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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国际真空应用技术展览会

时间：2019 年 05 月 15—17 日

地址：上海光大会展中心（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 88 号）

请凭《展商报到登记单》到现场领取相关资料

汉慕会展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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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贵单位应邀参加本届展览会。我们希望本手册所包含的信息能帮助贵单位顺利地完成各项准备工

作。为确保贵单位的利益，敬请您仔细阅读本手册，并按照其要求填写有关表格，在截止日期前传真给我

们，它将帮助您作好参展准备。

如果您对本手册内提供的服务有任何疑问，敬请与组织单位办公室联系。对您的任何要求，我们会尽

可能提供帮助和指导以满足要求。

汉慕会展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枫翠路 452号 402/302室

电 话：021-54720351/57350352

邮 箱：hanmuzl@vip.163.com

mailto:hanmuz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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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会概况

一、展览会地点和日程安排

特装展位布展：2019年 5月 13日 10：30-17：30

2019年 5月 14日 08：30-17：30

标准展位布展：2019年 5月 14日 08：30-17：30

展示交易： 2019年 5月 15日 09：00-16：30

2019年 5月 16日 08：30-16：30

2019年 5月 17日 08：30-15：30

闭幕撤展： 2019年 5月 17日 15：30 -19: 30

展会地点：上海光大会展中心（徐汇区漕宝路 88号）

交通方式：

机 场： 虹桥机场乘地铁 2号线到人民广场转地铁 1号线到漕宝路站下即到，

浦东机场乘地铁 2号线到人民广场转地铁 1号线到漕宝路站下即到，

火车站： 乘地铁一号线至漕宝路站下，往西 500米即可到达，

磁悬浮： 乘地铁二号线可在人民广场换乘一号线至漕宝路站下，往西 500米可到达，



- 4 -

外地货运汽车通行证办理及布展证

办证单位：上海市西部停车场办证处

办证地址：上海市绥宁路 630-8甲号

办证电话：021-52183457（全天 24小时）

注明：所有开货车进馆布展展商到漕怡停车场（漕宝路 1265号）办理临时进馆证进馆布展，未办理临时

布展证展馆不放行车辆进馆。

1.参展单位的外地牌照货车，必须办理上海市外地货车通行证方可进入市区；

2.办证时需携带司机行驶证及 200元押金，办证费用为 40元/车（4小时），超时收取费用 10元/小时。

押金在车辆离开上海时到办证处办理退还手续。

备注：如外地货车计划在整个布展、展览及撤展期间均停放在上海市内，可在车辆停放到固定地点后先行

将通行证退还，待车辆撤展时离开上海前再重新办理通行证用于市内行驶。车辆至漕怡停车场（漕宝路 1265

号）停放，领取撤馆证。然后统一编号，依次排队，在停车场等候通知进馆。一切货运车辆应遵守道路交

通安全法，不得在道路上停放。违者将会受到交通管理部门处罚。

1.所有货运车辆需具备撤馆证，外地货车需同时办理“外地货运汽车通行证”，两证缺一不可，否则沿路

交警将给予罚款；

2.请车辆避开每天交通高峰时间进馆。交通高峰时间为：7:00-9:00，15:00-18:00。凡在早上 7:00以前到

达的进馆车辆可临时停靠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的内车道，等待进馆卸货。停靠车辆应服从展馆工作人员的

安排。

3.通行证严禁涂改、转借、倒卖，一旦发生此事，一切后果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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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商注册

特装展位展商于 2019年 5月 13-14日进馆时，在展馆入口处登记注册，领取参展证后方可进入展馆。

标准展位展商于 2019年 5月 14日 09:00-17:00 日进馆时，在光大会展中心 2号门登记注册，领取参展证

后方可进入展馆。

三、展台搭建

组织单位负责展馆的总体设计和效果，各展位内部装饰（包括展品陈列、图片、文字说明等）均由参

展商自行设计安排。

1、标准展位：标准展位规格为 3m×3m，包括地毯、三面白色围板，公司名称楣板、咨询桌一张、椅子两

把、日光灯一支、5安培/220伏特电源插座一个（特殊用电请事先说明展览馆另行收费）。

2、空场地与搭建装修：空场地不包括上述标准展位内的基本设施。参展商可选择组织单位指定的展台搭建

公司，也可选择其他搭建公司对展位进行特殊装修（特殊装修的搭建高度不能超过 4.5米），展商在展台

装修过程中须遵守主办单位以及政府各项搭建的有关规定。

3、特装指定搭建商：

搭建公司 1
公司名称 上海海罗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蕴川路 1623弄 3号 901
联系人 王经理：15316881598
电话 021-56801551
传真 021-56801551
搭建公司 2
公司名称 领杰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蕴川路 512号红石商务大厦 8楼 F座

联系人 刘经理：13681659929
电话 021-36313391
传真 021-36313391

四、展台管理与使用

1. 展台仅供展商展示其产品之用，未经主办单位同意，不得将展位转让他人使用。

2. 原则上未经主办单位批准，展商不得对标准展台进行改动。任何改动要求都必须得到主办单位的书面批

准，展商必须将改动的具体要求通过主办单位通知指定搭建商，改动费用应由展商自理。

3.空箱堆放：展览现场不设物品堆放处，如有特殊需要，请直接与指定搭建商或运输代理联系。否则，展

商必须将其空箱运回自己单位或在现场请人处理。

4. 搭建及拆除时的加班：参展商、搭建商在每天规定时间 9：00-17：00之外要求加班的，需在当天下午

15点之前到主办单位办公室申请。请安排好贵公司的展台搭建及布置计划以避免支付额外的费用（1200

元/小时）。

5.关于 A/V演示：请认真考虑您的演示不会阻塞通道及影响邻近展台。播放的录象影碟不得有反动的、违

反专利、法律及国家地区其它条例规定的内容。此外，AV的音量不能超过 70dbs*，或保证其它展商能进

行正常交流的水平，讲话者以面向展台内或在洽谈室为宜（测量将使用分贝仪在展台周边 3米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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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展品运输

中方展台国内展品货运指南和费率：
如您有任何关于货运方面的问题，敬请联系我们：

上海展伊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钟雪寒 先生（13764244733）； 孙 瀚 先生（13311929182）

电 话：021-62307329； 传真：021-62162723

EMAIL: zhanyi_logistic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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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价格 服务内容 备注

展品现场进馆：RMB200/立方米/件（2T/件以下展品）

RMB250/立方米/件（2T-5T/件展品）

RMB300/立方米/件（5T-8T/件展品）

RMB400/立方米/件（8T-10T/件展品）现场搬运至展台，展品就位；开木箱服务费为 RMB50/

立方米 10T/件以上展品，价格另议（在布展前）

展品现场出馆：RMB200/立方米/件（3T/件以下展品）

RMB250/立方米/件（3T-5T/件展品）

RMB300/立方米/件（5T-8T/件展品）

RMB400/立方米/件（8T-10T/件展品） 搬运至展馆门口，再装至展商指定的车辆；订木箱

服务费为 RMB50/立方米

展品存储

1. 展前存储：RMB8 元/立方米/天

2.空运到达：RMB1.50 元/公斤/天

3.展会现场空箱保管：RMB50.00/立方米/展期

4.仓库进出仓费：100 元/立方（Min 200 元/票） 展品送至我司仓库，在布展前存放在我司仓库 展前免

费 7 天存放，展期空箱保管无免费期

吊车服务 1.RMB2200.00/2 小时（25T 吊车）；

2.RMB4000.00/2 小时（50T 吊车） 需要吊装服务，加收吊车费

展品提货：

1.铁路/陆运展品：RMB200/立方 （最低 RMB650/运次）-包含展馆货运车辆办证费

2.空运展品：RMB4.00/公斤 （最低 RMB750/运次）-包含展馆货运车辆办证费

从上海车站/机场-展览馆门口、运费及车站、机场、货场所发生的费用按实际费用由展商承担；

3.展品保险由展商自行办理展品全程保险，如展品未上保险，所出问题一切责任，由展商自负，我司可以

为展商办理展品回运的保险业务。

4.展品送货回运报价同展品提货报价（我司可以帮助联系办理托运手续，不收取任何手续费，但不包括长

途运费）从展馆门口-上海车站/机场/上海市内门点，长途运费实报实销。

收货地址及联系人 收货仓库详细：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宝安公路 333 号御扬物流仓库 邮编：200051

电话：021-62307329 传真：021-62162723

联系人：赵晓帅（15821641270）

注明：托运票上请不要写联系人姓名，以免影响正常提货。

mailto:zhanyi_logistic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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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托 书

上海展伊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以下是我司预备参加“ 展览会 ”的展

品明细表：

展商名称： 展台号： 总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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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司将自行办理上述展品的进／出馆就位事宜。 （ ）

2．我司将委托上海展伊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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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送货至展伊仓库 （ ）

填写注意事项：

1. 我司同意上海展伊货运代理公司所提供的一切服务皆遵照上海展伊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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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委托上海展伊提供展品进馆服务，必须至少于进馆第一天前 7个工作日将此委托书

传真至上海展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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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____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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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展 伊 货 运 代 理 有 限 公 司
Shanghai Zhanyi Logistics Co.,Ltd

EXHIBITION :
展会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HOW DATE :
展会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ENUE:
展 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HIBITOR:
参 展 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OOTH NO:
展 台 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 OF PKGS:
箱 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内容恳请参展企业仔细阅读并请遵照执行。

六、展览馆设施简介

1.商务中心：提供优质便利服务，如电脑文字处理、电话、传真、复印、电脑刻字和国际互联网服务。

2.贵宾室/会议室：举办各类专业研讨会、新产品推介会等活动。

3.餐饮设施：附设快餐供应点、吧台，提供快餐、点心、盒饭和饮料。

4.小卖部：出售即时贴、美工刀、剪刀、玻璃胶、挂勾等物品。

七、专业观众邀请

组织单位将通过邮件、QQ/微信群等社交软件、网络推广等形式向目标观众发送 30万封邀请函。参

展商如欲邀请各自的客户参观展览会，可将附表填写后交回组织单位，以便及时发送参观券。

八、重要提示

参展商必须在 2019年 4月 15日前付清全部参展费用，逾期未付者，组织单位视其为自动放弃参展

资格，而不予安排展位和布置。

收款单位：汉慕会展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账 号：21661010010000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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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展馆安全消防规定及展馆安全保卫规定

1. 严禁携带易燃易爆、有毒、放射性物品进入展厅，如果有特殊需要必须向展览会保卫办公室申报，批

准后方可带入展厅。

2. 布展期间要安全操作，不出工伤事故，不伤害他人，不得带儿童进入现场。

3. 重、精密展品要向展览会保卫办公室备案，以便采取必要保卫措施。

4. 展览会用电统一管理，不准私自安装。

5. 展览会内严禁明火作业，禁止吸烟，展出期间内展品一律自行看管，如发现展品丢失损坏，要注意保

护好现场，及时报失。如发生各种隐患、火情事故等，除紧急处理外还要及时报告展览会保卫办公室。

6. 参展单位的展品要摆放在展位内，通道处不得堆放物品。包装箱要指定地点堆放，不准乱放。

7. 参展单位不得在展台内存放机密文件，巨款现金。

8. 参展人员携带展品进馆时，需事先到保卫办公室办理手续，并接受门卫检查。

9. 每天闭馆前，各展台要进行安全检查，切断电源。

10. 各参展单位及施工单位要严格遵守“上海展览、展销活动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为使展览会顺利进行，

确保大会圆满成功，请各展台人员认真执行规定。

11. 参展人员必须佩戴由组委会统一发放的各阶段证件，凭证进馆，无证不得进入。

12. 参展商要严格遵守“上海市展览、展销活动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和“上海市展览、展销活动安全保卫规

定”。

13. 展览馆内严禁使用明火和汽油、酒精、稀料等易挥发溶剂进行清洗作业。

14. 展览场地内严禁吸烟，参展工作人员必须服从馆内安全保卫人员的管理。

15. 参展商的贵重物品和小件展品要妥善保管，谨防丢失。

16. 展览馆内严禁使用高温灯具及电热器具，各展位附设电源线均采用双层铜线。未经安全保卫办公室许

可，不得增设电源线或加大负荷。各种广告灯箱庆具有足够的散热孔，悬挂广告的各种载体必须事先

向展览会保卫办公室申报。

17. 展览馆消防栓、安全通道及配电箱不得封堵。不得将灭火设备移位或做它用。

18. 各展台在场馆遗弃的包装材料要及时清除，馆内禁止设置仓库及储藏室。

19. 运送展品的车辆必须按指定地点停放，听从管理人员的疏导和管理。

20. 展览会期间散发的资料，不得有反华内容，散发纪念品、资料要有秩序的进行，不得影响观众参观，

不得影响周围展台和展馆的正常秩序。

21. 携带物品出馆时，必须持展览会统一规定的携物证，经门卫检查后方可带出。

22. 展厅内严禁吸烟，违者由展览会安全保卫办公室处以罚款。

23. 参展人员要按时进入展区，开展时展台内必须有人，清馆时待清场工作人员到达本展区时展台工作人

员方可离馆，否则丢失物品自负。

24. 参展人员必须遵守中国法律，自觉维护展场内的安全秩序。为使展览会顺利进行，确保大会圆满成功，

请各展台人员认真执行本规定。

25. 提示：敬请各参展单位在截止日期前将展览事务回执表回复给组织单位，以免影响正常工作，谢谢合

作！



- 10 -

十 接待预订

展会指定宾馆---截止日期 4月 30 日

尊敬的展商您好！

为了让您在参加我们的展会的同时能有一个舒适、整洁、安全的休息环境，我们将对展

馆附近的酒店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并为各位展商争取到了最优惠和最便利的酒店客房可供大

家选择。

注：展商通过主办单位才能获得优惠房价,主办单位收到展商返回的住宿登记表后将回复

确认,展会期间宾馆内没有会务组，展商凭确认的登记表到前台办理入住。

此价格只适用于展会期间,房间有限，额满为止,为确保有房请提前预定。因宾馆执行前一

天入住客人可第二天 12：00 以前退房的规定，大会在 12：00 前不能保证所有新到人员入住，

请参展人员尽量安排好时间。

注明：电话预定酒店请说 5月 15-17号来光大参加展览会

光大国际大酒店
标准间

人民币 500.00 元/晚/标
准间/天

（含双人早餐 100 元/人）

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 66号

免费宽带上网

光大会展中心隔壁

上勤假日宾馆
标准间

A类：320元/间

B类：300元/间
（含双人早餐 20 元/人）

上海市徐汇区柳州路 431号

无线网免费

该宾馆离会展中心步行 5分钟

拟预定宾馆名称 篇幅不够可自行复印

入住时间 5月 12 日 5月 13日 5月 14日 5月 15日 5 月 16 日 5 月 17 日 5 月 18 日

房间数

费用

合计金额 注意事项 截止日期 2019 年 4 月 30 日

公 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妥后请回复 hanmuzl@vip.163.com

汉慕会展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电 话：021-54720351/57350352

联系人：李剑

mailto:hanmuz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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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特装展台施工申办手续

本届展会组委会指定上海海罗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为主场搭建商，如参展企业自己委托其

他搭建商搭建展位，该搭建商在进馆前必须向上海海罗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办理相关施工手续。

地址：上海市蕴川路 1623弄 3号 901

电 话：021-56801551

联系人：王经理 15316881598

E-mail:1316045376@qq.com

特装展位报到布展流程

光地展商自行或委托搭建公司搭建，必须根据如下流程报馆）

搭建商需向主场运营服务商提供如下材料（截止日期：2019.4.20 日）

顺序 程序 所需提供的资料

第一步 施工单位资

质证明

营业执照复印件（注册资金需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上）(一式两

份)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一式两份)

法人委托书、电工本复印件(一式两份)

第二步 提交相关服

务表格 (一

式两份)

施工管理项目申请表（表一）

特装展位水、电、压缩空气、电话和网络申请表（表二）

特装展位参展商安全责任保证书（光地参展商填写）（表三）

特装展位搭建委托书（光地参展商填写）（表四）

特装展位施工安全保证书（搭建商填写）（表五）

展览施工管理处罚规定（搭建商填写）（表六）

第三步 提交展台设

计方案

彩色效果图：一式 2份纸质文件并同时发送电子版文件

展台平面图：一式 2份纸质文件并同时发送电子版文件，需标

注尺寸及相邻展位号及机器摆放位置（如有）；

展台立面图：一式 2份纸质文件并同时发送电子版文件，需标

注展台高度；

展台施工图：需标注尺寸及吊点位置（如有），一式 2份纸质

2019 年 4 月 20 日前，至上海海

罗展览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报馆、

交纳相关费用 。4 月 20 日后报

馆加收 30％的加急费。

报馆资料：1316045376@qq.com

装修展位：5 月 13 日 09:30-16:30

标准展位：5 月 14 日 08:30-16:30

凭入展确认书至现场登记窗口报

道（2 号门/3 号门）

领 取 参 展

证、资料，

进馆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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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及电子版；

电路图：需标注清楚电箱位置以及电路走向，一式 2份纸质文

件及电子版；

展台搭建所用材质说明；

双层展台（如有）：需提供相关资质设计院审核章和国家一级

注册结构工程师印章及审核报告

第四步 主场运营出

具订单

主场运营服务商将通过 Email 的方式，根据所提交的相关材料

为参展商或搭建商出具订单。

第五步 参展商或搭

建商确认

参展商或搭建商收到订单后，需将订单签字并 Email 至各馆负

责人处，并根据订单上的金额和银行信息安排付款，如通过电

汇方式，则请将汇款底单扫描并同时 Email. 为了便于开具发

票及所提交的押金的及时退回，请在 Email 中注明如下信息：

1、开具发票抬头；

2、退押金信息：公司名称、银行名称、帐号、12 位大额支付

码、联系人电话及手机；

3、汇款方名称（公司或个人）。

第六步 现场确认 确认款项到帐后，完成订单确认，所预订项目将在现场提供。

备注：

1) 特装展台参展商或搭建商必须在 2019 年 4 月 20 日前回复审图文件，2019 年 5 月 10

日前至主场运营服务商处办理报馆手续。并需同时全额缴纳施工管理费、施工证件费、

施工车证费、水源、电源及压缩空气费、施工押金等费用后方可进场施工，否则将不

予进馆。

2) 逾期提交的订单可能因展馆储备不足而无法提供服务。

3) 请在往来邮件或文件中注明展位号及参展商名称，以便于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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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一：施工管理项目申请表

截止日期 2019年 4月 20日

展会名称：

参展商名称：

联系人： 手机：

电话： 传真：

展馆号： 展台号：

名称及描述 单价(人民币) 数量 合计（人民币）

场地管理费 36.00 元/平方米

保险费 30.00 元/人

施工证 60.00 元/人（提供拍照办理）

灭火器 60 元/个/租/展期

进馆布撤展车证 80.00 元/车（2小时）

施工押金

≤36 平方米 5000 元

36 平方米以上 10000 元

总计（人民币）：

姓名 请打印此表格，同时返回到如下地址：

上海市蕴川路 1623 弄 3 号 901

上海海罗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021-56801551 15316881598

联系人：王经理

邮 箱：1316045376@qq.com

邮箱

电话

展位号

发票抬头

为确保及时有效的联络，请完整填写以上内容。并保存复印件存档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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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二：水、电和压缩空气及网络申请表
截止日期 2019年 4月 20日

展会名称：

参展商名称：

联系人： 手机： 电话： 传真：

邮 箱： 展馆号： 展台号：

名称及描述 单价(人民币) 数量 合计（人民币）

展期电源

15A/380V 1760.00

30A/380V 2200.00

40A/380V 3200.00

60A/380V 4000.00

100A/380V 5200.00

150A/380V 8000.00

200A/380V 12000.00

15A/380V/24h 2600.00

30A/380V/24h 3000.00

40A/380V/24h 3600.00

60A/380V/24h 4800.00

100A/380V/24h 6000.00

150A/380V/24h 12000.00

200A/380V/24h 16000.00

压缩空气接驳

中央空压器 4匹以下 /展期 2400.00
中央空压器 4.5匹以上，最大 10匹 /展期 每增加 0.5匹，

加 RMB260.00
中央空压器 4匹以下/24h /展期 2600.00
中央空压器 4.5匹以上，最大 10匹/24h /展期 每增加 0.5匹，

加 RMB660.00

水力接驳

给排水（含机器循环水） /个·展期 2400.00

展厅通讯/网络设备服务

宽带上网（共享上下行 2M） /条·展期 3500.00
电话 国内长途（押金 1000） /条·展期 1100.00
电话 国际长途（押金 1000） /条·展期 1540.00

延时服务

延时服务（24:00前） /展位/小时 1100.00
延时服务（24:00后） /展位/小时 2200.00

总计

请将此表格 Email：1316045376@qq.com 至上海海罗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021 -56801551 传真：021- 56801551

馆 号 邮 箱： 电话： 联系人：

___号馆 1316045376@qq.com 15316881598 王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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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三 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 （光地参展商必须提交）

截止日期 2019年 4月 20日

回至 : 主场运营服务商-----上海海罗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请用正楷填写

1. 参展单位

单位名称：

联 系 人： 手机电话：

电 话： 传 真：

邮 箱 号： 展 馆 号： 展台号：

我公司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参展单位，搭建面积 平方米，展位长

米，宽 米。现委托 公司为我公司特装展台搭建商，且证明：

1、该搭建公司经考察审核合格后确认为本展位唯一指定搭建商，且具有搭建资格；

2、该搭建公司已同本企业签订相关搭建合同，确保展台安全施工及正常运行；

3、我公司已明确组委会施工管理相关安全细则，并通知我公司指定委托搭建公司在现场确保施工安全；

4、配合组委会主场服务商队展台进行安全监督，如违反场馆相关施工安全规定，组委会有权对展位进行

处罚；

5、对搭建商进行监督，若违反组委会施工管理相关规定，组委会有权追究我公司及我公司指定搭建商一

切责任。

参展单位 （盖章）：

代表授权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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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四 展商安全责任保证书 （参展商填写提交）

截止日期 2019年 4月 20日

返回至 : 主场运营服务商-----上海海罗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请用正楷填写

1. 参展单位

单位名称：

联 系 人： 手机电话：

电 话： 传 真：

邮 箱 号： 展 馆 号： 展台号：

一、 本公司已仔细阅读此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并向主办单位和主场运营服务商及上海光大会展

中心保证严格遵守此规定。

二、 本公司承诺将委托具有施工资质的搭建公司为本次展会施工单位，并严格遵守施工管理规

定，安全施工作业。

三、 本公司将于 2019年 4月 20日前将光地展位设计图（表明长、宽、高尺寸，展位号、参展公

司名称）及展位效果图提交主场运营服务商备案。如果展位设计不符合要求，主场运营服务商有

权要求更改设计。

四、 本公司将于 2019年 4月 20日前向主场运营服务商报批施工图，包括效果图、平面图、立面

图、电路图、电箱位置图、施工细部结构图（所有图纸均须标明尺寸、所有结构材料的规格尺寸

及展位号、参展公司名称）、多层和复杂结构展台以及室外展台须提供展台细部结构图（加盖国

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印章及其所在建筑设计院审核章）、参展商签字盖章的展台施工安全责任

书确认回执、特殊工种复印件等文件。

五、 因违反施工管理规定，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和责任，由施工单位负责，并承担由此给主办

单位、主场运营服务商和场馆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

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确认回执

本公司所委托之施工单位名称：

本公司所委托之施工单位地址：

施工单位负责人： 电话： 手机：

参展公司名称： 展位号：

参展单位负责人签字： 电话： 手 机：

参展单位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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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五 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保证书 （搭建商填写提交）

截止日期 2019年 4月 20日

回至 : 主场运营服务商-----上海海罗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根据上海市和上海光大会展中心的有关规定，为做好的安全保卫工作，所有展商委托的搭建商必须签

订展期内的安全责任保证书。请各搭建商认真阅读并在以下保证书上签字盖章。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

本公司受 公司委托，负责 展位的搭建管理工作，并

全面负责展位搭建安全工作。

严格遵守《上海市大型社会活动安全管理条例》、《上海市展览、展销活动消防安全管理暂行规定》、《上

海光大会展中心展览施工管理规定》、以及其它相关规章制度，服从上海光大会展中心主管部

门的施工管理和监督检查，保证展台和人身安全。

1、施工前应按照上海光大会展中心有关规定办理施工资质登记备案、施工图纸报审等手续，并交纳

相关费用。

2、施工现场的安全和防火由施工单位负责，施工单位须确定一名施工现场安全负责人，全面负责施工现

场的安全、防火工作。

3、展台结构必须牢固、安全，搭建材料应使用难燃或阻燃的材料，禁止使用弹力布和针棉织品做装饰材

料。

4、展台结构严禁在展馆顶部、柱子、二楼围栏及各种专用管线上吊挂、捆绑，所有结构应和展台自身主

体结构连接。严禁利用展馆顶部网架作为吊装展台结构的工具。

5、馆内搭建二层或结构复杂的展台以及搭建馆外展台时须提供展台细部结构图并加盖有相关资质设计院

审核章和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印章及审核报告。从设计到施工应充分考虑展台的安全性，确保搭

建展台各连接点及展台整体结构的牢固性。

7、搭建二层展台必须设置年检合格的灭火器。

8、展台结构不准遮挡展馆内的消防设施、电气设备、紧急出口和观众通道。搭建地台必须于展位范围内

部地台边缘处设置缓坡通向公共通道，防止地台与地面的落差造成人身伤害。展馆防火卷帘门下不得

搭建任何展架、展台、整体地台及堆放各种货物，防火卷帘门所处的展馆立柱严禁采取任何形式的包

裹及遮挡，保证防火卷帘门升降畅通。

9、特别注明：特装搭建不得超过限定高度：室内展台:限高 4.5米。

10、展馆吊挂作业属于一般高空作业三级（15-30m）,有吊挂需求的展台须自备专业高空作业设备，并配

备专业高空作业人员，在申报过程中备案特种作业操作证（高空作业），吊挂作业由施工单位自行完

成，

责任自负。

11、室外搭建的展台要做好防风措施，确保展台结构的强度、刚度、稳定性以及局部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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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使用玻璃材料装饰展台，必须采用钢化玻璃，要保证玻璃的强度、厚度（幕墙玻璃厚度不小于 8mm），

玻璃的安装方式应合理、可靠，必须制作金属框架或采用专业五金件进行玻璃安装，框架及五金件与

玻璃材料之间要使用弹性材料做垫层，确保玻璃使用安全。大面积玻璃材料应粘贴明显标识，以防破

碎伤人。若使用玻璃地台，则结构支撑立柱、墙体必须固定于地台下方，不得直接在光滑玻璃面上方

搭设展台结构。

13、展台搭建材料的选用要符合国家有关部门关于临时性建筑的材料用法标准并结合展览会的特点合理

选材，选材时应符合国家环保要求。

14、馆内严禁吸烟。展台施工不得使用易燃、易爆物品，禁止明火作业。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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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平面开放面积，以确保展台的消防安全性。

16、展台施工人员应佩戴证件进场施工，严禁证件不符和倒证现象的发生，专业技术人员须持上岗证施工。

17、施工单位在施工时，应随时清理施工垃圾等各类废弃物品，搭建展台的材料应在本展位内码放整齐，

严禁占用消防通道，保持馆内通道畅通。不得在馆内私自设置存放物品的仓库，或在公共区域存放展

台材料、施工工具，否则，施工办有权采取没收处理，并保留扣除施工押金的权利。

18、严禁使用霓虹灯作为展台装饰照明。照明灯具等各种用电设施及材料应具有国家专业安全认证，应按

照北京市电气规程标准施工、安装、使用。电器连接安装应使用双层绝缘护套线，连接端子必须完全

封闭并加盖绝缘盒，不得裸露。

19、上海光大会展中心提供的 24小时供电，不能作为不间断电源使用。

20、施工单位不得动用展馆配电箱、水源、气源等固定设施。室外安装灯具、插座、配电盘等应选用防雨

型，室外用电设备应有可靠防雨措施。

21、展览会开幕后，施工单位须留现场安全负责人及专职人员现场值班，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22、撤馆时，施工单位须将所有搭建材料全部撤出展馆并清运干净，严禁堆放在展位或展览中心院内。

23、施工办公室保留对特殊情况实行特别限制的权利。施工办管理人员有权进入展台进行检查。

24、施工单位在进馆施工、撤馆以及运输过程中因违反上述规定，所造成的人员伤亡、火灾及场馆建筑物

设施损坏等一切安全责任事故，由施工单位负全部责任，并承担由此给上海光大会展中心造成的所有

的名誉及经济损失。

本人已仔细阅读此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并保证严格遵守此规定。

公司名称：

负责人签字： 手机：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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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六：展览施工管理处罚规定（搭建商填写提交）

截止日期 2019年 4月 20日

施工单位及施工人员违反管理规定，致使施工的项目、展台在施工中、展出中、撤展中

以及运输过程中，发生倒塌、人员伤亡、火灾等一切安全责任事故，施工单位负全部责任，

并承担法律责任以及由此给展览馆、主办单位以及主场运营商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及名誉损

失。主场运营商（上海海罗展览服务有限公司）视情节轻重将对施工单位给予警告、扣除全

部施工押金并在行业内给予公示等处罚。

为确保展览会施工安全有序的顺利进行，加强和规范展览会施工秩序，保障人民生命和

财产安全，凡进入展览馆进行展览施工的单位和企业自觉遵守展览会各项规章制度，签定《展

台施工安全责任书》并严格执行，同时接受如下处罚规定：

序号 内 容 罚款额度（RMB）

1 未经书面许可，私自接电，一经发现，除补交电源接驳费外，并处罚款

2000 元。

2000

2 未经书面允许，在展览馆内动用明火作业，没收其作业设备，并处罚款

2000 元以上。

2000 以上

3 施工单位连接水源的设备设施造成任何泄漏的行为和结果，除赔偿由此给

场馆带来的损失外，并处罚款 2000 元以上。

2000～5000

4 展台搭建出现结构失稳等重大安全隐患，要求立即设置隔离区域，进行整

改，并处罚款 2000-5000 元。

2000～5000

5 阻塞消防通道、消防卷帘门、紧急出口、消防设施、公共通道、配电柜以

及摄像头等，要求进行拆除整改，并处罚款 2000-5000 元。

2000～5000

6 违反电气安装施工规范、无有效证件从事电气施工操作等，要求立即停止

施工操作，并处罚款 2000-5000 元。

2000～5000

7 展台搭建使用各种可燃纺织物品、木质结构未刷防火涂料，要求立即整改，

并处罚款 2000-5000 元。

2000～5000

8 使用禁用电料（霓虹灯、高温碘钨灯、高温石英灯、平行线、麻花线等），

违反电工操作规定，制止其施工行为，并处罚款 1000-2000 元。

1000～2000

9 展厅内调漆、喷漆、刷漆等违反北京市展览展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

要求其立即停止，并处罚款 1000-2000 元。

1000～2000

10 展台施工使用易燃、易爆物品（稀料、酒精等），要求停止其施工行为，

并处罚款 1000-2000 元。

1000～2000

11 使用电锯、电刨、电切割等工具作业时，出现火花现象的行为，要求其立

即停止作业，并处罚款 1000-2000 元。

10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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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向馆内地沟倾倒废油等废弃物者。 2000～5000

13 背靠背展台与相邻展位间的结构高于对方展位，但背部未做遮盖者。 1000～2000

14 展台搭建超过规定高度，要求立即整改，拒不整改者。 1000～5000

15 搭建展台及各种活动布置利用展馆顶部、墙面、柱子、栏杆、门窗及各种

专用管线吊挂、捆绑、钉钉、粘贴等，要求立即进行整改，并处罚款 1000

元以上。

1000 以上

16 施工时阻塞展厅通道，防碍他人通行，劝阻无效，对施工单位处以罚款

1000-5000 元。

1000～5000

17 撤展时，野蛮拆卸展台、推倒展台及搬运物品时造成地面损伤等，要求立

即进行整改，并处罚款 1000～5000 元。

1000～5000

18 撤展时，私自将展台结构卖于收购的个人及单位进行拆除的行为，对施工

单位处以罚款 1000-2000 元。

1000～2000

19 撤展时，施工垃圾为清理或未清理干净或未验收，将在施工押金中扣除

1000-5000 元的违约金。

1000～5000

20 对展馆和主场运营商工作不予配合的施工单位，视情节严重处罚款 2000

元以上。

2000 以上

21 施工期间未按规定佩带安全帽，对施工单位处以每人 200 元罚款。 200 元/人

备注：

1. 以上罚款将在施工押金中扣除。

2. 违反规定接到通知后拒不进行整改的单位，主场搭建单位有权采取措施停止其展台施工，

并扣除全部施工押金。

搭建公司名称（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手机：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请将此表格 Email：1316045376@qq.com至上海海罗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021 -56801551 传真：021-56801551

馆 号 邮 箱： 电话： 联系人：

___号馆 1316045376@qq.com 15316881598 王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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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自驾车

1、外省市客车通行基本无限制，但每天早 7 时至晚 19 时外省市号牌小客车不得上高架桥，其它道路

可正常行驶。

2、所有货运车辆需要进入展馆的，到漕仪停车场（漕宝路 1265号）办理“临时进馆证”；外省市车

辆还需同时办理“外地货运汽车通行证”，两证缺一不可，否则沿路交警将给予处罚。办理“临时进馆证”

请与承办单位联系（联系人：蔡先生 18121036789/13524272190）。“外地货运汽车通行证”办理地点：

南方停车场（上海市闵行区银都路 2889 号，电话：64581171），北方停车场（上海市普陀区真南路景泰

路 1189 号），西部停车场（上海市长宁区真南路景泰路 1189 号，电话：52183457）。

3、外省市车辆参展期间可行至漕虹停车场，漕虹停车场地址：上海漕宝路 1009 号 （距展馆 2 公里）。

联系人：郭建民（手机：13564183815） 停车收费标准：24 小时内，2 吨以下（含 2吨）20 元/次

/天；2吨—5 吨（不含 5 吨）40 元/次/天；5 吨以上 50 元/次/天。

4/上海市区路况：上午 7时至 9 时，下午 15 时至 18 时，是车辆行驶的高峰时间，交通拥挤，请避开

此段时间进馆。上午 7 时前到达的进馆车辆可临时停靠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车道内，等待进馆卸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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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铁分布图

1、到地铁站从 1 号口出来，左转一直走，5,6 分钟左右即可到达展览馆光大会展中心

2、办理《外省市货运汽车通行证》的其它地点

（1）安江停车场华江支路 369 号近曹安路

（2）鑫宇停车场龙吴路 2590 号近华济路

（3）真北停车场真北路 2525 号

（4）真光停车场真光路 1475 号

（5）南浦大桥停车场南浦大桥上引桥下

（6）三泉停车场三泉路场中路南侧断头路

（7）大桥停车场控江路 1057 号近黄兴路

（8）逸仙停车场逸仙路 1191 号

（9）西部停车场绥宁路 681 号

（10）可的停车场真南路 1541 号

（11）曹安停车场曹安路 1936 号

（12）百畅通停车场绥宁路 628 号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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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标准展位家具及照明租赁申请表及图例

编号 名称 规格（mm） 单位 RMB.元/一个展期 备注

A-1
咨询桌

1000*500*800 张 120
INFORMATION COUNTER

A-2
锁柜

1000*500*800 只 160
LOCKABLE CUPBOARD

A-3
洽谈桌（斜边）

660*660*710 张 80
SQUARE TABLE

A-4 方桌/ABLE 740*740*800 张 100

A-5 茶几/EA-TABLE 600*600*700 只 100

A-6
圆桌

φ720*740 只 100
ROUND TABLE

B-1
40 型折椅

把 30
40 FOLDING CHAIR

B-2
会议椅

把 70
CONFRENCE CHAIR

B-3 办公椅/FFICE CHAIR 把 90

B-4 吧椅/AR CHAIR 把 120

C-1
低玻璃柜

1000*500*1000 个 240
LOW GLASS CUPBOARD

C-2
高玻璃柜

1000*500*2200 个 420
HIGH GLASS CUPBOARD

C-3
A 玻璃柜

1000*500*2000 个 550
A GLASS CUPBOARD

C-4
B 玻璃柜

500*500*2000 个 350
B GLASS CUPBOARD

D-1
低展台

500*500*500 个 80
LOW SHOWCASE

D-2
高展台

500*500*1000 个 100
HIGH SHOWCASE

E-1
1 米白色展板

1000*2500 块 100
1M WHITE BOARD

E-2 折叠拉门/OLDING DOOR 1000*2000 扇 120

E-3

搁板（A）（B）
1000*260 块 40

SHELF（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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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 衣架（A） 个 100

展具租赁联系人：王经理 电话：15316881598

*若您需要更多家具款式，请直接与我们联系。阻燃地毯的颜色请向我司垂询。

*延迟订单：超过 2019 年 4 月 20 日，家具租赁将收取 50%加急费；取消订单，我司将只退还租赁费的 50%

*请在收到上海海罗展览服务有限公司给您的付款通知后付款。

*请将家具摆放的位置图连同订单一起传真给我们，以便我们可以按照您的要求布置展台。

申请单位
联系人 公司名称

电话 传真

展位号 电子邮箱
日期 签署及公司盖章

编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RMB 元/展期 备注

E-5
衣架（B）（固定）HANGING RAIL

个 80

E-6
框架结构/STEEL SIRUCTURE

250*250*1000 个 80

E-7
资料架/BROCHURERACK

个 80

E-8
网格片/WIREMESH

个 120

F-1
日光灯/FLUORESCENT

盏 80

F-2
长、短臂射 LONG、SHORT SPOT LIGHT

盏 80

F-3
金卤灯/HALOGEN FLOOD LIGHT

盏 150

F-4
插座/SOCKET

只 40

F-5
开关箱/POWER POINT

只 100

F-6
42 寸液晶电机/TV

台 1200

50 寸液晶电机/TV
台 2000

F-7 冰箱单门/REFRIGIRATOR
台 500

冰箱双门/REFRIGIRATOR
台 800

F-8
饮水器/DRINKING FOUNTAIN

台 100 押金 1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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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标准展位家具及照明租赁申请表及图例

展馆路线图

特别提示：有货车的企业必须通知货车司机先到曹怡停车场排队领证，领证后

即可到上海光大会展中心（漕宝路 88号）布展或者撤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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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会刊公司简介及模板

会刊登记表---回复 hanmuzl@vip.163.com

会刊公司简介及模板

会刊既是参观指南又是一本日后有价值的参考手册。

* 为保证您公司的介绍能刊登在会刊上，请务必于截止日期前将此表回执主办单位办公室。否则，主办

单位只能将现有的资料输入会刊。

* 主办单位对展商所供资料的准确性概不负责。

注： 公司中英文名称是现场模板由我们统一制作

公 公司名称（中文）：

公司名称（英文）：

地址/Add:
邮编/P.C.：

电话/Tel：

传真/Fax：

电邮/E-mail：

网址/Wed：

备注：公司的产品、业务简要说明，限 300-500字以内，只接受电子版格式文稿，恕不

接手稿、PDF、JPG图片格式。截止日期：2019年 4月 30日

mailto:hanmuz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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