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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时凭此通知单领取证件及相关资料报到时凭此通知单领取证件及相关资料报到时凭此通知单领取证件及相关资料报到时凭此通知单领取证件及相关资料    

    

2013201320132013第八届中国第八届中国第八届中国第八届中国（（（（上海上海上海上海））））国际纤维新材料及化纤新技术设备展览会国际纤维新材料及化纤新技术设备展览会国际纤维新材料及化纤新技术设备展览会国际纤维新材料及化纤新技术设备展览会    

参展商报到通知参展商报到通知参展商报到通知参展商报到通知单单单单    

    
为了方便参展商报到，请各参展商提前认真填写此通知单，届时

凭此“参展商报到通知单”、参展代表名片于 2013 年 8 月 18 日-19 日，

前往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南大厅（1号入口厅位置图见本手册P39-P41），

办理参展报到手续。 

 

参展单位名称：                         展位号： 

 

现场负责人：                           现场负责人手机号： 

 

（参展单位盖章） 

参展单位负责人签名： 

“2013201320132013第八届中国第八届中国第八届中国第八届中国（（（（上海上海上海上海））））国际纤维新材料及化纤新技术设备展览国际纤维新材料及化纤新技术设备展览国际纤维新材料及化纤新技术设备展览国际纤维新材料及化纤新技术设备展览会会会会” 

组委会 

                                      2013 年 7 月 

报到时间： 

特装展位展商：2013 年 8 月 18-19 日    08:30-17:30 

标准展位展商：2013 年 8 月 19 日       08:30-17:30 

报到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南大厅（1 号入口厅） 

上海浦东新区龙阳路 234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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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各阶段工作流程图展商各阶段工作流程图展商各阶段工作流程图展商各阶段工作流程图    

一一一一、、、、    展前准备阶段展前准备阶段展前准备阶段展前准备阶段    

    

 

 

 

 

 

 

 

 

 

 

 

 

 

 

 

 

 

 

 

 

    

将客户信息提交至主办单位，由主

办单位统一邀请 

向主办单位索取参观券自行邀请 

 

向主办单位提交企业简介和展品介绍 

策划展会期间商务活动 

确定展品运输服务商 

标准展台标准展台标准展台标准展台：（：（：（：（由参展商办理由参展商办理由参展商办理由参展商办理）））） 

1、如是多个标准展位，需向主办单

位确认展位间隔板是否打通； 

2、角展位需向主办单位确认是多

开、单开及开口方向； 

3、提交楣板中英文名称 

 

特装展台特装展台特装展台特装展台：（：（：（：（由搭建商办理由搭建商办理由搭建商办理由搭建商办理）））） 

1、 填写特装展台搭建申报表 

2、 展位立体效果图 

3、 展位结构图 

4、 电路图 

5、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安全责

任书 

6、 缴纳安全保证金 

主办单位审核，出具参展确认书 

支付参展费用 

确定展品，准备展品样本和宣传资料 

邀请潜在及特定客户莅临展会现场 

确定参展代表，并将姓名、手机号、

E-mail 地址提交至主办单位 

展位设计、装修准备及申报 

报名参展，填写参展合同 

申请水电气 

预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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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展会现场阶段展会现场阶段展会现场阶段展会现场阶段    

    

    

    

    

    

    

    

    

    

    

    

    

    

    

    

    

    

    

    

    

    

    

    

    

标准展台，展览圆满结束 

相

关

手

续

办

理

展台布置装修 

特装展台 

托运展品

正式展期 

展会闭幕，领取“出门条”，按照主办

单位指定时间有序撤展 

特装展台 

撤除展架、清洁现场 

请场馆现场保洁管理部门出具证明 

凭证明办理押金退还手续 

展览圆满结束 

具体程序请参见本册 P10-14 

到主场运输单位现场服务处确

认展品到达展位时间（主场运

输 单 位 现 场 服 务 商 请 见

P29-33） 

参展商报到注册，领取参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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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综合信息综合信息综合信息综合信息    
    

一一一一、、、、展会展会展会展会日程安排日程安排日程安排日程安排    

报到报到报到报到、、、、布展时间布展时间布展时间布展时间    

 

展览时间展览时间展览时间展览时间    

 

撤展时间撤展时间撤展时间撤展时间    

    

● 注注注注：：：：时间如有变动时间如有变动时间如有变动时间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恕不另行通知恕不另行通知恕不另行通知，，，，请以现场公告为准请以现场公告为准请以现场公告为准请以现场公告为准。。。。 

    

日期 项目 时间 

2013年 8月 18-19

日 

特装展位展商报到、

布展 

08：30-17：30 

18 日晚延长至 18：00 

2013 年 8 月 19 日 
标准展位展商报到、

布展 

08：30-17：30 

19 日延长至 21：00 

日期 入场人员 时间 

2013年 8月 20-22

日 

特邀观众及凭名片

现场注册的业内人

士， 18 岁以下及衣

冠不整恕不接待 

09：30-16：00 

日期 项目 时间 

2013 年 8 月 22 日 展商撤展 14：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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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展会现场工作人员通讯录展会现场工作人员通讯录展会现场工作人员通讯录展会现场工作人员通讯录    
    

展览事务 

吴  杰 135 1210 5566 任  伟 136 7158 0156 

丁  峰 134 7270 7687 

 
张  伟 136 1182 5827 

预定酒店 

丁小姐（盟轩展览） 137 7431 4909 

主场搭建商（展具租赁、楣板、电源） 

肖经理（苏飞展览） 139 1823 7802 

主场运输商 

孙 瀚（大胜运输） 133 1192 9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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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交通及乘车信息交通及乘车信息交通及乘车信息交通及乘车信息    
1111、、、、从浦东国际机场出发从浦东国际机场出发从浦东国际机场出发从浦东国际机场出发    

出租车出租车出租车出租车：：：：浦东国际机场至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距离约 32 公里，出租 

车费用估算 100 元，夜间 140 元左右 

磁悬浮磁悬浮磁悬浮磁悬浮：：：：浦东国际机场上车,坐 1 站至龙阳路站下车，每 15 分钟一班，

行程需 8 分钟。 

公交车公交车公交车公交车：：：：机场六线或机场三线龙阳路站下车。 

地地地地        铁铁铁铁：：：：地铁 2 号线浦东国际机场至龙阳路站下车。 

2222、、、、从虹桥国际机场从虹桥国际机场从虹桥国际机场从虹桥国际机场、、、、虹桥火车站虹桥火车站虹桥火车站虹桥火车站出发出发出发出发    

出租车出租车出租车出租车：：：：虹桥机场至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距离约 28 公里，出租车费 

估算 100 元，夜间 120 元左右。 

地地地地        铁铁铁铁：：：：地铁 2 号线浦东国际机场站至虹桥火车站站至龙阳路站下车。 

公交车公交车公交车公交车：：：：虹桥机场站乘 925 路至华山路站下车,同站换乘机场六线龙 

阳路站下。 

3333、、、、从上海火车站出发从上海火车站出发从上海火车站出发从上海火车站出发    

出租车出租车出租车出租车：：：：    上海火车站至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距离约 16 公里，出租车费

估算 47 元，夜间 63 元。 

轨道交通轨道交通轨道交通轨道交通：：：：乘轨道交通 1 号线至人民广场站换乘轨道交通 2 号线龙阳路

站下；或者转成 7 号线花木路站下。 

4444、、、、从上海南站出发从上海南站出发从上海南站出发从上海南站出发    

出租车出租车出租车出租车：：：：    上海南站至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距离约 21 公里，出租车费用

估算 67 元，夜间 89 元。 

轨道交通轨道交通轨道交通轨道交通：：：：乘坐轨道交通 1 号线或 3 号线，再换乘 2 号线到龙阳路站下；

或者转成 7 号线花木路站下。 

5555、、、、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附近有以下公交停靠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附近有以下公交停靠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附近有以下公交停靠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附近有以下公交停靠：：：：    

983 路、大桥五号线、大桥六号线、方川线、申江线、机场三线、

机场七线、乳合线、杨祝线。 

免费巴士免费巴士免费巴士免费巴士    

展会开幕期间（8 月 20-22 日）龙阳路地铁口至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由主办单位提供免费巴士，每 20 分钟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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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展位说明展位说明展位说明展位说明    

一一一一、、、、标准展位标准展位标准展位标准展位    
（（（（一一一一））））标准展位示意图标准展位示意图标准展位示意图标准展位示意图    

 

 

 

 

 

 

 
1111、、、、 标准展位基本配置标准展位基本配置标准展位基本配置标准展位基本配置    

① 3 米×3 米框架结构和 2.24 米高围板    

② 楣板名称，中英文对照。 

③ 220V 插座一个，100W 射灯 2 支 

④ 洽谈桌一张、椅子二把 

⑤ 展位地毯 

2222、、、、标准展位的布展规定标准展位的布展规定标准展位的布展规定标准展位的布展规定    
① 严禁在围板和框架上打钉、钻孔、割据、喷漆、粘贴强力胶带； 

② 不可附加影响展位结构的其他装置； 

③ 展位上所有装置不能超越展位界线； 

④ 未经主办单位同意不得改变展位的各类配置。 

提示提示提示提示：：：：    

* 除主办单位提供的基本配置外，参展企业如果需要其它配置，请向主

搭建单位租赁（项目和价格请参见本册 P21-P26）。 

* 所有租用标准展位（角展位、多个标展需打通中间隔板的）参展企业

均需填写本册 P15《标准展台楣版及公司名称》，在截至受理期后，

主办单位将根据惯例处理。现场若有修改需企业自行与主场搭建商申

请并支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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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特装展位特装展位特装展位特装展位    

（（（（一一一一））））特装特装特装特装指定指定指定指定搭建商搭建商搭建商搭建商    

上海秉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021-20236290     传  真：021-20282506 

手机：13023109211      联系人：冯经理 

（（（（二二二二））））特装展位搭建要求及规定特装展位搭建要求及规定特装展位搭建要求及规定特装展位搭建要求及规定    

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进行展台搭建的搭建商（包括自行搭建展台

的参展商），必须在进场前与主办机构签订《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安全

责任书》，在施工期间应严格遵守《上海市大型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上海市展览、展销活动消防安全管理暂行规定》以及其它相关法律法

规，服从主办单位、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主管部门的施工管理和监督检

查。 

1111、、、、特装展位是指主办单位提供空地，参展商根据需要对空地进行特殊

设计和装修的展位。 

2222、、、、所有单层展位最大搭建高度不能超过4.3米，两层或两层以上展位最

大搭建高度不能超过7.5米。 

3333、、、、展台搭建材料的选用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标和上海市地方消防

安全法规所规定的非易燃物且燃烧扩散率不低于2级。禁止使用针棉

织品和各种弹力布做装饰材料。 

4444、、、、使用玻璃装饰展台，必须采用钢化玻璃，确保安装牢固、可靠， 

并有明确、清晰标识，以防破碎伤人。 

5555、、、、展台结构主体墙落地宽度不得小于120mm,以保证墙体与地面的接触

面积，超过6m的大跨度墙体及钢框架结构之间应在顶部加设横梁链

接，下部须加设立柱支撑，保证展台整体刚度和稳定性。 

6666、、、、场馆内严禁吸烟。 

7777、、、、制作灯箱时应留有足够的散热孔，日光灯整流器应脱离箱体，使用

易燃材料制作的灯箱，灯箱内部必须做防火处理。 

8888、、、、展馆地面严禁钻孔、严禁使用油漆和胶水。搭建商自行负责展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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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保护，铺设覆盖物时可用双面胶纸贴在地上。 

9999、、、、    展馆内的一切设施不得损坏或改变使用性质和位置。由于搭建商（含

自行搭建的展商）原因而造成展馆、其他展位、装修的损坏，应及

时协商解决，并给予相应赔偿。 

10101010、、、、展台设计要考虑结构安全合理，搭建须使用难燃或阻燃的材料，展

台结构要牢固可靠。搭建展台不得超出承租面积，高度不得超出规

定范围。 

11111111、、、、展台严禁采用全封闭式顶棚，展台顶棚不得阻挡展馆顶部消防设施，

要保证展台顶棚至少有50%以上的平面为开放面积，以确保展台的消

防安全性。 

12121212、、、、空地展台必须自行搭建背板，不得使用邻近展台的展板作为自己的

背板和布置。裸露于公共部分的背板、侧板必须有纯色物料覆盖，

不能带有任何广告成分或公司名称。 

13131313、、、、主办单位临时调整展位，相邻展位裸露于公共部分的背板、侧板，

相邻展位搭建商应积极配合，将裸露于公共部分的背板、侧板用纯

色物料覆盖。 

14141414、、、、展台施工期间不得使用易燃、易爆物品（如：酒精、稀料、橡胶水

等），不得在展馆内进行喷漆、刷漆等工作。 

15151515、、、、搭建商在施工过程中，应随时清理施工垃圾等各类废弃物品，搭建

材料码放整齐，严禁占用消防通道。 

16161616、、、、展馆内不得使用电锯、电刨等加工作业工具。 

17171717、、、、特装展位进行双层搭建的： 

17-1 所租用的展台面积必须在100平方米以上（含100平方米）； 

17-2 二层面积不得超过底层面积的80%； 

17-3 二层只作为休息或业务洽谈之用； 

17-4 二层的安全围栏高度不得低于1.25米； 

17-5 参展商、搭建商必须完全负责展台整体结构的安全； 

17-6 搭建二层展台必须配置年检合格的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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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用电安全用电安全用电安全用电安全    

1、布展期间，各参展单位凡需接装施工、演示机器动力用电、增加展

柜、展区照明灯具及使用影像设备、灯箱等用电设备，不论功率大

小，一律办理用电申报手续（可到主场搭建商服务处办理），并有

主场搭建商派电工接电。 

2、各特装展位电气产品的安装、使用和线路设计，应符合国家有关消

防安全技术规定、其电线应使用公安消防部门检验合格的阻燃导线

并套有金属管或阻燃管敷设。严禁使用麻花线、铝芯线、电工胶布

等。 

3、广告牌、筒灯、射灯、石英灯、灯箱要有石棉垫，通风孔安全措施；

日光整流器应使用消防安全型的产品。 

4、展位内的灯具不得直接对着封布部位，以免布料发热引发火灾。 

（（（（三三三三））））    特装展位其他规定特装展位其他规定特装展位其他规定特装展位其他规定    

1、相邻两个参展商须互相协商做好围板背面的处理工作、围板背面材

质和颜色须经过相邻展位展商同意。 

2、所有参展商必须使用自己的围板，而不能用相邻展位的围板，如果

围板挡住或直接影响其他参展商展位，主办单位有权要求更换或加

以装修。 

（（（（四四四四））））    施工申报施工申报施工申报施工申报    

1111、、、、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    

（1）租用光地的参展企业； 

（2）租用标准展位，但要在标准展位基础上进行特别装修的企业 

（3）承揽本届展会特装展台搭建的施工单位（包括自行搭建展台的参

展商） 

2222、、、、施工申报所需资料施工申报所需资料施工申报所需资料施工申报所需资料    

（（（（1111））））单层特装展位单层特装展位单层特装展位单层特装展位    

申请特装展位的参展企业必须与2013年7月25日前，将以下材料交送至

主场搭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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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参展商出具的《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 

② 由施工单位填写的《特装展台搭建施工申请表》； 

③ 施工单位营业执照，加盖公章； 

④ 立体效果图； 

⑤ 展位结构图； 

⑥ 电路图（须注明具体尺寸、装修材料及用电负荷）； 

⑦ 加盖公章、法人签字的《消防、安全生产责任书》； 

⑧ 现场施工人员姓名、身份证号； 

⑨ 搭建商为现场施工人员购买的保险证明复印件（领取施工时需出示

保单原件并与现场施工人员身份信息相符） 

（（（（2222））））    多层特装展位多层特装展位多层特装展位多层特装展位    

搭建大于一层的展位，其展位搭建设计图纸必须经过有资质的单位审

查，并有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盖章确认，除提交以上按单层特装展位要

求的资料外，并在2013年7月25日前向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特定的审图

单位提供以下材料（各一式四份）： 

⑩ 展台整体效果图（正、侧面） 

⑪ 展台底层平面图 

⑫ 展台上层平面图 

⑬ 剖面图、正立面图、侧立面图 

⑭ 展台所用材料明细清单、相关数据、结构图。 

主办机构有权拒绝任何不符合规定的设计、施工方案，有权拒绝申报材

料不全的搭建商（包括参展企业自行搭建的）进场施工。 

3333、、、、申报流程申报流程申报流程申报流程    

（1）详细阅读本册所有内容，签署《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安全责任书》 

（2）填写《特装展台搭建施工申报表》本册P18，在2013年7月25日前

将《特装展台搭建施工申报表》及所要求的材料一并邮寄至主场

搭建商。收件地址：上海市共和新路1302弄冠华大厦705室，肖飞

收，电话021-56378632    13918237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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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场搭建商在收到有关材料后3个工作日内给予书面回复（电子

函）。 

（4）搭建商收到回复函后，在三个工作日内，按展位面积向主场搭建

商缴付消防、安全生产保证金。 

①展位面积36平方米（含36平方米）以下的，保证金为5000元 

②展位面积36-90平方米(含90平方米)，保证金金为10,000元 

③展位面积90-180平方米（含180平方米），保证金为20,000元 

④展位面积超过180平方米的，保证金为40,000元 

（5）凭主场搭建商回复函、保证金收据、施工人员保单原件，向主场

搭建商办理进场手续。 

（6）进场手续包括： 

①向主场搭建商缴纳展台废弃物清运押金，54平方米以下3000元、54

平方米以上5000元，此押金在展会结束后经每个展厅1号门保洁、保

安人员签字、盖章，确认该展位清理完毕，并未对展馆造成任何损

坏，此押金全额退还。 

②向主场搭建商缴纳特装管理费，每平方28元； 

 

（（（（五五五五））））    施工加班施工加班施工加班施工加班 

① 特殊装修的展位布展时间为二天： 

2013年8月18日       08：30-18：00    

2013年8月19日       08：30-21：00 

搭建单位应合理安排搭建进度，按时完成展位搭建。如需加班，请于 

当天15:00 前到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客服中心（在南大厅入口处）办 

理加班手续，15：00后申请加班展馆将加收费用，请各展商、搭建商 

安排好时间，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费用负担。 

② 加班收费标准： 

18:00--22:00（1小时起申请）人民币1100元/小时 

22:00--次日8:00（1小时起申请）人民币2200元/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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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位确认单标准展位确认单标准展位确认单标准展位确认单    
标准展台楣板及公司名称标准展台楣板及公司名称标准展台楣板及公司名称标准展台楣板及公司名称    
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2020202013131313 年年年年 00007777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    

    

参展公司已提供电子版无需回传参展公司已提供电子版无需回传参展公司已提供电子版无需回传参展公司已提供电子版无需回传::::    

上海四海广告有限公司上海四海广告有限公司上海四海广告有限公司上海四海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景成景成景成景成展览展览展览展览服务服务服务服务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上海市营口路上海市营口路上海市营口路上海市营口路 588588588588 号海尚杰座号海尚杰座号海尚杰座号海尚杰座    

二号楼二号楼二号楼二号楼 16H16H16H16H----16G16G16G16G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86 21+86 21+86 21+86 21----55233600552336005523360055233600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86+86+86+86----21212121----55233900552339005523390055233900    

电邮电邮电邮电邮：：：：linashanghai@126.comlinashanghai@126.comlinashanghai@126.comlinashanghai@126.com    

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李娜李娜李娜李娜    13918530615 13918530615 13918530615 13918530615             

参展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联系人签名: 

日期: 

展馆/展台号码: 

所有预定标准展台的参展商均须填写此表。 

所有申请标准展台布置的展商必须填写贵司的中、英文楣板资料。

如果在截止日期仍未收到有关楣板的详细内容，申请表上的公司名称和

内容将被采用。 

参展商名称及简介必须以中文注明，也可附加英文注明。请用书写体填写。 

 [1] 中文名称中文名称中文名称中文名称（（（（请保持字迹清晰请保持字迹清晰请保持字迹清晰请保持字迹清晰）））） 

          

          
[2] 英文名称英文名称英文名称英文名称：：：：请用书写体填写请用书写体填写请用书写体填写请用书写体填写 

          

          

          
标准展台基本配置标准展台基本配置标准展台基本配置标准展台基本配置：：：： 

申请标准展台的参展企业所支付的参展费用中已包括：地毯 9 ㎡、

围板（白色、限稿 2.5 米）、咨询桌一张、折椅两把、废纸篓 1 只、射

灯 2 盏、插座（5A、220V500W）公司楣板。 

若以上基本配置不能满足您的需求，请填写相应表格自行向供应
商租赁或自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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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证件申请表参展商证件申请表参展商证件申请表参展商证件申请表    

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 2012012012013333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    

    

参展单位  

展位号  展位面积  □标准展台□特装展台 

参展负责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信箱  

参展代表证件 

序号 姓名 部门及职务 移动电话 电子信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提示提示提示提示：：：：每每每每9999平方米只可申领三张参展商证件平方米只可申领三张参展商证件平方米只可申领三张参展商证件平方米只可申领三张参展商证件，，，，如篇幅不够请按此格式附页如篇幅不够请按此格式附页如篇幅不够请按此格式附页如篇幅不够请按此格式附页    

 

请填返至请填返至请填返至请填返至    

上海四海上海四海上海四海上海四海广告广告广告广告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上海市营口路上海市营口路上海市营口路上海市营口路 588588588588 号海尚杰座二号楼号海尚杰座二号楼号海尚杰座二号楼号海尚杰座二号楼 16H16H16H16H----16G16G16G16G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86+86+86+86----21212121----55233600552336005523360055233600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86+86+86+86----21212121----55233900552339005523390055233900    

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李娜李娜李娜李娜 13918530615139185306151391853061513918530615    电邮电邮电邮电邮：：：：linashanghai@126.comlinashanghai@126.comlinashanghai@126.comlinashangha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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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    

截至日期截至日期截至日期截至日期 2020202013131313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    

    

参展单位名称   

展  位  号  

我公司为我公司为我公司为我公司为2013201320132013第八届中国第八届中国第八届中国第八届中国（（（（上海上海上海上海））））国际纤维新材料及化纤新技术设备展览会国际纤维新材料及化纤新技术设备展览会国际纤维新材料及化纤新技术设备展览会国际纤维新材料及化纤新技术设备展览会    

参展单位参展单位参展单位参展单位。。。。    

展位号为_________，面积为： ____________平方米， 

规格：长________米，宽________米。 

现委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为我公司展台搭建商，且证明; 

1、 该搭建商经我司考察审核合格后确认为本展位唯一搭建商； 

2、 该搭建商已同我司签定相关搭建合同，合同中明确了双方职责以确 

保展位安全施工及正常运行； 

3、 我司已明确施工管理相关规则，并通知我司搭建商现场施工时严格 

执行有关规章确保安全； 

4、 我司及我司委托的搭建商积极接受主办单位、场馆方、有关主管部 

门的安全监督，如有违反施工管理规章，监督方有权追究我司及我

司委托的搭建商一切责任。 

 

 

参展单位： 

 

签  字： 

年   月   日 

 

 

请填写返至请填写返至请填写返至请填写返至::::    

上海苏飞展览工程有限公上海苏飞展览工程有限公上海苏飞展览工程有限公上海苏飞展览工程有限公司司司司    

上海市共和新路上海市共和新路上海市共和新路上海市共和新路 1302130213021302 弄冠华大厦弄冠华大厦弄冠华大厦弄冠华大厦 705705705705 室室室室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86+86+86+86----21212121----56378632    5750523756378632    5750523756378632    5750523756378632    57505237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86+86+86+86----21212121----56372956563729565637295656372956    

电邮电邮电邮电邮：：：：sfzhanlan@163.comsfzhanlan@163.comsfzhanlan@163.comsfzhanlan@163.com    

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肖飞肖飞肖飞肖飞 13918237802    13918237802    13918237802    13918237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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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台搭建施工申请表特装展台搭建施工申请表特装展台搭建施工申请表特装展台搭建施工申请表    

截至日期截至日期截至日期截至日期 2012012012013333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    

施工单位  电话  

参展单位  电话  

施工内容 □特装展台             □主场公共部分 

施工地点 号馆     号展位 施工面积 平方米 

施工人数 总计  人 其中 电工：  位；木工：  位 其它工种：  位 

现场负责人  手机 安全责任人   

搭建材料           

申办项目 

项目名称 单位 单价 数量 金额合计 

临时施工证 张 30元   

通用施工证 张 50元   

施工管理费 平方米 25元   

吊点费 点/200kg 1900元   

清洁押金 
 ≤54㎡3000元 

≥54㎡5000元 

  

需提交的其它资料 

编

号 

文件名称 备注 

1 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 参展单位出具，见本册P17 

2 施工单位营业执照 需加盖公章 

3 立体效果图 需注明尺寸，效果图需要彩色图纸 

4 展位机构图 需注明尺寸 

5 电路图 需注明尺寸，特装材料及用点负荷 

6 电气设备租赁表 见本册P26 

7 消防、安全生产责任书 施工单位加盖公章、法人签字，见本册P19 

8 施工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9 施工单位为施工人员购买

的保险（复印件） 

投保单位名称、受保人员要与施工单位公司

名称及现场施工人员姓名一致 

10 机构安全证明 此证明只须搭建二层展台的施工单位 

11 缴纳消防安全生产保证金 缴付标准参见本册P14 

请填返至请填返至请填返至请填返至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苏飞展览工程苏飞展览工程苏飞展览工程苏飞展览工程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上海市共和新路上海市共和新路上海市共和新路上海市共和新路1302130213021302弄冠华大弄冠华大弄冠华大弄冠华大厦厦厦厦705705705705室室室室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86+86+86+86----56378632    5750523756378632    5750523756378632    5750523756378632    57505237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86+86+86+86----21212121----56372956563729565637295656372956    

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    肖飞肖飞肖飞肖飞    邮箱邮箱邮箱邮箱：：：：sfzhanlan@163.comsfzhanlan@163.comsfzhanlan@163.comsfzhanl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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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安全责任书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安全责任书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安全责任书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安全责任书》》》》    
 

为了确保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施工安全，维护该中心宁

静、安全和环境整洁，本施工单位在该中心展馆内进行装修或搭、撤建工作时，

承诺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一、认真贯彻国家、上海市和上级劳动保护、安全生产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安

全生产、消防工作的方针、政策，严格执行有关劳动保护法规、条例、规

定。 

二、负责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培训教育，施工人员要持有上岗证，进场施

工时必须带安全帽，在 2 米以上高度作业时必须系安全带。要督促施工人

员遵守施工安全操作规程，按照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和消防措施，负

责日常的安全检查、监督工作。 

三、严格按照中心关于展厅内外的各项操作和使用规定作业，自觉服从中心有

关工作人员对装修过程中的检查和监督。 

四、施工期间严格遵守中心的各项安全、防火管理制度，如有违反愿意承担全

部责任以及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五、高空作业时，施工人员需具备登高作业许可证或相应的资格证书，并有安

全措施。如发生问题，施工单位将承担一切责任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六、施工期间应保持展厅内建筑、结构、设施设备、配件的清洁、完好。如有

损坏或污染，将参照中心的《建筑、结构损坏赔偿报价表》和《设施设备、

配件损坏赔偿报价表》照价赔偿。 

七、严格执行防火、防爆制度。展厅内禁止吸烟。严禁将易燃、易爆物品（如

油漆、香蕉水、二甲苯等）带进场馆，严禁在展厅内动用明火、使用电炉

和焊接。 

八、严禁在消防通道内堆放物品，确保馆内消防通道、安全通道及公共走道的

畅通。 

九、在施工过程中，严禁出现影响建筑结构和使用安全的行为。 

十、禁止施工人员私自承接与本摊位搭建无关的工作及擅自在场内揽活。 

十一、禁止将摊位搭建或拆除工作转包给私人、个体或无法人资格及相关资质

的单位实施施工。 

十二、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装修材料和设施。 

如有违反以上规定的行为，本施工单位愿意接受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主

办单位、场馆保安的处理，并承担全部责任。 

 

 

 

施工单位盖章：                                   责任人签字： 

                                                                

201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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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证件申领证件申领证件申领证件申领    

一一一一、、、、证件种类证件种类证件种类证件种类    

1111、、、、    参展商证参展商证参展商证参展商证：：：：参展企业工作人员的专用入场证，布展、展览及撤展期

间均有效。 

办理办法：参展企业填写《参展商证件申请表》（本册P16）,向主

办单位申请，报到时在报到处领取。 

2222、、、、    参观证参观证参观证参观证：：：：专业买家、一般大众进出展馆的唯一有效证件。 

3333、、、、    特装搭建商施工证办理特装搭建商施工证办理特装搭建商施工证办理特装搭建商施工证办理：：：：    

根据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关于搭建证件一律施行实名制及照片化的 

要求，在布撤展期间的通行证将由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统一登记、 

审核、拍照、制作和管理，具体办理程序请登录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网站，施工证件办理 

Http://www.sniec.net:8080Http://www.sniec.net:8080Http://www.sniec.net:8080Http://www.sniec.net:8080    

二二二二、、、、物品进物品进物品进物品进、、、、出放行条出放行条出放行条出放行条：：：：    

1111、、、、物品进馆放行条物品进馆放行条物品进馆放行条物品进馆放行条：：：：    

布展期间展品运输车辆办理《运输车辆出入证》、以及临时带入展

具需凭《展品进馆放行条》办理及进入。 

2222、、、、物品出馆放行条物品出馆放行条物品出馆放行条物品出馆放行条：：：：    

整个展览期间（包括布展、展期、撤展）的货物及展品出馆的凭证，

展馆保安人员凭此放行条对出馆物品进行核对后给予放行，如有放

行条上所填物品与实际不符，展馆保安有权不予放行。 

3333、、、、物品进出馆办理办法物品进出馆办理办法物品进出馆办理办法物品进出馆办理办法：：：：    

参展商凭参展商证及本人有效证件到主办单位现场服务处办理。 

4444、、、、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布展及展览期间，为确保展品安全，主办机构原则上对展馆内展品

不予放行，如有特殊原因，可到主办单位现场服务处申请，主办单

位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处理。闭馆前1个小时，不予办理。 

展会最后一天（8月22日），主办单位将《展品放行条》发放给参展

商，参展商凭放行条撤走所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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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有偿服务有偿服务有偿服务有偿服务    
一一一一、、、、展具及电源展具及电源展具及电源展具及电源、、、、电气租赁电气租赁电气租赁电气租赁    

（（（（一一一一））））展具及电源展具及电源展具及电源展具及电源、、、、电气租赁服务商电气租赁服务商电气租赁服务商电气租赁服务商（（（（主场搭建商主场搭建商主场搭建商主场搭建商））））    

上海苏飞展览工程有限公司上海苏飞展览工程有限公司上海苏飞展览工程有限公司上海苏飞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上海市共和新路上海市共和新路上海市共和新路上海市共和新路 1302130213021302 弄冠华大厦弄冠华大厦弄冠华大厦弄冠华大厦 705705705705 室室室室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021021021021----56378632    57505237  56378632    57505237  56378632    57505237  56378632    57505237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021021021021----56372956563729565637295656372956    

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张小姐张小姐张小姐张小姐 13817705070        13817705070        13817705070        13817705070            肖飞肖飞肖飞肖飞 13918237802139182378021391823780213918237802    

邮箱邮箱邮箱邮箱：：：：sfzhanlan@163.comsfzhanlan@163.comsfzhanlan@163.comsfzhanlan@163.com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 所有预定服务均须 2013 年 7 月 25 日前将表格传真至主场搭建商， 

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定单可能将不予受理；若被受理，将要支付 30% 

的附加费。2013 年 7 月 25 日以后收到的订单要支付 50%的附加费。 

2、 各租赁项目不可互换，如若取消订单，费用将不返还。 

3、 主场搭建商将根据您的要求提供未列入租赁的物品并单独报价。 

4、 租赁物品费用汇款账号： 

汇款单位汇款单位汇款单位汇款单位：：：：上海苏飞展览工程有限公司上海苏飞展览工程有限公司上海苏飞展览工程有限公司上海苏飞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开户银行开户银行开户银行：：：：建行上海星火支行建行上海星火支行建行上海星火支行建行上海星火支行    

帐帐帐帐                号号号号：：：：3100310031003100197200005000392919720000500039291972000050003929197200005000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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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展具图列展具图列展具图列展具图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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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租赁价格表家具租赁价格表家具租赁价格表家具租赁价格表    

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2020202011113333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    

编号 规格 名称 报价（人民币） 

A01 1000L*500W*780H MM 咨询台 120 元 

A02 1000L*500W*780H MM 锁柜 150 元 

A03 800R*750H MM 方桌 150 元 

A04 800R*750H MM 玻璃圆台 120 元 

A05 600L*600W*1000H MM 高吧台 150 元 

B01 500L*500W*2000H MM 布椅 60 元/只/期 

B02 460L*460W*450H MM 皮椅 60 元 

B03 420L*420W*450H MM  办公椅 60 元/只期 

B04 460L*460W*490H MM 塑料折椅 40 元/只/期 

B05 530L*530W*870H MM 吧椅 60 元 

C01 1000L*500W*1000H MM 玻璃低柜 280 元 

C02 1000L*500W*2000H MM 玻璃高柜 480 元 

C03 1000L*500W*2000H MM 玻璃高柜 480 元 

C04 500L*500W*2000H MM 玻璃高柜 450 元 

C05 1000L*500W*2000H MM 货架 240 元 

C06 
2000L*1000W*340/ 

460/750/1000H MM 
阶梯式货架 

( 每 层 1000L ×

500W）180 元 

C07 1000L*500W*750H MM 玻璃边柜 220 元 

D01 500L*500W*500H MM 低展台 100 元 

D04 500L*500W*750H MM 高展柜 150 元 

E1 1000L*300W MM 平斜层板 35/40 元/块/期 

E2   衣架 1 120 元 

E3   衣架 2 75 元 

F1 1000L*1200H  匙孔板 120 元 

F2 1000L*1500H 网片 50 元 

F3  射灯 80 元 

F4  1 米围栏 50 元 

F5   金卤灯 300 元 

F6   等离子电 800 元/台/期 

F7  冰箱 800 元/台/期 

F8  名片盒 50 元 

F9  废纸篓 25 元 

F10  资料架 100 元/件/期 

F11  饮水器 1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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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水水、、、、电电电电、、、、气设施租赁报价单气设施租赁报价单气设施租赁报价单气设施租赁报价单    
 

注注注注：：：：此价为定单价此价为定单价此价为定单价此价为定单价    、、、、逾期加收逾期加收逾期加收逾期加收 50% 50% 50% 50% ，，，，现场加收现场加收现场加收现场加收 100% 100% 100% 100% 加急费加急费加急费加急费；；；；开幕当天加收开幕当天加收开幕当天加收开幕当天加收

150% 150% 150% 150% 加急费加急费加急费加急费；；；；    现场电箱移位按申请原价收取管理费现场电箱移位按申请原价收取管理费现场电箱移位按申请原价收取管理费现场电箱移位按申请原价收取管理费。。。。    

    

项目   

 

单价(RMB)/电箱费/电费 

 

三相电源接

器材  

15A380V 空气开关箱 1300.00(/只/期)  100.00/天 

30A380V 空气开关箱 2200.00(/只/期)  150.00/天 

60A380V 空气开关箱 2880.00(/只/期)  300.00/天 

100A380V 空气开关箱 4480.00(/只/期)  500.00/天 

150A380V 空气开关箱 6720.00(/只/期)  750.00/天 

200A 以上 价格另议 

给排水 

展台用水 

上下水管 10M，管径：15MM， 

水压：4KG/CM2 

3200.00(/只/期) 

 

机器用水 

上下水管 10M，管径：20MM， 

水压：4KG/CM2 

4800.00(/只/期) 

空压机  

普通型空压

机(含油水过

滤器) 

排量≤0.4立方米/分钟 

压力8~10kgf/cm², 管径10mm 
4000.00(/只/期) 

排量≤0.9 立方米/分钟 

压力8~10kgf/cm²,管径19mm 
4800.00(/只/期) 

排量＝ 1.0立方米/分钟 

管径25mm 
5760.00(/只/期) 

排量≥ 1.0 立方米/分钟 价格另议 

电话(含电话

机)  

市内直线(含市话费) 

押金 RMB 3000/部 
1200.00(/只/期) 

国际/国内直拨(不含话费) 

押金 RMB 3000/部 
3600.00(/只/期) 

特装管理费  28 元/㎡ 

互联网接入

（ 无 线 接

入） 

无线宽带(带宽不低于 128K,

共享11M宽带）（2000元押金） 

 

5200/条 /展期 

 

 

馆内互联网

接入 

 

基于光缆的 1M 宽带, 一个公

网 IP 地址 

 

5200/条 /展期 

（有线接入 提前三天预定）

馆外接入加收 4000 元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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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气示意图水电气示意图水电气示意图水电气示意图    

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2222000011113333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        

填表日期：2013年     月    日 展位号： 

公司盖章 
公司： E-mail: 

电话： 传真： 

联系人签名： 联系人手机： 

请将此表格传真至请将此表格传真至请将此表格传真至请将此表格传真至：：：：+86 21 +86 21 +86 21 +86 21 56372956563729565637295656372956    

上海苏飞展览工程有限公司上海苏飞展览工程有限公司上海苏飞展览工程有限公司上海苏飞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共和新路上海市共和新路上海市共和新路上海市共和新路 1302130213021302 弄冠华大厦弄冠华大厦弄冠华大厦弄冠华大厦 705705705705 室室室室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86 21 56378632  57505237+86 21 56378632  57505237+86 21 56378632  57505237+86 21 56378632  57505237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86 21 56372956+86 21 56372956+86 21 56372956+86 21 56372956    

电邮电邮电邮电邮：：：：sfzhanlan@163.com      
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张小姐张小姐张小姐张小姐13817705070  13817705070  13817705070  13817705070  肖飞肖飞肖飞肖飞13918237802139182378021391823780213918237802 

 

 

 

 

 

 

 

 

 

 

 

请参照上面标注示意图请参照上面标注示意图请参照上面标注示意图请参照上面标注示意图，，，，在下面绘制位置草图在下面绘制位置草图在下面绘制位置草图在下面绘制位置草图，，，，准确清晰标注出设备或特准确清晰标注出设备或特准确清晰标注出设备或特准确清晰标注出设备或特

装造型在所租赁展位面积中的位置及电箱需要摆放的位置装造型在所租赁展位面积中的位置及电箱需要摆放的位置装造型在所租赁展位面积中的位置及电箱需要摆放的位置装造型在所租赁展位面积中的位置及电箱需要摆放的位置、、、、设备用水的进出水设备用水的进出水设备用水的进出水设备用水的进出水

口位置口位置口位置口位置、、、、射灯或日光灯位置和约定的电源插座位置射灯或日光灯位置和约定的电源插座位置射灯或日光灯位置和约定的电源插座位置射灯或日光灯位置和约定的电源插座位置。。。。现场施工将严格按照以下现场施工将严格按照以下现场施工将严格按照以下现场施工将严格按照以下

申报位置图进行申报位置图进行申报位置图进行申报位置图进行，，，，若有误将产生不可挽救的损失若有误将产生不可挽救的损失若有误将产生不可挽救的损失若有误将产生不可挽救的损失。。。。在此提请参展商重视在此提请参展商重视在此提请参展商重视在此提请参展商重视。（。（。（。（可可可可    

另附图填报另附图填报另附图填报另附图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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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展具额外展具额外展具额外展具、、、、水电器水电器水电器水电器设施设施设施设施申请表申请表申请表申请表    

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2020202013131313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    

 

展览会家具和电源以及其它器材指定展览会主场搭建商提供租

赁服务。我公司展台需增加以下设施：（请注意及时预租，现场租赁

会产生加急费用） 

请将此表格传真至请将此表格传真至请将此表格传真至请将此表格传真至：：：：+86 21+86 21+86 21+86 21 56372956563729565637295656372956 

上海苏飞展览工程有限公司上海苏飞展览工程有限公司上海苏飞展览工程有限公司上海苏飞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共和新路上海市共和新路上海市共和新路上海市共和新路 1302 弄冠华大厦弄冠华大厦弄冠华大厦弄冠华大厦 705 室室室室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86 21 56378632  57505237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86 21 56372956 

电邮电邮电邮电邮：：：：sfzhanlan@163.com   

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张小姐张小姐张小姐张小姐 13817705070  

肖飞肖飞肖飞肖飞 13918237802 

参展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联系人签名： 

日期: 

展馆/展台号: 

编号 名称 单价 数量 总价 备注 

      

      

      

      

      

      

      

备注：1、以上费用必须预付否则定单无效； 

 2、本定单一经确认不再更改不予退款；       

3、以上价格为整个展期租金。     

4、请将回执在 7 月 25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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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酒店预定酒店预定酒店预定酒店预定    

宾馆接待宾馆接待宾馆接待宾馆接待    

为了方便参展单位，提高参展效率，完善展览会服务内容，主办单位将提

供宾馆接待服务。参展单位以对比和自愿为原则选择或不选择此项服务。 

2013 年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展馆附近酒店预订表（精选） 

总机:021-51877530 

传真:021-23025259 
客服代表:丁绚 手机: 13774314909   QQ：2639189849  

酒店名称连锁型酒店名称连锁型酒店名称连锁型酒店名称连锁型 地地地地  址址址址 优优优优 惠惠惠惠 价价价价 早餐早餐早餐早餐 展馆距离展馆距离展馆距离展馆距离 酒酒酒酒 店店店店 特特特特 色色色色 

莫泰168-南外滩店 陆家浜路523号 188元/标间 含早 15分钟车程 免费宽带班车，近4号地铁 

锦江之星-金桥店 栖山路1875号 219元/标间 含早 10分钟车程 免费宽带班车,近6号地铁 

格林豪泰-张江店 广兰路1090号 218元/标间 含早 10分钟车程 免费宽带,地铁2号线直达 

酒店名称 三星级 地  址 优 惠 价 早餐 展馆距离 酒 店 特 色 

南银商务酒店 浦东大道2185号 188元/标间 含早 8分钟车程 免费宽带班车,带电脑 

汉皇宾馆 崮山路560号 198元/标间 含早 7分钟车程 免费宽带班车,近6号地铁 

林顿商务酒店 浦东大道844号 228元/标间 含早 10分钟车程 免费宽带班车,近4号地铁 

酒店名称酒店名称酒店名称酒店名称 四星级四星级四星级四星级 地地地地  址址址址 优优优优 惠惠惠惠 价价价价 早餐早餐早餐早餐 展馆距离展馆距离展馆距离展馆距离 酒酒酒酒 店店店店 特特特特 色色色色 

景缘国际大酒店 浦东大道2333号 288元/标间 含早 10分钟车程 免费宽带班车,近罗山路 

互欣商务酒店 

-原汉庭 
浦建路1143号 278元/标间 含早 4分钟车程 免费宽带,可以步行到展馆 

瑞亚臻品酒店 金桥路1388号 318元/标间 含早 10分钟车程 免费宽带班车，近6号地铁 

酒店名称酒店名称酒店名称酒店名称 五星级五星级五星级五星级 地地地地  址址址址 优优优优 惠惠惠惠 价价价价 早餐早餐早餐早餐 展馆距离展馆距离展馆距离展馆距离 酒酒酒酒 店店店店 特特特特 色色色色 

蓝海博龙国际大酒店 高科西路2991号 368元/标间 含早 5分钟车程 免费宽带班车,蓝海集团 

瑞亚湖滨酒店 罗山路1609号 350元/标间 含早 5分钟车程 免费班车,带电脑一体机 

紫金山大酒店 东方路778号 800元/标间 含早 8分钟车程 免费宽带,近2/6/8号地铁 

以上酒店均免费预定，只需填写入住回执表（请传真: 021-23025259 或邮件 343376912@qq.com） 

公司名称  联 系 人  

备注： 公司电话  手机号码  

公司传真  邮   箱  

入住酒店名称 入住人名称 价   格 数量及房型 入住-离店时间 

     

     

     

     

盟轩公司增值服务     □路线图 □十间以上团队接站/ 送站 □团队专车接送 □礼仪 □翻译 □搭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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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我们的诺言，质量是我们的保证，满意是我们的追求；用专业的心，

做专业的事，盟轩全体员工竭诚为您服务！以上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部分酒

店，更多酒店欢迎您来电咨询！ 

备注： 

1、酒店预订：填写好入住回执表后邮件或传真致我司即可办理预订并享受

展商团队价，也可直接拨打电话咨询预订； 

2、结账方式：房费在酒店前台现付，如您平时住酒店一样，不需要额外的

费用，并可在酒店前台查询您的预订信息。 

 

 

 

三三三三、、、、展品运输展品运输展品运输展品运输    

（（（（一一一一））））    自行运输展品自行运输展品自行运输展品自行运输展品：：：：    

货车从花木路进入展馆，先将车辆停到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停车场
（参见 P39 或 P41 示意图），参展企业工作人员到上海新国际新国际博
览中心南大厅（1 号入口厅）办理报到手续，领取参展证、展品进入展
厅放行条，凭参展证、展品进入展厅放行条前往运输车辆办证处（办证
处位置参见本册 P39 或 P41），办理《运输车辆出入证》。 

根据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规定，办理《运输车辆出入证》时，每辆
车支付手续费 50 元，押金 300 元。装卸货物完毕时按时离开者，凭《运
输车辆出入证》及押金收据退押金，否则不予办理。《运输车辆出入证》
如有损坏、遗失需赔偿人民币 50 元/张。运输车辆进入场馆装卸货时间
为 1.5 小时，超时者，每辆车每 0.5 小时收取 100 元管理费，以此类推。
不足 0.5 小时的按 0.5 小时计算。 
办证时间 08：00-15：30 

提示： 

1、 由于装卸时间是从车辆进馆的时开始计算，故请参展商听从主场运 
输商的指挥进馆，以减少不必要开支。 

2、 到主场运输商现场服务处，等待主场运输商测量需装卸展品尺寸， 
缴纳费用。 

3、 根据主场运输商指挥、安排，凭缴费发票，依次排队进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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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委托主场运输商及收费标委托主场运输商及收费标委托主场运输商及收费标委托主场运输商及收费标准准准准    

1111、、、、主运输单位基本信息主运输单位基本信息主运输单位基本信息主运输单位基本信息    

上海梦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昆明路 572 号荣广商务中心 B 区 713 室 

电话：021-51534892 

传真：021-62162723 

联系人：孙克雯先生（13585959932） 

汤惠兴师傅（13681711703） 

 

 
需要提供国际国内运输和现场搬运服务的参展单位请填报本册 P32

《运输委托书》，于 7 月 25 日之前传真至展览主运输单位上海梦腾国
际物流有限公司（86-21-62162723），以便主运输单位调度安排。 

 
 

请认真查看以下相关内容及收费标准，一旦展商发货给我公司，该行为视同

为已确认我司所有资料，并且贵我双方合同关系成立。 

 

 

一一一一、、、、展品接货方式展品接货方式展品接货方式展品接货方式，，，，及其抵达上海截止时间要求及其抵达上海截止时间要求及其抵达上海截止时间要求及其抵达上海截止时间要求：：：： 

请展商特别注意文件和展品抵达上海的截收日期（以本公司收到为

准）。因文件延误交付和展品晚到所引起之后果，本公司不能承担相关

责任。 

 

A 

货物直接运抵上海上海上海上海梦腾国际物流梦腾国际物流梦腾国际物流梦腾国际物流仓库仓库仓库仓库，，，，委

托上海梦腾国际物流将展品从上海展伊仓

库运至展台： 

展品须在展会     

进馆第一天前进馆第一天前进馆第一天前进馆第一天前３３３３个工作日个工作日个工作日个工作日，，，， 

运抵我司仓库； 

B 

货物运抵上海火车站上海火车站上海火车站上海火车站/机场机场机场机场/陆运站陆运站陆运站陆运站，，，，-----

委托上海梦腾国际物流将展品从各提货处

运至展台： 

展品须在展会  

进进进进馆第一天前馆第一天前馆第一天前馆第一天前５５５５个工作日个工作日个工作日个工作日，，，， 

运抵上海各提货处； 

C 

货物直接运抵展馆门口展馆门口展馆门口展馆门口------委托上海梦腾

国际物流负责在展馆门口卸货及至展台的

现场运输服务： 

展商须安排展品在  

展会指定布展期间展会指定布展期间展会指定布展期间展会指定布展期间 

运抵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对于上述接货方式，展商务必在展品预定抵达上海前抵达上海前抵达上海前抵达上海前 2 个工作日个工作日个工作日个工作日提供已填

妥的委托书（样本见 第三页），书面通知及有关的托运单（空运提单，陆运

小票）等资料，以便我们在上海查询到货情况。否则由此造成的延误，我公

司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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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机械协助就位或安装的展品需要提前一周提前一周提前一周提前一周将展品清单发送到我公

司，以便协调进场时间。 

 

四四四四、、、、进馆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进馆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进馆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进馆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A．接货方式 A：（从 上海梦腾国际物流仓库 至 展馆门口） 

服务

内容 

单证处理，上海梦腾国际物流仓库卸车；临时仓储；以及从该仓

库至展馆门口的运输。运送空箱和包装材料至展馆现场存放点保存 

收费 
人民币 150.00/立方米/1000 公斤（取较大值） 

（最低人民币 350.00/运次） 

 

B．接货方式 B：（从 上海各提货处 至 展台） 

服务

内容 

从上海市各提货处提货至展伊仓库；临时仓储；以及从展伊仓库至

展馆门口的运输。运送空箱和包装材料至展馆现场存放点保存 

收费 

人民币 200.00/立方米/1000 公斤（取较大值） 

（最低人民币 350.00/运次） 

机场码头等提货点产生的费用实报实销 

 

C．接货方式 C：（从 展馆门口 至 展台） 

服务

内容 
展馆门口卸车，协助展商将重件送至展台。 

收费 
人民币 80.00/立方米/1000 公斤（取较大值） 

（最低人民币 80.00/运次） 

 

五五五五、、、、闭馆服务内容及收费标准闭馆服务内容及收费标准闭馆服务内容及收费标准闭馆服务内容及收费标准：：：： 

1）送回空箱，钉箱，从展台运至展馆门口，并装车收费同进馆服务 C

项 

2）送回空箱，钉箱，从展台运至上海梦腾国际物流仓库收费同进馆服

务 A 项 

 
 

六六六六、、、、其他费用其他费用其他费用其他费用：：：： 

1) 展品抵达上海梦腾国际物流仓库后的仓储费：人民币 8/立方米/天 

（7 天免费） 

2) 超重件额外附加费。（超重部分照此收费） 

  单 件 毛 重       开     馆       闭     馆 

 1000-3000 公斤  人民币 10 元/100 公斤  人民币 10 元/10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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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5000 公斤  人民币 12 元/100 公斤  人民币 12 元/100 公斤 

 5000 公斤以上  人民币 40 元/100 公斤   人民币 40 元/100 公斤 

3）：集装箱掏箱费：人民币 35 元/立方米 

         集装箱装箱费：人民币 35 元/立方米 

     4）：展品组装/拆卸及二次移位： 

    以上报价不含展品组装或拆卸所用的铲车和吊机租用费。如需租

用请提前 48 小时通知我司预定，价格另议。 

         展会期间展会期间展会期间展会期间，，，，空箱保管服务费空箱保管服务费空箱保管服务费空箱保管服务费：：：：RMB40/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付款方式 

请参展商到达展览会现场后与我司工作人员联系办理相关手续并以现

金方式支付我司运费。来程款项须在进馆前支付，回程费用须在闭馆前完全

支付，参展商付清费用后方可提货或送货。 

 

七七七七、、、、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上述报价适用于中方展台国内货/非海关监管货物。 

   以上报价只适用于每件展品的尺码不超过: 

   长：4.0 米   宽：2.2 米   高：2.2 米 

凡在夹层及二楼的展品上下楼收费：人民币 50 元/立方米/次（最低人民

币 50/运次） 

2） 空运货物计费重量大于实际重量时，按计费重量收费：（1000 公斤= 6 立

方米） 

3）如有特殊要求包括动用吊机等，可向我司索取有关服务的报价。请留意

根据展馆的管理规定，展商或非指定运输服务单位，不得任意安排吊机

及其他相关的起重工具进入展馆操作，以此引起的任何损失或责任均由

展商自行承担。 

4）参展商如有危险品寄到上海则应提供危险品展品情况明书，并在货物到

达上海前二星期寄到我公司，危险品处理附加费是普通展品的 100% 。 

5）展商自用汽车运沪，请考虑到上海市区对外地车辆的行驶时间限制，以

做好准备工作。 

6）我司仅负责外包装完好交货，内货质量、货损、短少本司不予负责。 

7）我司所收的服务费用中不包含保险费，为维护展商的权益，我司提醒展

商购买全程保险（包括展览期间）。保险范围应包括我司及其代理的责任

事故的保险。展商请备妥保险合同或其副本，以备可能在展览现场发现

短少，残损时申报报验之用。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司所承担的赔偿，

不管其原因和性质如何，其赔偿  额均不超过有关货物的价值或以货物

的毛重每 1000 公斤为人民币 1500 元折算而成的数额，并以两者中较低

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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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晚到展品提货附加费(进馆前三天之后)人民币150.00元/运次。 

9）展馆货运车辆办证费展馆货运车辆办证费展馆货运车辆办证费展馆货运车辆办证费RMB50.00实报实销实报实销实报实销实报实销（（（（如需要我司办理提货等业务如需要我司办理提货等业务如需要我司办理提货等业务如需要我司办理提货等业务）））） 

上述费用不含保险上述费用不含保险上述费用不含保险上述费用不含保险、、、、展场加班费展场加班费展场加班费展场加班费、、、、仓储费用等额外费用仓储费用等额外费用仓储费用等额外费用仓储费用等额外费用。。。。上述费用中尚上述费用中尚上述费用中尚上述费用中尚

未涉及到的服务项目未涉及到的服务项目未涉及到的服务项目未涉及到的服务项目，，，，我司将另行收费我司将另行收费我司将另行收费我司将另行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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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托  书 
上海梦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以下是我司预备参加的展品明细表： 

展商名称：                 展台号：         总件数：       件     

箱
号 

包装式样 品名 
长
CM 

宽 

CM 

高 

CM 

体积 

CBM 

毛重 

KG 
备注 

         

         

         

         

总计：            立方米：                   公斤： 

请在以下服务事项中打勾(√)： 

一．我司将自行办理上述展品的进／出馆就位事宜。      （ ） 
二．我司将委托上海梦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A. 进馆  1、展伊仓库提货到展台         （ ） 

           2、各提货处运送至展台         （ ） 

              3、展馆门口接货运至展台        （ ） 

    B. 出馆  1、展台运至展馆门口装车        （ ） 

            2、展品送货至梦腾国际物流仓库          （ ） 

填写注意事项： 

1. 我司同意上海梦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所提供的一切服务皆遵照上海梦腾国际物流有限公

司之标准营业条款执行。 

2. 我司应对本委托书所填写内容的正确性和真实性负责。 

3. 我司明白展品的包装必须足以承受多程的运输和反复搬运，符合装卸作业安全和保护货

物完好的要求。并适合在展会结束后的再次使用。 

4. 如需委托上海梦腾国际物流提供展品进馆服务，必须至少于进馆第一天前 7 个工作日将

此委托书传真至上海梦腾国际物流，并注明是否需要使用吊机。 

5. 付款方式：A.现金 （  ） B.本地支票 （  ） C. 电汇（ ） 

 
委托单位（签章）：         ， 负责人签名（正楷书写）：      
 
现场负责人代表：        ，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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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２０____年    月  日 

特大展品预报表特大展品预报表特大展品预报表特大展品预报表    

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2012012012013333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    

为了便于主场运输单位合理调整装卸设备，保证展品及时到位，参展单

位如有以下情况，须填写此表格并在 7 月 25 前发送至主办单位。 

1、单件展品毛重 3000 公斤以上 

2、长度或宽度超过 2 米 

3、高度超过 3 米 

参展单位  

展位号  

运输联系人  手机  

展品名称 

毛重（吨）  

尺寸长*宽*高  

体积（㎡）  

  

  

 

请填返至 

上海梦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昆明路 572 号荣

广商务中心 B 区 713 室 

 

FAX: +86-21-6216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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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展览宣传及广告服务展览宣传及广告服务展览宣传及广告服务展览宣传及广告服务    

一一一一、、、、会刊会刊会刊会刊    

（（（（一一一一））））会刊介绍会刊介绍会刊介绍会刊介绍    

《会刊》是展览的官方资料，是国内外买家的专业采购指南，也是展览

闭幕以后保留下来的唯一一本综合资料汇编。主办者除现场派发给买家

外，还将赠送给各国有关行业领导人、各国领馆商务处及商会、跨国商

业集团及重要经销商。 

（（（（二二二二））））会刊名录会刊名录会刊名录会刊名录    

展览办公室为参展单位提供免费的会刊名录服务。各参展单位有义务用

正楷书写《参展申请回执》并提供详细信息，包括企业和展品的英文名

称。 

（（（（三三三三））））会刊广告会刊广告会刊广告会刊广告 

会刊提供彩页广告服务，其规格为大 16 开彩色精印（210Hmm×285Wmm）。

每个彩页 6,000 元（需提供有效广告软片和打样）。 

1. 刊登办法 

拟在会刊上刊登广告的企业请于 7 月 25 日前与展览办公室联系。 

二二二二、、、、手提袋广告手提袋广告手提袋广告手提袋广告    

拟做手提袋广告的企业请于 7 月 25 日前与展览办公室联系。 

三三三三、、、、现场广告现场广告现场广告现场广告    

本届展览提供多种形式的现场广告位。参展单位如需申请现场广告，请
于 7 月 25 日前与展览办公室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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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章章章章    展览会现场有关规定展览会现场有关规定展览会现场有关规定展览会现场有关规定    
一一一一、、、、    基本规定基本规定基本规定基本规定    
1、 参展单位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及公安、海关、商检等有关部

门的政策法规。遵守展览办公室和展馆的有关规定（包括本展览手
册之所有内容）。 

2、 展会属国际性专业展览，只准展示和交流洽谈，不允许零售；不许
展示与参范围无关的产品。有上述情况之一者，主办单位有权没收
展品并不予退回展位费。 

3、 展览期间不得转让、拼接展位，一经发现，展览办公室有权收回展
位，并对展位申请单位予以处罚。转让或拼接展位出现的全部责任
由该展位原申请单位承担。 

4、 除主办单位认可的采访人员外，对展位、展品进行摄影、录像均应
事先征得该参展单位的同意。主办单位认可的采访人员将佩戴由展
览办公室发放的采访证。 

5、 需 24 小时供电的电器须事先向主搭建单位申请，需要延时断电、断
水、断压 缩气、断电话者须事先向主搭建单位提出申请。 

6、 空箱管理，参展商须自行安排展品包装、箱子、盒子等存放事宜。
参展商不能将这些物品存放在展馆内。展馆清洁人员有权清除馆内
任何箱子、盒子。 

7、 音量与演出管理 
7.1 音量管理 

参展单位在展位旁通道中央的音量不得超过70分贝，各参展单位应
自觉控制展位内音量，若超过规定标准，主办单位将给予警告，警
告后仍然违反的，主办单位有权断电。 

7.2 演出管理 
在展位举行演出的参展单位应于7月25日前向主办单位办公室提交
书面材料，注明演出时间、内容、人数，由主办单位向上海市公安、
消防部门一并申报。逾期主办单位将不再申报，由有参展单位自行
申报，获得批复后方可演出。未获批准而擅自演出者，主办单位有
权对该展位断电。 

8、 用餐及花草管理 
为保证馆内人员健康和馆内环境卫生，展馆规定，所有外带盒饭及
花草一律不得带入展馆，特殊情况请带齐有关手续（如营业执照、
食品卫生许可证、外售许可证等）到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现场服务
处交涉。 

9、 演示、操作管理 
9.1 所有作运行演示的机器均应安装安全装置及运行标志。只有当机器

被切断动力源时，这些安全装置才能拆除。 
9.2 运行的机器必须与参观者保持相对安全的距离，并建议使用安全防

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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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只能在所租用区域的展位上演示机器、器具，演示时需由合格的人
员操作、监管。若没有采取充分的防火措施，不得使用发动机、引
擎或动力驱动机器。 

二二二二、、、、展品展品展品展品、、、、宣传品宣传品宣传品宣传品    

1. 1. 1. 1.     展品管理规定展品管理规定展品管理规定展品管理规定    
1.1 所有参展展品（包括展位内摆放的产品及张贴的宣传图片、发放的

资料，下同）须拥有合法知识产权，因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而引发
的一切后果，由参展单位自行负责。展览期间主办单位有权要求当
事方封闭展台或撤离展品。 

1.2 没有申请展位而在展馆内摆摊，或展出与本届展览会无关的展品，
将一律由展览办公室没收。 

1.3 参展展品不得在展览现场进行销售。一经发现，展览办公室有权收
回展位，并不退还参展费、报名费。 

1.4 展览期间不得运出展品，展品出馆应到展览办公室现场服务处办理
出门条。 

1.5 展品和展出内容出现质量或法律责任，全部由申请该展位的参展单
位承担。 

2. 2. 2. 2. 宣传品管理规定宣传品管理规定宣传品管理规定宣传品管理规定    
2.1 本展会是国际性展览活动，为了方便海外观众，参展单位的宣传品

均须中英文对照。 
2.2 来自台湾地区参展单位，其宣传品不得出现“中华民国”字样。 
2.3 参展商只可在其展位中派发宣传资料、纪念品等。不得在展馆任何

区域代发与其参展商无关的资料和宣传品，场馆保安有权没收其派
发的物品、资料。 

三三三三、、、、清洁清洁清洁清洁    
1、 展览会布展、撤展期间的标准展位和公共区域的清洁工作由主办单

位负责，特装展位的清洁由参展商自行负责。 
2、 申请特装展位的参展商在撤展时需将展架或装修材料一并撤离展

馆，主办单位将向特装展会施工单位收取清洁押金，在撤展时凭场
馆放保洁、保安人员的签字方可退回押金 

四四四四、、、、保安保安保安保安    
1、 主办单位尽力做好展馆的安全保卫工作，保证展馆的安全与次序。

安全保卫工作包括设置门卫、展馆巡查、闭馆清场、消防安全管理、
停车场管理及夜间对展馆外围的巡查。 

2、 场厅主要节点均设有摄像头，参展单位一旦有物品丢失第一时间报
警，场馆安保部门将根据110出具的书面材料，向报警人调看监控
录像。 

3、 主办单位及场馆方提供的安全措施目的在于威慑及预防可能发生的
违法犯罪活动，并非万无一失的手段，各展商同样应该提高防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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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主办单位对一切由第三方造成的人身伤害、物品的丢失，破损，
不承担任何责任。建议展商提前为其展品在运输、布展、开幕、闭
馆及撤展的整个时间内投保（包括盗、遗失、破损及火险）。 

五五五五、、、、电力电力电力电力    
1、主办单位提供展厅内的整体照明 
2、所有电源接驳需经主办单位指定的主场搭建商执行。 
3、主办单位有权切断所有被视为有安全隐患的电源，拆除任何危及公

共安全的用电装置。 

六六六六、、、、撤展撤展撤展撤展    
1.撤展时间：展览统一撤展时间为8月22日14:00～18:00。 
2.不得提前撤展：为了保证安全和维护展览的统一形象，展示企业及体
现员工的素质，本届展览依据国际惯例，不允许提前撤展。各参展单
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提前撤展。 

3.展位清理：参展单位须将展位内建筑垃圾及胶带、标记残留物清理干
净，否则将不予退还垃圾处理押金。若由于施工造成对展馆的损害，
其修补费用由参展单位承担。 

4.撤展期间务必看管好贵重物品，以防失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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