12m X 9m=108m2 15m X 9m=135m2

 *未含VAT



参加合同书
2023 世界太阳能博览会 展会事务局

(04167) 首尔市麻浦区麻浦大街25, 麻浦洞, 新韩DM大厦，13楼      www.exposolar.org
T. +82-2-719-6933(Ext. 502)    F. +82-2-715-8245    E. interexpo@infothe.com

展位报名

类别

展位类型 单价 申请展位 总额

光地展位 
(提供展示面积)

US$ 2,400/1个展位
※1个展位 = 9m2(3m(W)×3  m(D))

                                     展位 US$                                          

组装展位 
(展示面积+基本装置)

US$ 2,800/1个展位
※1个展位 = 9m²(3m(W)×3m(D)×2.5m(H))

                                     展位 US$                                          

本公司遵守EXPO SOLAR 2023和KINTEX的参加规定，并如上述申请参加。
20     .     .     .

企业名称 :                                                   

代表人 :                                                     (印)

参加费缴纳方法

• 请在参加申请书上签名(印)盖章或签名后，连同营业执照一起发送传真(02-715-8245)或电子邮件  (expo@infothe.com)。

• 递交参加申请书后，20天内缴纳定金(参加费的30%)。

• 2023年5月1日以后取消参加时，将全额支付参加费违约金。(EXPO SOLAR 2023展览会参加规定第6条)

• 参加定金及余额请在递交申请书后，按照回复的发票上的日程缴纳。

• 参展有关详细事项请参照“EXPO SOLAR 2023参加规定”。

参加企業情報

公司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 T E L F A X U R L

法定代表人 姓名 手机 E-mail

联系人
姓名 职务 部门

电话 手机 E-mail

展示品目



参加规定

术语正义
①  “参展商”是指未参加本次展览会而提交参展申请表的公司、 

组合、团体及个人等。
② “展会”是指“世界太阳能博览会(EXPO SOLAR / PV KOREA)”。
③ “主办方”为(株)Infothe，地址：首尔市麻浦区麻浦大路25(麻浦
       洞，新韩DM大厦13层)。

第二条 参展申请及合同
① 申请参展时，需填写规定格式的申请表后，提交给主办方。
② 参展商提交参展申请时，需支付定金(参展费)，支付申请费即
      视为同意本细则。但已分配完展位面积，或者认为展品不符合
      展会的，主办方可以拒绝参展申请；在受理参展申请后，主办
      方也可根据展会具体情况在15天内返还参展费等已缴纳费用。
③当已提交的参展申请表等各种提交材料内容发生变动的，参展
     商应立即通知主办方，因未通知所造成的损失由参展商负责。

第三条 展位分配
① 主办方考虑申请及参展费缴纳顺序，参展规模、展品性质等，

按主办方的内部标准分配参展商的展位。
②主办方考虑展厅的空间协调情况、参观效率及展览效果等，从
     整个展厅运营方面认为必要时，可以与参展商协商后改变分配
      给参展商的展位。这种改变属于主办方的权利，参展商不得对
      因改变造成的后果要求赔偿。

第四条 展厅管理
① 参展商应展示参展申请表中注明的展品，并安排常驻人员并做

好本身展位(Booth)的管理。
② 参展商展出参展申请表中未注明的展品或者不符合展会性质的

展品，或者未经事先许可进行直销的，主办方可以立即令其停
止展览、撤展或运出展品。此时，不退还参展费，参展商不得
因此而要求赔偿。

③ 必要时，主办方可以限制某些人出入展场。
④ 未经主办方书面同意，参展商不得将主办方安排的全部或部分

展位面积转让、专卖给他人，或者相互交换。
⑤ 参展商不得通过涂漆、粘接剂等改变展厅的地面、天棚、立

柱、墙面等，主办方可以对损坏展厅的行为要求恢复原状并要
求合理的赔偿损失。

⑥ 为了维持秩序、安全管理，防止可能引起社会非议的行为，
      主办方可以选择性地排除和限制展示品种、展示行为等。

第五条 参展费支付条件
① 参展商提交参展申请表时，需支付30%的参展费作为定金，并

 在2023年5月25日前支付余款。
② 参展商在规定期限内未支付余款的，主办方可以解除参展合

同，此时参展商不得要求退还已支付参加费，主办方在支付完
全款之前，保留其参展资格或选择性保存展品。

第六条 取消参展及违约金
① 参展商拒绝使用主办方安排的展位，或者在规定期限内未支付参

展费的，主办方可以单方面解除参展合同，此时已支付的申请费
不予退还。

②  参展商取消参展需支付的违约金如下：
      2023年4月3日~2023年4月29日为止是全体参展费(展位费)或缩小部分
      的50%作为违约金缴纳，从2023年5月1日开始全体参展费(展位费)
      或减少部分的100%作为违约金缴纳。

第七条 取消或变更展会
主办方取消展会时，向参展商退还已支付的参展费全额。但遇不可抗
力或非主办方归责事由的其他理由而取消或变更举办日期，缩短举办
时间的，则不予退还。此时，参展商不得要求主办方赔偿损失。

第八条 设备及展品的布展
参展商应在指定期限内完成所安排展示面积内设备、展品的布展。

第九条 展品及设备的撤展
参展商应在指定期限内完成所有设备、展品的撤展。延迟撤展
的，应立即支付主办方需承担的各种费用。

第十条 展厅经费、风险承担及保险
① 为了保证参展商及观众的安全，主办方采取合理的保安措施。
② 参展商在展览期间及布展、撤展期间发生的安排面积内设备及

展品的损坏或被盗负全部责任。
③ 参展商因故意或过失发生火灾、被盗、损坏及其他事故而造成
      主办方及他人损失的，参展商应负全部责任，而展品等的投保
      也属于参展商的责任。

第十一条 防火规则
① 根据消防法规规定，设备及展厅内所有材料均应提前进行合理

的不燃处理。
② 根据需要主办方可要求参展商采取防火相关改正措施。

第十二条 补充规定
① 必要时，主办方可以制定参展细则中未涉及的补充规定。
② 补充规定构成参展细则的一部分，参展商应遵守此规定。
③ 参展商应遵守主办方的规定。

第十三条 纠纷解决
主办方与参展商之间就本参展细则解释而发生的双方权利和义务的
纠纷，按大韩商社仲裁裁决执行，对其裁决不得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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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ue : KINTEX, KOREA
www.kintex.com

EXPO SOALR : 
Where Solar Energy and Buyers Connect 

13F Shinhan DM Bldg., 25, Mapo-Daero,
Mapo-Gu, Seoul 04167, Korea

T. +82-2-719-6933(Ext. 502)      
F. +82-2-715-8245    E. interexpo@infothe.com    
www.exposolar.org

Overseas Office
China : eileen@honorgroups.com    

2023世界2023世界太阳能太阳能博览会博览会  展会事务局展会事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