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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参展商：

为了更有效的协助您完成参展筹备工作，我们编写了这本《参展商手册》。请务必仔细阅读

本手册，了解其中的服务信息，并按照要求和您自身的需要填写服务表格。在指定截止日期前与

展会各服务机构联系，办理落实相关参展事宜。

请务必在展览期间携带本手册以便参阅。

我们衷心感谢您的大力支持与合作，期待与您相聚北京！

如有任何疑问，欢迎致电主办方

北京海闻展览有限公司
电话：0086-10-6865 9227 / 6865 9226

传真：0086-10-8868 0811

邮编：100040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乙 18号院万达广场 C座 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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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总则

一、综合资料

（一）展览会名称

第六届中国（北京）国际矿业展览会

时间：2019 年 5 月 29 日—31 日

地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地区裕翔路 88 号

（二）展商报到

参展商应持《布展通知书》及个人名片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28 日到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南登

录厅展商接待处办理报到手续并领取参展代表证。

报到地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北京市顺义区天竺地区裕翔路 88 号）

（三）展期安排

日 期 时 间 工作安排 地 点 备 注

5月 27日

星期一

8：30—17：00 展商报到，领取参展证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南登录厅/东登录厅

凭证入馆

8：30—17：00 展台搭建，展商布展

5月 28日

星期二

8：30—17：00 展商报到，领取参展证

8：30—21：00 展台搭建，展商布展

5月 29日

星期三

8：30 开馆，参展商及工作人员入馆

9：00—9：30 开幕式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9：00 专业观众入馆参观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16：30 闭馆，展商及工作人员离馆

5月 30日

星期四

8：30 参展商及工作人员入馆

9：00 专业观众入馆参观

16：30 闭馆，展商及工作人员离馆

5月 31日

星期五

8：30 参展商及工作人员入馆

9：00 专业观众入馆参观

16：00 闭馆

16：00—21：00 撤展

特别说明：本次展会的布展工作必须在 2019 年 5 月 28 日 21:00 前完成，如需加班，请于加班当日 15：

30 前书面申报至主场搭建商，晚于 16：00 的申请将加收 30%加急费用；除布展最后一天，加班不得补报，

晚于 15：30 提交加班申请的不予受理。（注：加班费用 24:00 之前 3000 元 /展台（100 平米以内）/2 小

时，24:00 之后 6000 元/展台（100 平米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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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览会服务机构

◆ 大会组委会：北京海闻展览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乙 18 号院万达广场 C 座 1709

电 话： (+8610) 6865 9227 / 6865 9226

传 真： (+8610) 8868 0811

联系人： 崔先生 牛女士

邮 箱： haiwen2002@126.com

◆ 大会举办场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地 址：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地区裕翔路 88 号

电 话： (+8610) 8046 8265

联系人： 徐 堃

◆ 大会标准展位搭建商：北京宏腾牛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顺义区高牌楼村

联系人：刘万军 13611378963

邮 箱： 809969725@qq.com

◆ 大会指定特装搭建服务商与展具租赁：新世万豪企业形象策划（北京）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6 号国展商务中心 3 层 303 室

电 话：(+8610) 5842 6391

联系人：田一 (+86)137 0129 7996

张宏亮(+86)137 1862 4812 （展具租赁、喷绘制作）

邮 箱： xinshiwanhao@163.com

注：所有特装展位搭建、用水、用电及租用展具的展商请于 2019 年 5 月 5 日前与大会指定特装搭建服

务商联系。

金点国际展览展示（北京）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通州区万达广场 A 座 2016 室

电 话： (+8610) 5332 2585 (+8610) 6056 8552

邮 箱： jindianexpo@163.com

联系人： 江先生 (+86)186 1165 5559 高小姐 (+86)186 0093 3952

◆ 大会指定运输商：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五区仟村商务楼 A 座 1009-1010 室（100029）

联系人： 苏国盛先生（国内）（+86）13810871268 徐冬云女士（国际）（+86）1331146653

电 话： 8610-64430847，64430849

传 真： 8610-64430846

邮 箱: dumi@vip.sina.com
◆ 大会指定酒店及接待服务商：北京天信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 班小姐 (+86)138 1133 0001
电 话: (+8610) 8451 6566
邮 箱: betty@tstexhibition.com

mailto:xinshiwanhao@163.com
mailto:dumi@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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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馆位置及交通

地点：北京市顺义区天竺地区裕翔路 88 号

乘车路线：
从首都国际机场至展馆

步行至首都机场（2 号航站楼）站，乘坐空港 1 路，至机场道口站，乘坐顺义 22 路，在新国展站下车。

从北京站至展馆

步行至北京站前街站，乘坐 24 路，在左家庄站下车，乘坐 942 路，小桥站下车即到。

从北京西站至展馆

步行至北京西站，乘坐特 2 路，在东直门北站下车，步行至东直门外站乘坐 942 路，小桥站下车。

从北京南站至展馆

乘坐地铁 4 号线（天宫院方向），至角门西站，换乘地铁 10 号线（外环），在三元桥站下车（D 口出），

乘坐 942 路，小桥站下车。

从市内至展馆

乘坐地铁 2 号线至东直门站 / 地铁 10 号线至芍药居站，换乘地铁 13 号线，到达望京西站，换乘地

铁 15 号线，到达国展站。

自驾车至展馆

1、京承高速-后沙峪出口-火沙路-罗马环岛-裕翔路-安华大街-进入新国展；

2、京顺路-马连店路口-进入新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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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馆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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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会搭建指南

（一）标准展位搭建

1、大会组委会提供给参展单位的标准展位包括：展板（2.5m 高）、楣板、地毯、两只射灯、一张洽

谈桌、两把折椅、一个电源插座，废纸篓、安保服务及公共责任险。参展单位如需另增展具与其他服务需

另行申请租赁。

A：标准展台示意图：

B: 精装展台配置及示意图：

精装展位配备：展板（2.5m 高）、桌花、楣板制作(1m 高，中英文公司名称和展台号)、地毯、两只

射灯、一张咨询桌、四把椅子、一张洽谈桌、一个 500W／220V 单相电源插座、废纸篓、一间储藏室（12

平米及以上展位配备）、安保服务和公共责任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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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展位的展商在布置自己的展台前，必须进一步履行大会指定承建商提出的以下条款：

（1）任何装饰、展品或海报在未经运营允许的情况下不得粘贴或悬挂在展馆屋顶或其它任何位置（吊

点使用除外），不得在展馆地面、墙壁、或其它任何位置钉钉或钻孔；不得使用胶水及带破坏性的胶带、

粘附性的纸、螺丝钉、铁钉或金属尖钉及油漆等；如有参展商违反以上规定，必须对此所产生的所有纠纷

负全部责任。

（2）参展商请自行准备用于固定的辅助性大头针或胶带。

（3）主办单位及展馆有权拆除任何未经批准或违反相关规定的搭建物或结构物，一切费用由展商承担。

3、参展商或其他承建商如要安装灯光及接驳电源作展位装修用途，须咨询展会主场搭建商。

4、参展商必须负责保持展位设施及所租用物品完整无损，如有损毁须自行承担赔偿责任。

（二）特装搭建及审批

1、展览会指定搭建商

新世万豪企业形象策划（北京）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6 号国展商务中心 3 层 303 室

电 话：(+8610) 5842 6391

传 真：(+8610) 8436 4807

联系人： 田一 (+86)137 0129 7996

张宏亮(+86)137 1862 4812 （展具租赁、喷绘制作）

邮 箱： xinshiwanhao@163.com

2、搭建须知

1) 参展商租用光地自行搭建的，可直接委托大会指定承建商，也可自行选择其他承建商。

2) 用于展台搭建和内部装修的材料必须是阻燃材料及难燃材料并配备必要的消防用品及措施；展台吊顶面

积不应超过展台总面积的一半，若全部使用吊顶，须在吊顶内部加装感应消防系统。

3) 展台挡板后及其他专用服务区内不能存放包装材料或宣传品，展馆内部及周边的消防通道必须保持畅通

无阻，展台挡板与展馆墙壁之间距离不得小于 60 公分。

4) 不得在岛式展台（四开面展台）的任何一边搭建一整块墙板（不包括岛式展台里的内部分隔墙）；任何

展台结构或展品都不得超出展位边界。包括：参展单位的公司名称、标志灯箱和海报等。

5) 展台的设计及制作应该严格参照展览场馆的技术参数，展台搭建不得超过规定高度：室内展台限高 5

米；室外展台限高 4.5 米；如需吊挂条幅、旗帜，须提前向展馆申报，每吊点重量须控制在 50kg 以内，

获得同意后方可吊挂，吊挂物品严禁与展台结构相连；吊挂物品的投影位置应处于本展位之内，严禁在

通道上方吊挂各类条幅、旗帜。

6) 自行搭建的展商在搭建、布展或拆卸展台时，不得使公共区域受阻或在此丢放垃圾，保持展位清洁。

7) 参展商如需租用租赁表格内未列出之物品，可向展会主场搭建单位申请租赁。

8) 光地展台的设计、搭建、拆除及用水用电事项必须遵守政府有关消防方面的法规和条例；请此类展商务

必于 2019 年 5 月 5 日前准时将设计图、施工方案以及水电申请表传至新世万豪企业形象策划（北京）

有限公司办理，并交纳相关费用及安全押金。5 月 5 日以后办理施工报批手续的加收 30%费用。现场加

收 80%。展台押金于展会结束 30 个工作日内凭展台施工押金退还确认单退回。

mailto:xinshiwanhao@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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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装审批

1）搭建商报批施工手续时应该准备以下资料：

展会搭建时间 2019 年 5 月 27-28 日、开展时间 29-31 日。

 展品及施工车辆进馆和撤馆时都必须办理车证，并写明时间及进出馆次数。

 填写《展览会展台施工申请表（新馆）》及《展览会水、电、气申请表（新馆）》。

 展台施工图纸，其中包活：展台设计效果图、平面图、立面图、电路图（必须标有展位号和电箱位置）、

施工细部结构图等各两份、电子版一份（所有图纸均须标明尺寸及所有结构材料的规格尺寸）。

 多层或复杂结构展台以及室外展台须提供展台细部结构图及结点详图，加盖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注

册章及其所在建筑设计院审核章，并附结构安全审核报告。

 施工单位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展馆仅做备案使用），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是

法人的须要法人委托受权书，并加盖公章。

 电工证复印件，电工必须穿绝缘鞋，如有高空作业，还需提交高空作业证及安全帽和安全带(安全帽和

安全带须带到现场办公室查验)。每 18 平米展台要配 2 个灭火器，54 平米以上的需配 4 个灭火器。

违反现场规定的和安全处罚规定的必须罚款。

 由施工单位法人委托授权人签定《展览会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并加盖公司公章。

 撤离时必须把展台清扫干净、经现场人员看过签字确认后方能退押金。退押金时间为展会结束 30 个工

作日内，凭押金条（或汇款底单）并确认签字。

2）特装展位布展流程

2019 年 5 月 5 日前，至新世万豪公司

进行报馆、交纳相关费用。超过 5 月

5 日以后报馆加收 30％的费用，现场

报馆加 80％的加急费

2019 年 5 月 27 至 28 日，

凭《布展通知书》至展览

中心（新馆）东/南登陆厅

报道

领取参展证和相关

资料，进馆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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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装展台报馆流程

参展商或搭建商需向主场运营服务商提供如下材料（截止日期：2019 年 5 月 5 日）

第一步 提交施工单位资质证明（注册资金需 50 万元人民币以上）

1：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 2 份； 2：电工证复印件 2 份； 3：所有表格 2 份； 3：各种图纸 2 份；

第二步 提交相关表格和材料

法人委托书（搭建商填写）（附件一） 需提交原件并加盖公章

展览会展台施工申请表（搭建商填写）（附件二） 需提交原件并加盖公章

展商、搭建商加班申请表（搭建商填写）（附件三） 需提交原件并加盖公章

特装展位搭建委托书（光地搭建商填写）（附件四） 需提交原件并加盖公章

特装展位施工安全保证书（光地搭建商填写）（附件五） 需提交原件并加盖公章

特装展位参展商安全责任保证书（光地搭建商填写）（附件六） 需提交原件并加盖公章

双层展台施工安全保证书（搭建商填写）（附件七） 需提交原件并加盖公章

展览施工管理处罚规定（搭建商填写）（附件八） 需提交原件并加盖公章

施工管理项目申请表（搭建商填写）（附件九） 特装展位必填

展览会展台水、电、气申请表（搭建商填写）（附件十） 特装展位必填

展台施工押金退还确认单（搭建商要在撤馆时带上，撤馆后经主场签字后方可退还全部押金）（附件十三）

展览会施工车辆登记表（搭建商填写）（附件十四）

第三步 提交展台设计方案（所有图纸均需标注展位号及参展商名称）

1．彩色效果图：一式 2 份纸质文件及电子版

2．展台平面图：一式 2 份纸质文件，需标注尺寸及相邻展位号；

3．展台立面图：一式 2 份纸质文件，需标注展台高度；

4．展台施工图：需标注尺寸及吊点位置（如有），一式 2 份纸质文件及电子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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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填写表格一至十一：每张各两份

第四步 主场运营出具订单

主场运营服务商将通过邮件或传真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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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将订单签字并发邮件或传真至各馆负责人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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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邮件至 xinshiwanhao@163.com 或传真。

为便于开具发票及所提交押金的及时退回，请在邮件或传真中注明如下信息：

1．开具发票抬头；

2．退押金信息：公司名称、银行名称、账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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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款项到账后，完成订单确认，所预订项目将在现场提供。

5 月 5 日以后办理施工报批手续及电量的加收 30%费用，现场加收 80%

4）表格及材料（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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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展品运输指南

（一）展品运输守则

1、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办理外埠车辆进入北京市区通行证（临时）手续规定：进入六环路（不含）

以内道路行驶的，须凭以下证件：身份证、驾驶证、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和经本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确认车辆符合环保要求的凭证，到进京检查站办

理“北京市区通行证”。

货车在六环内的通行时间是 0：00-6：00 之间。

具体车辆限号请根据北京交管局发布的北京实施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为准，请展商

自行查询。

此外，持有进京通行证的非本市进京载客汽车，工作日 7 时至 9 时、17 时至 20 时两个时段，禁止在

五环路（含五环）以内道路行驶；持有进京通行证的非本市进京载货汽车，6 时至 24 时禁止在六环路（不

含）以内道路行驶。如遇特殊情况，北京市实行交通管制，请按北京市交通管理局的限时规定执行。

2、展品车辆（货车）限于展览会布展和撤展期间安全有序的由北门入场，展出期间禁止入场。

3、非经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允准，不得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内停泊过夜。

4、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车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将有权进行相应处罚。

5、存储和运送展品的纸板箱、板条箱、箱子、包装材料和集装箱不得存储在展馆内。参展单位必须

通过指定运输单位预先安排存放这些物品。

6、不办理集装箱存放手续，不按期交费的集装箱，将按废弃物处理。

7、严禁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门厅、序厅使用叉车。

8、携带货物上下楼，只准使用货梯，严禁使用扶梯。

9、在展厅施工时，任何货物及包装箱均需用液压车、推车搬运，严禁在地面拖拉。

（二）国内展品运输及收费

尊敬的参展商：

欢迎您参加于 2019 年 5 月 29 - 31 日（布展时间：5 月 27 - 28 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国

展）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北京）国际矿业展览会。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作为主办方指定的

国际展品、国内展品运输代理商，愿为广大参展商提供优质、快捷、高效的服务。

为确保展会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各项货运服务项目和报价列明如下，各参展商可根据各自需要选择

服务项目，填妥所附表格传真至我司。请各参展商依照本指南的有关规定做出安排，以确保相关货物及时

安全运抵展台。

国际展品运输代理商 国内展品运输代理商

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五区仟村商务楼 A 座

1009-1010 室（100029）
电话：8610-64430847, 64430849

138 1122 0521
传真：8610-64430846
E-mail: dumi@vip.sina.com
联系人：张雯 女士

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五区仟村商务楼 A
座 1009-1010 室 （100029）

电话：8610-64430847，64430849
134 2642 9294
传真：8610-64430846
E-mail：dumi@vip.sina.com
联系人：曾彬 先生

mailto: dumi@vip.sina.com
mailto:dumi@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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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由于往届展会出现过因参展商自行委托运输商回运展品而导致展品丢失或运输商携展品敲诈参展

商等情况。为避免参展商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主办方建议参展商使用本展会指定运输商。指定运输商

以外的运输商与参展商之间发生的纠纷，主办方无法协调解决。

1、展品接货方式及时间要求

参展商可将展品或搭建材料通过铁路、航空或陆路卡车自行安排运往北京：

类别 接货方式 展品运抵时间

A

货物运抵北京火车站/机场/陆运站，--- 委

托我司将展品从北京各火车站及各提货处

提货至仓库暂存后，运至展台。

展品需在 2019 年 5 月 23 日前运抵北京各提货

处。

B

货物直接运抵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指定仓库，----委托我司将展品从

指定仓库暂存后运至展台。

展品需在 2019年 5月 26日前运抵中恒通运（北

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指定仓库。

C
货物直接运抵展馆门口---委托我司在展馆

门口卸货及至展台就位的服务。

参展商需自行安排展品于 2019年 5月 27日至 5

月 28 日运抵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指定卸货区

域。）

对于上述接货方式，参展商务必在展品预定抵达北京提供已填妥的附表一和相关托运单证等资料，以便我

们在北京查询到货情况。否则，由此造成的延误，我司概不负责。（本公司概不接受运费到付）。

2、收货人信息

提示
自送展品进京车辆须遵守北京交通管理局对外地车辆进京行驶的有关规定：

a.
凭“四证”（身份证、驾驶证、年检合格车辆行驶证、尾气合格证）到进京检查站办理

“北京市区通行证”；

b. 货车早 6:00 至晚 24:00 不能进入五环路内；

c. 如遇特殊情况，北京市实行交通管制，请按北京交通管理局的限时规定执行。

接货方式 A

和

接货方式 B

收 货 人：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64430847

仓库地址：北京市顺义区水坡村四十一号

仓库电话：1551 292 6806 孙成伟

仓库收货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1:00；下午 13:30～16:30 （国家法

定节假日除外）

接货方式 C
收货人为参展商参展名称，参展商自行在展馆门口与送货人交接，并送至展馆指定

卸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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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展品包装要求

①、展品的外包装应以适合长途运输和反复拆装为标准，坚固耐用。

②、有特殊要求的展品应在外包装刷制“易碎”,“防潮”,“向上”等标记。大件展品应注明起吊线和重

心位置。

③、展品外包装标记应按如下要求刷制：（请不要填写具体人的名称，以防提货困难）

4、文件要求

 参展商务必将展品信息登记表（附表一）于2019年5月23日前发至我司邮箱；

 展品发出后，请参展商立即将取货凭证传真至我司，以便及时提货。

5、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1. 基本服务

类别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A
接货方式 A

1. 展品到达北京火车站、机场、陆

运站后的有关文件处理。 人民币 200 元/立方米

（最低人民币 300 元/运次）

注：在火车站、机场、陆运站提货处

产生的各项杂费由参展商实报实销。

2. 把展品从北京火车站、机场、陆

运站等地提至我司仓库暂存，再统

一转送至展馆暂存地。

B 接货方式 B

1. 展品到达我司仓库后入库分类、

签收并告知展商。 人民币 200 元/立方米

（最低收费 1 立方米）

（其中包含入仓库费 50/立方米）
2. 展品在我司仓库暂存，再统一转

送至展馆暂存地。

C
进馆现场服务

（指从展厅门口

送货至展台）

1. 帮助卸车并将展品送至展台。
人民币 100 元/立方米

（最低收费 1 立方米）2. 展商自行开箱。

3. 我方一次就位（不含组装）。

D 现场开箱服务
卸车送至展台后，帮助参展商开

箱、一次就位（不含组装）。

人民币 50 元/立方米

（最低收费 1 立方米）

E
其他费用

1. 展品抵达我司仓库后的存放费。 人民币 20 元/立方米/天
（最低收费 1 立方米）

2. 展期库房存放费。

注：如进出馆不需我司操作，只单存独空箱需另支付从展台到仓库搬运费用 50 元/立方米。

2. 回程收费同来程：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代为参展商办理回运至外省市的托运服务，具

体事宜请现场咨询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回运每票加收手续费：人民币 30 元/票

展览会名称 《2019第六届中国（北京）国际矿业展览会》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现场联系手机

件 数 / 重量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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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超限展品收费标准

超限范围 收费标准

重量 长 宽 高 超 1 项 超 2 项 超 3 项

3T 5M 2.3M 2.5M 加收 10% 加收 20% 加收 30%

5T 7M 2.5M 3M 加收 10% 加收 20% 加收 40%

10T 12M 2.5M 3M 再 议

以上费用是在基本服务 A、B、C 收费的基础上加收的费用

4．机力费用一览表（仅供组装/拆卸设备租用，至少 4 小时起算）：

铲 车 3T 5T 10T 15T 吊 机 16T 25T 35T 50T

人民币/小时 80 120 205 330 人民币/小时 350 480 645 870

1) a. 以上费用是在基本服务 A、B、C 收费的基础上加收的费用，它已包含司机费用。

b. 报价按正常布展时间计费，如遇非正常布展时间或加班时间，将加收 50%费用。

c. 如有需要，请参展商务必提前 48 小时向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提供书面预定申请，经

确认后将会予以安排。任何少于 48 小时预定的机力申请，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将根据实

时劳力和机力的使用情况，另行安排。由此所产生的所有额外费用由参展商承担。

d. 请参展商在预定机力时，支付所预定机力费用的 50%作为预定定金。

e. 如需特殊起吊工具的设备，请参展商自行准备相关起吊工具。

2) 由于受展览场地条件的限制，参展商需对展品的单件尺码及重量加以注意。凡有单件长超过 5 米，宽超

过 2.3 米，高超过 2.5 米，或重量超过 3 吨展品的参展商，请事先电洽我司。如果参展商事先未与我司联

系便将超限展品运往参展，所产生的后果由参展商自行负责。

3) 危险品，冷冻（藏）品及贵重品处理附加费加收 100%。

4) 参展商必须自行对展品的现场操作（包括装、卸车，开、装箱及吊装等事宜）安排指导和监督；否则，

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有权拒绝提供相关服务，以免造成人员或货物伤害事故。

5) 如参展商未按照我司规定的时间到货，逾期我司加收 50%加急费。

6) 如参展商的展品需要晚上卸车，请提前与我司联系，夜间作业费加收 50%。

6、结算办法

1). 凡委托我司运输货物的参展商，请根据各自所需服务项目及前述收费标准计算费用，并于 2019 年 5 月

26 日前将运输费用汇至我司帐号（户）。（请在汇款单的汇款项目栏中注明：展品运输款）。我司收到款

后方可按所委托的项目予以服务。

2). 展品进馆时在现场以现金形式支付我司费用。

3). 机场车站的站（港）杂费我司先垫付，凭原始发票向参展商结算。

我公司银行帐号如下：

开户名称：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安华支行

帐 号：0200 2538 092 0000 8091
4).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需提供开票信息，并按 6%税率征收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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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备注

1). 自送展品请按照上述规定时间将展品送至库房。

2). 我司所收的服务费用中不包含保险费。为维护参展商的权益，我司提醒参展商购买全程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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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请备妥保险合同文本或其副本，以备

可能在展览现场发现短少、残损时申报报检之用。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公司所承担的赔偿，不管其原因

和性质如何，其赔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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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元）折算而成

的数额，并以两者中较低的为准。

3). 凡委托我司运输货物的参展商，视同承认本指南中所有条款，运输事宜以本指南条款为原则。

4). 展品信息登记表详见附件十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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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酒店及接待
北京临空皇冠假日店(Crowne Plaza Beiji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5*
北京临空皇冠假日酒店是一家国际知名品牌的高档商务型酒店，位于顺义区天竺镇府前一街 60

号。酒店地处天竺空港经济开发区，距首都国际机场约 15 分钟车程，毗邻新国际展览中心、地

铁 15号线国展站、京客隆超市天竺店和欧陆广场，购物交通极为便利

地址: 北京顺义区天竺地区府前一街 60 号

北京首都机场希尔顿酒店（Hilton Beijing Capital Airport Hotel）5*

首都机场希尔顿酒店毗邻北京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乘坐酒店 24 小时免费机场巴士片刻即可到

达，连接东直门的轻轨线约 28 分钟将您送达市区。酒店距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仅 15 分钟车程，

周边更汇集了多家国际标准的高尔夫俱乐部。酒店开业时间 2010 年 7 月 28 日，楼高 7层，客房

总数 322间（套）。

地址 北京市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三经路 1 号

北京国都大酒店(CITIC Hotel Beijing Airport) 4*
北京国都大饭店开业于 1990 年 9 月，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顺义区新国际展览中心（新国展）

附近的星级国际饭店，邻近首都机场和新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饭店提供免费机场及市区往返班车，

更在展会期间提供免费的接送服务，您无需担心因堵车而耽误航班，更无需因展会期间打车困难

而烦忧。酒店拥有多个餐厅和酒吧供宾客选择。瑞士西餐厅拥有室内餐厅及户外花园，宾客不仅

可以享用丰盛的国际美食，还有各式特色烧烤等。

地址:北京市首都机场南小天竺路 9 号

北京万斯酒店（BeiJing WanSi Hotel）3*

北京万斯酒店，毗邻首都国际机场，交通非常便利，更有同体建筑的大型超市给入住客人提供极

为方便的购物享受。北京万斯酒店整体设计宽敞舒适，房间配有网络电视。所有客房及酒店内公

共区域提供免费无线上网服务，特别设计的卫浴空间内配有小型的热带雨林花洒，洗去宾客一路

疲惫。

地址: 北京顺义区天竺镇天北路府前一街 30 号

北京逐陆客栈海洋主题精品酒店(Beijing Zhulu Inn (Ocean Theme Hotel))2*
北京逐陆客栈海洋主题精品酒店地处顺义区环岛东南侧，举步可至后沙峪地铁站东口，毗邻首

都机场、新国展，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这里是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精品商务酒店，逐陆

意喻安全着陆。酒店提供 24 小时接送机服务， 同时提供泊车位。酒店是你中转旅居、餐饮、

商务的上佳之选。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地铁站东北角

速八酒店顺义后沙峪店(Super 8 Hotel Houshayu Metro Station) 2*
速 8酒店（首都机场新国展后沙峪地铁站店）秉持干净友好的服务理念，为您打造舒适、便利的

住宿环境。酒店地处后沙峪地铁站东口 100 米，毗邻首都机场、新国展，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

利，酒店配备多辆班车往返酒店与机场，免费接送住客，同时酒店还配有大型停车场，也是您自

驾游的好落脚点。 交通指引：速 8 酒店（首都机场新国展后沙峪地铁站店）位于顺义区枯柳树

环岛东南侧，顺平路与京密路交汇往顺平路方向 100米右转即到。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地铁站东北角（原天龙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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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闻展览有限公司 北京天信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联系人: 班小姐 电话: 13811330001

2019 年5 月29 日—31 日 Email: betty@tstexhibition.com

酒店及接待预定表（1/2）

酒店名称 到展馆距离
每晚房费

早餐/网络
单人间 双人间

*北京临空皇冠假日酒店(5*)
高级间

步行 5-10 分钟
CNY1000 CNY1050

包含早餐，

网费 CNY60 元/
人

*北京首都机场希尔顿酒店(5*)
高级间

免费班车 15 分钟
CNY1050 CNY1150

包含

*北京国都饭店(4*)
标准间

免费班车 10 分钟
CNY498 CNY498

包含

*北京万斯酒店(4*)
高级间

免费班车 5 分钟 CNY508 CNY508 包含

*速 8 酒店后沙峪店(2*)
标准间

免费班车 10 分钟 CNY358 CNY358 包含

*北京逐陆客栈海洋主题精品酒店（2*）
标准间

免费班车 10 分钟 CNY358 CNY358 包含

付款规定
1. 付款

 所有款项需在 2019 年 5 月 13 日前付清；
2. 退款

 任何办理了酒店入住手续的客人，如要缩短行程将不予办理退款：
3. 取消

 任何在 2019 年 5 月 10 日之后取消的预定, 每个房间将收取一晚房费。
 任何在 2019 年 5 月 17 日之后取消的预定, 每个房间将收取两晚房费。

4. 最后预定期限 : 2019 年 5 月 13 日

mailto:betty@tstexhibi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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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闻展览有限公司 北京天信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联系人: 班小姐 电话: 13811330001

2019 年5 月29 日—31 日 Email: betty@tstexhibition.com

酒店及接待预定表（2/2）

酒店预定资料:

客人姓名:

联系人: 公司/机构：

电 话: 邮 箱:

酒店名称: 第一选择 第二选择

房间类型: 房间数量: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接送机服务:

每单程 1-2 人的费用是CNY400.00 元；

每单程 3-5 人的费用是CNY480.00 元;

我需要  接机  送机，人数：

接机：航班号 到达日期： 到达时间：

送机：航班号 出发日期： 出发时间:

翻译预订服务

我需要：

 普通展位接待-英语（每人每日 8 小时费用是 CNY600.00 元）， 日期从 9 月 日到 日

 普通买家陪同-英语（每人每日 8 小时费用是 CNY1000.00 元）， 日期从 9 月 日到 日

 高级展会口译-英语（每人每日 8 小时费用是 CNY1200.00 元），日期从 9 月 日到 日

付款-银行电汇

请在电汇凭证上注明客人姓名/展会名称/预定酒店名称。

若有其它要求，请留言：

注意： 用银行电汇须自己承担银行手续费。

请填写以上表格并发邮件到: betty@tstexhibition.com

mailto:betty@tstexhibition.com
mailto:betty@tstexhibi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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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展会管理规章

一．大会规则

1、参展商应遵守国家制定的知识产权政策及法律法规，如有违反，一切责任自负。

2、在展览期间，所有展位的安全、防盗工作应由参展企业的工作人员负责看守。

3、所有参展商必须对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负责。参展商及其职员，未经邀请，不得擅自进入其他参展

商展位。

4、参展商未经主办机构批准，不得在展馆内派发内容与参展展品无关的宣传资料。若经发现，大会

主办单位有权立即封闭该参展商之展位。

5、所有商业或宣传活动只可在参展商所属展位范围内进行，参展商不可在其展位范围以外，如会场

内公众区域派发任何产品目录、小册子、纪念品或同类物品。

6、参展商不得在会场范围内滋扰参观者或其他参展商。

7、非参展商严禁在会场进行任何买卖或宣传活动。参展商如发现此等情形，请立即通知主办单位。

8、参展商使用视听器材播放之内容及音量须限于 75 分贝之内，展品示范不能引起污垢、气味或者堵

塞通道。

9、参展商若损坏展位设施、会场设施或第三者物品，必须自行负责赔偿。

10、参展商必须遵守施工时间表。如有加班需求，请自行于每天下午 16 点之前向国际展览中心服务

部提交申请，并担负相应加班费。

11、参展公司职员或承建商必须佩戴工作证进场，工作证严禁转让。

12、参展商邀请的媒体记者须经过主办单位批准后才可携带摄录器材进馆，且只能对其公司的展位进

行摄录，不得对其他展位进行拍录。参展商可在展位内放置禁止摄影之标志，或自行雇用保安人

员来禁止拍照。

13、展馆内严禁吸烟，参展商应积极配合大会做好防火安全工作；如出事故，由肇事者承担全部责任。

14、展厅内严禁污水直排，如机器用水，展商需自带水循环装置，否则不予提供。

15、根据展馆的设施能力，展厅有权接受或拒绝申请方提出的用水、电、气要求。

16、展台所申报24 小时用电不能作为不间断电源（UPS）使用。24 小时用电要提前 30 天申请。

温馨提示：根据展馆规定，禁止在就餐区以外的展馆内区域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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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位的调配及责任

1、大会组委会拥有分配展位的权利。当组委会认为有必要时，主办单位有保留为展览总体利益考虑

而变更展位位置、大小和展览地点的权利。

2、参展商未经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出租、转让或合并展位。

3、参展单位在大会开幕前 24 小时仍未报到，又未做出任何解释者，组委会有权把其展位安排它用，

已支付的展位费用概不退还。

4、主办单位及其承办单位对因任何不可抗拒力致使展会不能在原地如期举行而造成的损失概不负责。

展商已支付给主办单位的有关费用不予退还。

5、会刊中展商简介由展商提供，主办单位及承办单位对展商简介内的错误或遗漏不负有责任。

6、主办单位及承办单位对展品货运过程（包括运输、搬运及报关）中所造成的遗失、损坏或延误不

负有责任。展商应投保充分的运输险。

三．用水用电

组委会对所有用电安装的设备有严格的规定与限制，请以下情况的展商务必于开展前三周（2019 年 5

月 5 日）递交水电申请资料（见附件十）至新世万豪企业形象策划（北京）有限公司统一办理。未经批准

的工程操作一概不能进行。

1、所有特装展位用水用电须提前申请；

2、在标准展位配置中，各展位上将提供一个 220 伏特、500 瓦的单相电源插座，而 380 伏特的三相电

源插座须提交申请；

3、参展商需 24 小时供电及延时断水、断压缩空气须提前申请。

新世万豪企业形象策划（北京）有限公司

电 话： 010-5842 6391

联系人： 田一 137 0129 7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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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附件及表格

附件一：（搭建商必填）

法 人 委 托 书

各施工单位务必于截止 2019年 5月 10日前持“表格”中要求的报馆文件及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

电工证复印件各两份，向新世万豪企业形象策划（北京）有限公司报批施工方案。

展会名称（全称）：

展会时间 展会地点

展商名称

展 馆 号 展 位 号

搭建商名称

法人代表 职 务

受委托人信息（1）

姓名 身份证号

职务 现场联系方式

受委托人信息（2）

姓名 身份证号

职务 现场联系方式

现委托以上“受委托人”在我单位在 展台的布展、展会开幕、撤展期间

为现场负责人。负责展台的施工安全，及与主场、主办单位、展馆方的协调工作。

负 责 人：（签字）

委托单位法人代表：（签字）

委托单位：（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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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搭建商必填）

展览会展台施工申请表（新馆）

展览会名称

施工单位名称

参展单位名称

施工内容 □ 标准展台 □ 特装修展台 □ 主场公共设施

施工地点

① 馆号 展台号 面积 平方米 □国内 □国际

② 馆号 展台号 面积 平方米 □国内 □国际

③ 馆号 展台号 面积 平方米 □国内 □国际

④ 馆号 展台号 面积 平方米 □国内 □国际

⑤ 馆号 展台号 面积 平方米 □国内 □国际

施工总面积 国内 平方米 国际 平方米

施工总人数 国内 人 国际 人

施工货车数量 （ ）车次

吊点使用数量 （ ）点

施工时间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撤馆时间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现场安全负责人
姓名 展台图纸

设计人

姓名 展台结构

设计人

姓名

手机 手机 手机

搭建材料

展台① □ 钢结构 □ 木结构 □ 玻璃 □ 其他材料

展台② □ 钢结构 □ 木结构 □ 玻璃 □ 其他材料

展台③ □ 钢结构 □ 木结构 □ 玻璃 □ 其他材料

审核意见

经办人： 日期： 年 月 日

施工方确认
是否同意以上审核意见：

申报人签字： 手机：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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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搭建商必填）

展商、搭建商加班申请表

北京国展国际展览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运营部：

本公司需于 月 日 时至 月 日 时在 号馆 号展台加班，

并将按贵公司关于加班的规定支付加班费 。

展览会名称：

公司名称：

授权人签字：

电话：

运营部项目经理：

加班费价目表

时间 面积 收费(RMB)

17：30—24：00

2 小时/展台

(100 平米以内)
3,000

整馆 待定

24：00—8：30

2 小时/展台

（100 平米以内）
6,000

整馆 待定

注：

1．展台加班以每百平方米为单位计收加班费。即 24：00以前每展台 100平方米以内每 2小时收 3000.00
元，101-200 平方米每 2 小时收费 4000.00 元，201-300 平方米每 2 小时收费 5000.00 元，以此类推.
2．加班单位需在加班当日 15:30--16:30 到客服中心统一申报，过时将不再受理加班申请。

3．除布展最后一天外，加班只接受一次性申请，其余时间不受理续报加班。

4、布展最后一天和闭馆当天，免费加班到 21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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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光地参展商必填）

特装展位搭建委托书

（截止日期：2019 年 5 月 10 日）

我公司为 展览会参展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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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关搭建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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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展台安全进行监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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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展代表签字： 手机号：

年 月 日

注：要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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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光地搭建商必填）

特装展位施工安全保证书

（截止日期：2019 年 5 月 10 日）

根据北京市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的有关规定，为做好此次展会的安全保卫工作，所有展商委

托的搭建商都必须签订展期内的安全责任保证书。请各展商认真阅读并在以下保证书上签字盖章。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

本公司受 公司委托，负责 2019 年 展位的搭建管理

工作，并全面负责展位搭建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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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展览施工管理规定》、以及其它相关规章制度，服从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

公司主管部门的施工管理和监督检查，保证展台和人身安全。

2、施工前应按照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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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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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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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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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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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台不得超过限定高度：室内展台限高 5.0 米，室外展台限高 4.5 米；超过限高的一律不让施

工搭建。

10、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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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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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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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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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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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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特装展台搭建公司必须于 2019 年 05 月 31 日撤馆结束前将展台撤馆垃圾清除展馆，并不得恶意丢弃于展馆

周围，否则主场运营服务商有权扣除其全部施工押金。

24、展台搭建商在布/撤展期间应文明施工，严禁野蛮操作，由此引发的安全责任事故，搭建商将负全

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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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担由此给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造成的

所有的名誉及经济损失。

本展台施工单位的法人委托授权人已仔细阅读此施工安全责任书及上述提及的相关规章制度，并保证

严格遵守相关安全管理规定，否则，一旦出现安全问题本公司愿承担全部责任。

搭建公司名称（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手机：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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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光地参展商必填）

特装展位参展商安全责任保证书

（截止日期：2019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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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

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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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工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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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0 日前将光地展位设计图（标明长、宽、高尺寸，展位号，参展公司名称）

及展位效果图提交新世万豪企业形象策划（北京）有限公司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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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0 日前向新世万豪企业形象策划（北京）有限公司报批施工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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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或复杂结构展台以及室外展台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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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结构审核报告、施工单位的企业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搭建公司法人委托书（加盖公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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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馆号： 展位号：

参展商代表（签字）： 手机号：

参展单位（盖章）： 日 期：

注：要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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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搭建商填写）

双层展台施工安全保证书

（截止日期：2019 年 5 月 10 日）

根据北京市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的有关规定，为做好本届的安全保卫工作，所有参展商委托

的搭建商都必须签订展期内的二层搭建安全责任保证书。请各参展商及搭建商认真阅读并在以下保证书上

签字盖章。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双层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

本公司受 公司委托，负责 展览会

展位的搭建管理工作，并全面负责展位搭建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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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管理规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管理规定实施细则》、《中

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会用水、电及压缩空气管理规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管理处罚规定》、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环保规定》以及其它相关规章制度，服从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主管部

门的施工管理和监督检查，保证展台和人身安全。

二、馆内搭建二层的展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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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层地面不能使用展览地毯，应使用防火金属甲板等达到 B1 级防火要求的材料。

四、搭建二层展台必须设置年检合格的灭火器，每 50 平米配备一个。

五、二层面积应不超过 30 平米，并且楼梯是直梯不能是旋转楼梯。

六、二层结构部分应避免使用大功率灯光，不能封顶。

七、整个展期保证用电安全，如主场运营服务商发现其用电有安全隐患或超过实际申请用电量，搭建

商应立即采取措施并补订电箱，否则主场运营服务商有权对其展台断电。

八、进馆、展期及撤馆期间，参展商及施工单位须留现场安全负责人及专职人员每天现场值班，保证

二层展台结构安全，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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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展台搭建商在布/撤展期间应文明施工，严禁野蛮操作，由此引发的安全责任事故，搭建商将负全

部责任。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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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担由此给主办单位、主场运营服务商

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造成的所有的名誉及经济损失。

本人已仔细阅读此双层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并保证严格遵守此规定。

搭建公司名称（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手机：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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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搭建商填写）

展览施工管理处罚规定

（截止日期：2019 年 5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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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万豪企业形象策划（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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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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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元以上。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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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5000 元。

200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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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5000 元。

200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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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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5000 元。
200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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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5000 元。

200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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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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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碍他人通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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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其立即纠正，并处罚款 1000 元以上。

100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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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5000 元的违约金。

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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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元罚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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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施工单位年累计受到 3 次处罚，新世万豪企业形象策划（北京）有限公司将取消其在新世万豪承揽主场

的展览会的施工资格，并在行业内公示及通知各展览会主办单位及展览馆。

搭建公司名称（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手机：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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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搭建商填写）

施工管理项目申请表
（截止日期：2019 年 5 月 10 日）

备注:
施工人员信息（姓名、照片、身份证号），请各搭建商接到通知后到我公司来扫描施工证及值班人员身份

证件，本公司将收取每个施工证 50 元押金（现金）；展会撤展当天必须将施工证退回，如有延期后果自

负。

1、“吊点位置租赁费”仅为租赁该吊点的费用，不含安装，请参展商及搭建商自行安排安装事宜。

2、仅能悬挂吊旗，不能吊挂展台结构，且吊挂物不得与地面支撑物连接。所有吊挂方案必须提交主场运营

服务商审批，通过后方可在现场实施。

3、吊点的实际数量以展馆最终计算为准。

请到以下地址办理相关手续：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6 号国展商务中心 3 层 303 室

联系人：田一 1370 129 7996 邮箱：xinshiwanhao@163.com

5 月 10 日以后办理施工报批手续及电量的加收 30%费用，现场加收 80%。

指定收款账户信息如下（只接受汇款和现金支付，不接受支票支付）：

账户名称： 新世万豪企业形象策划（北京）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朝内大街支行 账 号： 1100 1070 3000 5900 2124

汇款回执单务必写清：展商名称、展会名称、时间、地点、展馆号、展位号、联系人、手机、所交费用名

称，扫描发至邮箱：xinshiwanhao@163.com，否则视为无效汇款。

名称及描述 单位 单价(人民币) 数量 合计（人民币）

施工管理费 平方米 40.00

施工证 人 50.00

布展车证 辆/限 2 小时 100.00

撤展车证 辆/限 2 小时 100.00

垃圾清运费 平方米 6.00

吊点位置租赁费 点/5KG 1500.00

施工押金 每百平米

≤100 平方米

101—200 平方米

依此递增

≥1000 平方米

2 万元

4 万元

20 万元

总计（人民币）：

展馆号 展台号

参展商名

称
手机

电 话 传真

搭建商名

称
手机

电 话 传真

mailto:xinshiwanhao@163.com，否则视为无效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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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搭建商填写）

展览会展台水、电、气申请表（新馆）

备注：展会水电气项目需提前申报，5 月 10 日以后办理施工报批手续及电量的加收 30%费用，现场加收

80%。申报时，带齐展台电路图及施工人员电工操作证办理手续，证件现场备查。

照明电源与机器电源分开申报严禁混用，违反此规定将从重进行处罚；24 小时供电不能做为不间断

电源使用。

展馆集中提供的压缩空气气源是压缩机器出口压力为 6-8 公斤的一般性压缩空气，参展商应根据自身

设备情况加装干燥机、过滤器等适配装置。展馆只提供普通气源。展馆不提供接驳管头，需展商自带。气

管材质为 PVC 软管。

展馆提供的生活用水水压为 3 公斤。水管材质为 PVC 软管。严禁直排水，如机器用水，展商需自带水

循环装置，否则不予提供。特殊供气需厂商自带空气机，交纳相应的电源费并保证设备运行安全。

汇款回执单务必写清：展商名称、展会名称、时间、地点、展馆号、展位号、联系人、手机、所交费

用名称，扫描发至邮箱：xinshiwanhao@163.com，否则视为无效汇款。

展览会名称

施工单位名称

参展单位名称

参展单位性质 □ 国内展商 □ 国际展商

施工地点
展馆号

展台号

联系方式
现场负责人

手 机

照明用电 动力用电、生活用水及压缩空气

安装项目 单价（元） 数量 安装项目 单价（元） 数量

15A/220V 1240 15A/220V（单相） 1600

20A/220V 1940 30A/380V（三相） 3120

30A/220V 2470 60A/380V（三相） 5620

40A/220V 3870 100A/380V（三相） 9570

50A/220V 4230 150A/380V（三相） 14000

60A/220V 5280 200A/380V（三相） 20800

80A/220V 7400

100A/220V 9680
施工用临时电

15A/220V（单相）
400 300L/Min 3200

施工用临时电

30A/380V（三相）
1600 600L/Min 4600

15A/220V/24hr（单

相）
2880 1000L/Min 6000

30A/380V/24hr（三

相）
8000 生活用水 3500

申报人 手 机

mailto:xinshiwanhao@163.com，否则视为无效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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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家具、灯具租赁申请表

（截止日期：2019 年 5 月 10 日）

展商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展馆/展位号： 填表人签字： 填表日期：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格 单价（元） 申请数量 金额（元）

展 架

1 地毯 m2 20.00
2 墙板 1000×2500 毫米 240.00
3 折门 1000×1850 毫米 360.00
4 铝塑门 1000×1850 毫米 400.00

家 具

5 平层板 1000×300 毫米 40.00
6 斜层板 1000×300 毫米 50.00
7 玻璃平柜 1000×500×1000 毫米 310.00
8 玻璃立柜 1000×500×2000 毫米 540.00
9 带锁柜 1000×500×800 毫米 150.00
10 问讯台 1000×500×800 毫米 100.00
11 方桌 800×800×800 毫米 150.00
12 圆桌 800×800 毫米 100.00
13 折椅 30.00
14 皮椅 100.00
15 吧凳 120.00
16 门式衣架 140.00

灯 具

18 日光灯 40W 20.00
19 长臂射灯 100W 80.00
20 短臂射灯 100W 70.00
21 太阳灯 300W 180.00
22 太阳灯 500W 350.00
23 金属卤化物灯 150W 220.00
24 插座 5A/220V 70.00

注：

1. 上述报价均为出租价格，时间为一个展期（七天以内）；

2. 上述报价包括运输、安装、拆卸及清洁；

3. 上述物品请于展前三天申请，逾期申请将加收 30％；现场增加项目加收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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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电器、物品租赁申请表

（截止日期：2019 年 5 月 10 日）

展商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展馆/展位号： 填表人签字： 填表日期：

序

号
项目代码 项目名称 规格 单位 单价（元） 申请数量

金额

（元）

1 4101 放像设备 21 寸 套 480.00
2 4102 放像设备 25 寸 套 720.00
3 4103 放像设备 29 寸 套 960.00
4 4104 放像设备 34 寸 套 1,200.00
5 4105 背投 61 寸 套 3,000.00
6 4106 等离子 42 寸 套 1,600.00
7 4107 冰箱 240 升 台 1,600.00
8 4108 冰箱 160 升 台 1,200.00
9 4109 冰箱 980 升 台 800.00
10 4110 冰箱 50 升 台 500.00
11 4111 传真机 - 台 420.00
12 4112 DVD - 台 300.00
14 4114 复印机(含 A4 纸一包) - 台 1,800.00
15 4115 音响 大 套 3,000.00/场次

16 4116 音响 小 套 1,200.00/场次

17 4117 国旗 - 面 420.00
18 4118 彩旗 - 面 300.00
19 4119 旗杆 - 根 300.00
20 4120 投影仪 - 台/天 1,200.00
21 4122 饮水机(包括 3 桶水) - 台/天 300.00

总计：

注：

1、 以上价格按展期计算，包括运输、安装、拆卸及调试。

2、 一般情况下，所预订物品将在开幕前一天下午送至展台，可现场付费。

3、 以上物品须在开展前三天租订，于租赁期满后及时返还，并保持物品完好无损。

请将此表回传至：新世万豪企业形象策划（北京）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宏亮 手机 137 1862 4812

电 话：010-5842 6391

邮 箱：xinshiwanhao@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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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展台施工押金退还确认单

(搭建单位留存，撤展时需出示确认)

参展商名称/施工单位名称

展位号

展位面积

施工单位名称

施工负责人姓名

施工负责人手机

施工单位电话

展位拆除情况

已清理干净

未清理干净

押金退还说明

全部退还

扣除金额

施工单位负责人签字

展馆验收负责人签字

备注：此押金单作为押金退还重要单据，以上内容请各搭建商认真填写，以免造成纠纷。撤展结束 30 个

工作日内，将本确认单交至主场搭建商办公室并确认无处罚项后退还全部押金。本确认单如若丢失或搭建

商以各种理由未签字，在展会结束 60 个工作日后待本公司调查清楚才能退回押金。

账户名：

账 号：

开户行：

负责人： 电话：

（此账号作为唯一退回押金账号，请各搭建公司认真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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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搭建商必填）

展览会施工车辆登记表

展览会名称

施 工 单 位 电 话

委 托 单 位 电 话

申 请 人 手 机

施 工 地 点 馆号 展台号 施工面积 平方米

车 型 车牌号 车辆进入时间及次数 物 品 数 量

年 月 日 次

年 月 日 次

年 月 日 次

年 月 日 次

施工车证使用说明：

1、 此车证仅限本次展览会使用。

2、 施工人员凭有效证件进入场馆。

3、 车辆停放在指定区域，服从管理人员调度指挥。

4、 本车证一次性有效进入场馆不得超过 2 小时，过时按每小时 20 元收费。

5、 实行一车一证，车证禁止转让，售出车证概不退换的。

6、 此车证只限于卡车运送展台结构、材料、家具其它车辆不得使用。

本人已仔细阅读此施工车证使用说明并保证

严格履行此规定

申请人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施工管理办公室经办人：

车辆进

入次数

单位

RMB
合计

100 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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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境内展品运输委托单 （截止日期：2019 年 5 月 23 日）

展会名称：第六届中国（北京）国际矿业展览会

展会日期：2019年05月29-31日 展会地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参展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厅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手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货物预计到达展馆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箱号 包装材料 展品名称 长(cm) 宽(cm) 高(cm) 体积(CBM) 重量(kg) 备注

总计： （件）

一． 我司自行办理上述展品的进/出馆就位事宜。 （ ）

二． 我司托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提供如下服务：

A. 进馆 1. 中恒通运仓库 运至 展台 （ ）

2. 展馆门口接货 运至 展台 （ ）

3. 包装物料/包装箱搬运、存放 （ ）

4. 开箱/就位/组装 （ ）

B. 出馆 1. 展台 运至 展馆门口装车 （ ）

2. 展台 运至 中恒通运仓库或火车站/码头/机场/汽车货运站 （ ）

我司承诺并明白如下事项：

1． 我司已经细阅并确认此份运输指南及运输收费标准，同时对本委托书所填写内容的正确性和真实性负责。

2． 我司同意中恒通运公司所提供的一切服务皆遵照中恒通运公司之标准营业条款执行。

3． 我司将在操作过程中进行全程指导和监督。

4． 我司明白展品运输保险（包括展品进、出馆操作）由参展商自行购买。

5． 我司明白并确认展品包装必须符合装卸作业安全和承受多次运输搬运，并适合在展会结束后再次使用。

6． 我司同意中恒通运公司员工在展品进出馆前对展品的体积和重量进行核对及更正，并按展会运输指南的收费标准计

算进出馆费用及向我司收取。

7． 如我司对展品卸车就位有特殊的要求（需要吊机或三吨以上大铲车的），或需要之服务未包含在此运输指南内，我

司一定会在布展前至少 10个工作日以书面通知中恒通运，并注明是否使用吊机。

8． 我司将按中恒通运日程安排，以汇款方式将来程账单全数汇至中恒通运账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签章 姓名及职位（正楷） 日期

请务必于 2019 年 5 月 23 日前联系 苏国盛 电话：138 1087 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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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

展品信息登记表 截止日期：2019 年 5 月 23 日

请将表格交回至：

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五区仟村商务楼 A
座 1009-1010 室（100029）
电话：8610-64430847
134 2642 9294

传真：8610-64430846
E-mail：dumi@vip.sina.com
联系人：曾彬 先生

参 展 商 信 息

公司名称：

展位号： 展位面积： m2

展会负责人： 邮箱：

电话： 传真：

我司将安排以下货物参加本次展览会，需提供现场装/卸车和就位等服务：

注：如展品需单独租用机力设备组装/拆卸等服务，请在下表“特殊服务项目”一栏中填写清楚需租用机力

的吨位数、台数和租用日期时间。

箱

号

包 装

式样
展品名称

长 x 宽 x 高
（cm）

体积

（m3）
重量

（kg）

特殊服务项目（组装/拆卸）

租用机力 台数
租用日期

和时间

总计： 件， 立方米， 公斤。

注：不够请另行附页

我司的参展货物将以下列方式运到北京（请在以下 A/B/C 三种运输方式上打“√”并填写）：

□ A. 由（铁路/航空/陆路卡车）运至北京提货处，货运单证号______________（单证请一并传真）；预

抵北京日期_____________，请贵司安排提货、保存并运至我司展台；

□ B. 直接运抵贵司仓库，货运单证号 ________________（单证请一并传真），预抵北京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请贵司安排保存并运至我司展台；

□ C. 自己安排运至展馆门口。

我司同意本展会规定的费率，将以下述方式支付贵司相关费用(请在以下支付方式上“√”)：
□ 在布展前将进出馆所有费用一次结清，电汇至贵司账户；

□ 在布展期间将进出馆所有费用一次结清，现金缴纳给贵司现场工作人员。

公司/业务签章（请保留该份表格副件存档）

mailto:dumi@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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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 企业简介回执（每家参展企业必填）

企业名称（中文）:
（英文）:

地址/Add:
邮编/Zip:
电话/Tel:
传真/Fax：
联系人/Contacts：
邮箱/E-mail:
网址/Web:

企业中英文简介

（500 字以内）

中文

英文

说 明：

1、企业简介：请贵公司将企业简介于 5 月 10 日前发至接洽人邮箱，或发传真至：+86-10-8868 0811

2、格式：请用 Word 文档制作并按要求填写（公司中英文名称、地址、邮编、电话、传真、电子邮

箱、网址、联系人、中英文简介）；格式不符将不能保证您的信息准确刊登在会刊上。

3、如贵公司在本展会会刊上做有广告宣传，请将整版广告图片（成品尺寸：210mm×140mm〈每边

需各加 3mm出血〉、分辨率 300 像素、PDF、JPG 格式）

● 请参展商根据布展工作量大小，严格按照报到时间的要求，尽早报到，如有延误，请自行申请加班，并

负担相应的加班费用。凡接到《参展商手册》的参展企业，余款未付清者请务必于三日内将款项汇到组委

会指定账户，否则不予办理进馆布展手续，报到现场不办理任何财务手续。预祝您参展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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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 国展新馆展具花卉绿植申报须知

为规范展会经营秩序，展会需求的展具、花卉、绿植可以从场馆租赁或者自备。对于展会自备展具、

花卉绿植的单位，需提前申报方可入馆。具体申报流程如下：

一、提交申报

1. 申报单位必须为展台所属报馆单位或参展商

2. 申报单位需在 2019 年 5 月 10 日 17：00 之前将申报资料以电子版格式发送至申报邮箱：

sfcs2@ciec.com.cn，邮件标题含展会名称。截止到 2019 年 5 月 10 日 17：00 之后的申报邮件我公司

不予处理；逾期未申报将影响展具、花卉绿植进馆。

3. 展台申报资料含：加盖公章后的展台效果图（体现展位展具、花卉绿植实际合理需求）及《展具花卉

绿植申报单》。如下图

二、申报审核

1. 对于申报材料有问题的申报单位我司会以邮件方式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前给予回复，并请申报材料有

问题的单位在 2019 年 5 月 20 日 17：00 之前补报

2. 未接到邮件回复的申报单位视同申报通过

加盖真实有效公章

加盖真实有效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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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报咨询电话: 汪女士 13718950279

吴女士 13717868596

三、自备展具花卉绿植入馆

1. 申报通过的单位请于 5 月 27 日开始至 W1-W2 卸货区（W侧展位）或 E1-E2 卸货区（E侧展位）国展新

馆租赁办公点凭所属展位的施工证件领取《申报回执单》

2. 凭《申报回执单》及有效证件经现场安保人员核实无误后即可入馆。

北京中展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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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九： 展具花卉绿植申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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