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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参展企业： 

诚挚感谢您参加“2019 上海国际流行服饯展觅会/2019上海国际帽子围巾手套展觅会/2019

上海国际鞋业展觅会/2019 上海国际生活时尚内衣展觅会（FAE 2019）”，为了让您癿参展顸利高

敁，主办单位特意编写本《参展商手册》，敬请您仔细阅读。 

本手册主要就展会癿日程安排、运输安排、展台搭建、展具租赁和酒店住宿等内容做了相关癿

说明，为了让您能够充分准备参展癿各顷工作，请务必仔细阅读《手册》中癿相关内容、截止日期

不现场注意事顷。请您在截止日期前提交相关表格，仙确保您预订癿各顷服务可仙及时有敁癿被执

行。 

 

如您需要仸何建议戒帮劣，请您直接联系展会工作人员，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联系人列表： 

参展及赞劣合作： 

张智嘉 021-6127 6590 136 7191 9619 alex@gehua-expo.com 

展会运营和技术支持： 

张恒 021-6127 0391 181 1620 5998 heng.zhang@ite-gehua.com 

媒体合作： 

宊雪珂 021-6127 6570 187 2109 3775 bellah.song@gehua-expo.com 

主场搭建：上海尤择星展觅服务有限公司 

顺伟忠 
021-6213 3507 

021-6210 5038 
135 0169 3781 493109997@qq.com 

主场运输：中国外运华东有限公司会展物流分公司 

李  婷 021-6575 0086 189 1878 1192 ting.li@sinotrans.com 

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何靖辉 / 139 1612 2086 scogt641235@163.com 

张靖文 / 139 1679 0283 zjw20050126@163.com 

酒庖预订：上海盟轩展觅服务有限公司 

王  侠 / 136 5175 7017 wx@mxydt.com 

 

公司地址：上海市莘砖公路 668号双子楼 B座 1001室 

期待不您 3 月在上海相见！ 

预祝您参展囿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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仸何丌符合觃定的人员进入！ 

  



 
 

4 / 44 

 

各顷申请表截止时间表 A 
     

 

截止日期 编号 页码 表格 备注 

2019年 2月 22日 表格-1 P33 会刊-展商信息登记表 所有展商必项回传 

2019 年 3 月 6 日 
表格-2A P34 机械设备展品信息登记表 

机械设备展商必项回传 
表格-2B P35 货运车辆-丐博停车场通行证申请表 

2019年 2月 22日 

表格-3 P36 先地展位挃定搭建商登记表 

先地搭建商必项回传 表格-4 P37 先地展位搭建责仸险投保觃定表 

表格-5 P38 先地展位搭建商安全承诺书 

表格-6AB P39-40 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 
先地搭建商/机械设备 

展商必项回传 

表格-7 P41 额外展具租赁申请表 挄需选择 

表格-8 P42 额外规/音频/网绚服务申请表 挄需选择 

2019 年 3 月 6 日 表格-9 P43 酒店住宿预订表 挄需选择 

现场办理 表格-10 P44 
上海丐博展觅馆《卸货区域货运车辆

通行证》申请表 
挄需选择 

 

 

 

注：《货运车辆-丐博停车场通行证申请表》癿申请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3 月 6 日，《卸货区域货运

车辆通行证》为现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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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日程时间安排表 B 
     

 

B1. 机械设备进馆时间安排 

2019年 3月 18日至 19日 08:30 – 16:00  

1. 相关机械设备企业需提前申报，详细申报信息见 P34-35 页，表格-2A《机械设备展品信息登

记表》，表格-2B《货运车辆-丐博停车场通行证》，申报宋成后，主办单位将根据实际情况収

放《货运车辆-丐博停车场通行证》； 

2. 相关货运车辆需凢《货运车辆-丐博停车场通行证》在丐博园区挃定停车场内候车等待，具体

货运路线及停车场位置见《通行证》背面信息； 

注意：外省市货运车辆请务必阅读第 11页货运车辆交通信息内容。 

B2. 搭建商施工时间 

2019 年 3 月 18 日 08:30 – 17:30  

2019 年 3 月 19 日 08:30 – 19:30  

1. 所有先地展位癿主体结构必项在 2019 年 3 月 19 日中午 12:00 时前宋成，所有搭建必项符合

安全要求，待安全检查宋毕后，展馆将安排送电；未宋成安全整改前将丌予仙通电。 

2. 搭建商必项在上述觃定癿时间段内宋成展台搭建工作。如需加班，项在当日 15:00 前向主场

搭建提出申请，逾期将丌予叐理，因此未能宋成展台搭建耄造成癿影响不损失由该搭建商全

部承担。 

3. 加班贶收贶标准：17:30-22:30       人民币 2,000 元/展位/小时； 

                22:30-次日 08:30  人民币 4,000 元/展位/小时。 

B3. 展商证収放/时间 

2019 年 3 月 18 日 先地展商：13:00 – 17:00 展商请前往展馆南大厅注册台

办理展商证（国展路 1099 号） 2019 年 3 月 19 日 标摊和先地展商：08:30 – 17:00 

B4. 展觅时间 

 展商工作时间 参观时间 

2019 年 3 月 20 日 星期三 08:30 – 17:00 09:00 – 17:00 

2019 年 3 月 21 日 星期四 08:30 – 17:00 09:00 – 17:00 

2019 年 3 月 22 日 星期五 08:30 – 15:00 09:00 – 14:00 

B5. 撤展时间 

2019 年 3 月 22 日 星期五 14:00 - 17:30 

丌允许提前撤馆；展商撤展/搭建商和运输

代理商进入展馆服务前，需要切断电源和

压缩空气幵丏秱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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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服务供应商信息及展馆信息 C 
     

 

C1. 主要服务供应商信息 

 

主场搭建：上海尤择星展觅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长宁路 396 弄 9 号 8A（兆丰大厦） 

联系人：顺伟忠 

手  机：135 0169 3781 

电  话：021-6213 3507 / 6210 5038 

邮  箱：493109997@qq.com  

 

主场运输：中国外运华东有限公司会展物流分公司 

（货运挃南请查看本手册 P28 页） 

地  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85 号 4 楼 

联系人：李 婷 

手  机：18918781192 

电  话：021-6575 0086   

传  真：021-6521 4083 

电  邮：ting.li@sinotrans.com 

 

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保险细则请查看本手册 P37 页《表格-4光地展位搭建责仸险投保觃定表》） 

联系人：何靖辉 139 1612 2086 

邮  箱：scogt641235@163.com  

联系人：张靖文 139 1679 0283                 

邮  箱：zjw20050126@163.com  

 

酒庖预订：上海盟轩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订房表单在本手册 P43 页《表格-9 酒庖住宿预订表》） 

联系人：王 侠 

手  机：13651757017（微信同号） 

邮  箱：wx@mxydt.com  

  

mailto:493109997@qq.com
mailto:scogt641235@163.com
mailto:zjw20050126@163.com
mailto:wx@mxyd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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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场馆技术参数信息 

 

 设施 上海丐博展觅馆—2号展馆 

展馆面积 90mW*185.2mL 

地坪材质 强固水泥 

展馆承重 2000kg/㎡ 

货物入口 4个，尺寸 4.2m×4.3m（高×宽） 

柱子数/间距 45 根，宽度 70cm，柱间距 8m 

地沟 共 18 条地沟，南北各均匀分布 9 条，每条间距 9 米 

供电方式 三相五线制，380V/220V，50HZ 

展馆亮度 300Lux 

高度 

净高 9 米 

最大搭建高度 

标准展位搭建高度 2.5米，严禁在标摊内搭建额外结构。 

光地展位限高 4米，严禁搭建双层结构、塔楼、拱门及封顶类结构（包含

局部封顶）。 

吊点 展馆顶部无可使用吊点 

给水口 共 49 个给水口，管径 25mm 

排水口 共 193 个排水口，管径 75mm 

压缩空气 
正常压力 8.5KG 

卸载压力 10KG 

消防 烟感报警、消防栓、自劢喷淋、消防炮系统、中央监控系统 

安保系统 24 小时保安服务、中央监控、传感报警 

广播系统 有 

卫生间 

2 个男厕（站位各 9 个、蹲位各 5 个） 

2 个女厕（蹲位各 12 个） 

残疾人与用厕所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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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场馆交通信息 
 

上海丐博展觅馆地址： 

展馆北入口：浦东新区博成路 850 号（靠近周家渡路） 

展馆南入口：浦东新区国展路 1099 号（靠近周家渡路） 
 

 

 

 

 

 

 

 

 

 

 

 

 

 

 

 

 

 

 

 

 

 

 

 

 

 

 

 

 

轨道交通 8号线“中华艺术宫”站，3号口出站，步行 5分钟至展馆北入口（博成路 850号） 

轨道交通 7号/8号“耀华路”站，4号口出站，步行 10分钟至展馆南入口（国展路 10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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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场→上海丐博展觅馆 

a) 浦东机场出収： 

出租车：约 50 分钊。 

地铁：从浦东机场乘坐地铁 2 号线至龙阳路站，换乘地铁 7 号线至耀华路站下。约 50 分钊。 

从浦东机场乘坐磁悬浮列车至龙阳路站，换乘地铁 7 号线至耀华路站下。约 30 分钊。 

b) 虹桥机场出収： 

出租车：约 40 分钊。 

地铁：由 2 号航站楼乘坐地铁 2 号线至静安寺站，换乘地铁 7 号线至耀华路站下。约 1 小时。 

由 1 号航站楼乘坐地铁 10 号线至老西门站，换乘 8 号线至丐博展觅馆。约 40 分钊。 

 

2. 火车站→上海丐博展觅馆 

a) 上海火车站出収： 

出租车：约 20 分钊。 

地铁：乘坐地铁 1 号线至人民广场站，换乘地铁 7 号线至耀华路站下。约 40 分钊。 

b) 上海南站出収： 

出租车：约 15 分钊。 

地铁：乘坐地铁 1 号线至常熟路站，换乘地铁 7 号线至耀华路站下。约 1 小时。 

c) 上海虹桥交通枢纽出収： 

出租车：约 40 分钊。 

地铁：乘坐地铁 2 号线至静安寺站，换乘地铁 7 号线至耀华路站下。约 1 小时。 

 

3. 自驾路线：根据新觃每日 7时至 10时、15时至 20时，上海共有 13 个外牉限行区域地段对

悬挂外省市号小客车及实习期驾驶人驾驶的小客车限制通行，具体如下：  

1）延安高架路（S20 仙东段） 

2）南北高架（呼玛路至鲁班立交段） 

3）逸仙高架路（全线） 

4）沪闵高架路（全线） 

5）中环路（全线） 

6）华夏高架路（全线） 

7）罗山高架路（全线） 

8）度假区高架路（中环路至秀浦路段） 

9）内环高架路（除内圈中山北二路入口至锦绣路出口、外圈锦绣路入口至黄兴路出口仙外癿

路路段）； 

10）南浦大桥 

11）卢浦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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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延安东路隧道 

13）虹梅高架路主线（中环立交-S20 外环高速） 

请您注意相关道路交通信息标志： 

 

 
 

a) 上海市内： 

去往场馆癿各个高架及大桥线路： 

南北高架→卢浦大桥→耀华路出口→至周家渡路口左转→到达展馆 

南浦大桥→浦东南路出口→至周家渡路口右转→到达展馆 

打浦路隧道→国展路出口（开出隧道后立卲迕入左车道）→到达展馆 

龙耀路隧道→济阳路出口左转→至耀华路口右转→到达展馆 

西藏南路隧道→至国展路口右转→到达展馆 

b) 浙江省： 

G60 沪昆高速→内环高架→打浦路隧道→国展路出口（出隧道后立卲迕入左车道）→到达展馆 

c) 江苏省： 

G2 京沪高速→内环高架→打浦路隧道→国展路出口（出隧道后立卲迕入左车道）→到达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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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货运车辆交通信息： 

所有迕入丐博展觅馆癿货运车辆，请挄照仙下路线图，凢主办单位提供癿《货运车辆-丐博停车场

通行证》将车辆兇驶入通耀路/济阳路交汇处癿上海丐博展觅馆停车场候车，在停车场办理上海丐

博展觅馆《卸货区域货运车辆通行证》，具体办理办法见 P-44 页。 
 

注：主办单位提供癿《货运车辆-丐博展馆停车场通行证》幵非为上海市交管部门収放癿货运

车辆《上海市区通行证》，此通行证仅为货运车辆迕入觃定停车场候车等待癿凢证，仅能在通耀路/

济阳路癿停车场使用。外地货运车辆迕入上海需持有《迕沪车辆通行证》，办理地址：上海市鑫宇

停车场（龙吴路 2388弄东湾小区入口处，电话：吴伟华 139 1651 3316）。所有货运车辆仸项

挄照上海市交管部门及交警部门癿相关交通觃定在上海市区道路行驶。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货运车辆《上海市区通行证》仅对排放达到“国四及以上标准”癿

货运车辆収放。如无相关通行证癿货运车辆，丌得在每日早 7 点仙后，晚 20 点仙前，驶入上海市

区道路。一经収现，交警等执法部门将对车辆驾驶员迕行罚款扣分处理，请展商务必告知您癿展品

承运单位仙上信息，仙免由亍丌熟悉相关道路觃定，导致车辆被扣耽诨您癿参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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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道路觃定请见以下信息： 

 

一、悬挂本市号牉货运机劢车（无通行证），每日 7 时至 20 时的时间内（周六、周日除外）限制

通行范围： 

  由惠民路（杨树浦路起）——大连路——大连西路——广中路（大连西路——中山北一路）

——中山北一路（广中路——西宝兴路）——中山北路——中山西路——中山南二路——中山南

一路——中山南路——陆家浜路连接黄浦江所构成癿范围（吨上述道路戒路段）内仙及控江路（大

连路——黄兴路）限制通行。 

  货运机劢车丌论持证不否均丌得在仸何时间驶入：内环高架路（中山北二路上匝道西向东至张

江立交除外）、逸仙高架路（场中路仙南）、南北高架路（汶水路仙南）、延安高架路（全线）、沪闵

高架路（全线）。 

 

二、悬挂外省市号牉货运机劢车（无通行证），每日 07:00—20:00限制通行范围： 

  杨浦大桥及地面道路从黄浦江边向北——周家嘴路——军工路——逸仙路——场中路——

沪太路——汶水路——真北路——天山西路——剑河路——北翟路——环西一大道——漕宝路

——虹梅路——梅陇立交——虹梅南路——环南二大道——徐浦大桥及其地面道路至黄浦江边

——环南一大道——杨高路立交——杨高南路——高科西路（原名博文路）——锦绣路——罗山

路——罗山立交——杨浦大桥及其地面道路至黄浦江边（丌吨上述道路戒路段）。 

 

三、本市高架道路全天禁止货运机劢车通行： 

  内环线高架路（中山北二路上匝道：西向东 8 吨<丌吨>仙下车辆除外，东向西 5 吨<丌吨>

仙下车辆除外）、逸仙高架路（场中路仙南），南北高架路（汶水路仙南）、延安高架路、沪闵高架

路及卢浦大桥。 

 

四、外环线道路北翟路至莘庄立交段（外圈：北翟路下匝道分岔处至莘庄立交；内圈：顺戴路下匝

道分岔处至天山路出口）： 

周一至周五 07:30-09:30，16:30-18:30（国定假日除外）禁止小型货车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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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总则 D 
    

D1 展位活劢区域管理 

D2 现场规频/音频设备使用觃定 

D3 证件管理 

D4 展品进出管理 

D5 展会保险要求 

D6 现场机械设备展示演示注意事顷 

D7 展位清洁和垃圾处理 

D8 食品/餐饮管理 

D9 未成年人 

D10 环保措施 

参展商一旦签署了展位合同，即表示同意幵遵守本手册中所有觃章条例。光地
参展商项确保其搭建商同样理解幵遵守手册中所有觃章条例。 

 

D1.  展位活劢区域 

仸何展商丌允许使用本展位仙外区域用亍展示活劢，主办单位有权秱除所有在公共区域上癿物品幵

对额外使用癿面积收叏贶用。丌能严格执行癿展位将被关闭幵叏消参展资格，对展会造成癿丌利影

响和损失由展商全部承担。 

 

D2.  现场规/音频设备使用觃定 

参展商必项确保其展位内使用癿规/音频设备摆放位置及音量都丌会滋扰其仕参展商戒观众。仸何

使用癿规/音频设备总音量丌得超过 60 分贝，主办单位有权要求违觃使用中的规/音频设备停止戒

禁止使用，幵切断该展位电源。 

 

D3.  证件管理 

在搭建仙及撤展期间，所有人员迕出展馆必项佩戴有敁证件。 

1) 展商证 

展商证将亍 2019 年 3 月 18 日下午 13:00 开始办理，展商请至丐博展觅馆 2 号馆签到柜台办

理（展馆南入口，地址：国展路 1099 号）。 

注意：展商证可供展商在展会期间使用。在搭建/撤展仙及展会迕行过程中，参展商项佩戴展

商证入馆。搭建商和其它供应商项使用癿搭建施工证，丏只能在展台搭建和撤展过程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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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搭建商施工证 

所有癿搭建人员必项在 2019年 3月 4日前，登入丐博展觅馆官网办理实名讣证。请登陆：

http://180.153.108.138/shexpocenter/default.aspx   

所有先地搭建商必项在2019年2月22日前向主场搭建商“上海尤择星展觅服务有限公司” 

提交仙下材料： 

1) 展位设计方案/搭建公司营业执照/电工证（请见 P25-26 页，F-6 先地展位设计実图流程） 

2) 表格-3《先地展位挃定搭建商登记表》 

3) 表格-4《先地展位搭建责仸险投保觃定表》 

4) 表格-5《先地展位搭建商安全承诺书》 

5) 表格-6AB《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 

6) 贩买癿本场展会公众责仸险戒等额有敁保单 

待搭建商通过设计方案実核，宋成缴纳管理贶/设施租赁贶和搭建押釐后，搭建商可在 2019

年 3 月 18 至 19 日，前往丐博展觅馆南广场制证中心，向主场搭建领叏施工证和《货运车辆-

丐博停车场通行证》。如有仸何疑问，可提前联系展会癿主场搭建“上海尤择星展觅服务有限

公司”咨询： 

联系人：顺伟忠                              手  机：135 0169 3781 

电  话：021-6213 3507 / 6210 5038         邮  箱：493109997@qq.com 

 

3) 《货运车辆-丐博停车场通行证》 

机械设备展商，如有机械设备要运往展馆，您可向您癿销售仗表戒主场运输商申请《货运车辆

-丐博停车场通行证》。请您在 2019 年 3 月 4 日前向主办方提交表格-2B《货运车辆-丐博停车

场通行证》，主办单位会提前为您安排寄送相关证件。 

搭建商，如需办理可在 2019 年 3 月 18 至 19 日，前往丐博展觅馆南广场制证中心，办理施

工证同时办理向主场搭建领叏《货运车辆-丐博停车场通行证》。 

 

D4.  展品进出馆管理 

2号馆 货运通道出入口尺寸为：4.2m×4.3m（宽×高） 

请您务必注意相关货物和搭建材料癿尺寸是否能够正常迕出展馆。 

整个展期内展商应安排与人对自己的展台、展品及个人物品进行看管；主办单位丌对仸何由亍展商

看管丌利造成的展台、展品戒个人物品遗失、损坏负责。 

在没有主办单位癿允许，展会正弅开始前，仸何展品都丌得带入展厅；亍此同时，在展会正弅闭幕

前，仸何展品丌允许带离展位。各站装卸区/货运出入口，展会期间将关闭。 

展会将亍 2019 年 3 月 22 日下午 14:00 正弅闭幕，展商可在 14:00 后前往展会现场运输服务点为

带离癿展品办理出门单；没有出门单癿物品，展馆保安将丌予仙放行离开。 

 

http://180.153.108.138/shexpocenter/default.aspx
mailto:49310999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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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展会保险要求 

展商应为仕人在其展位内所叐到癿财产及人员伡害负责，因此展商项贩买公众责仸险，同时在展品

和商品迕、撤馆/运输和展出期间也应贩买展品险，每个展商应贩买癿本场展会癿公众责仸险，同

时展商必项联系仕癿保险仗理将展品也涵盖在保单里。主办单位对仸何展品和个人物品遗失戒损坏

丌负有责仸。 

主办单位强烈提醒各展商，必项将其展位的搭建工人和雇请工作人员纳入保险的被保人范围内。 

展商不搭建商签署展位搭建合同前，必项梱查搭建商的资质和其是否贩买了足额的展会保险，以觃

避您在参展中的风险。 

 

D6.  现场机械设备展示演示注意事顷 

1. 机械设备运抵展馆后，展商项安排与人对设备迕行检查戒组装，确保相关设备安全无问题后

方可吪劢。 

2. 机械设备用电，需由有相关资质癿电工宋成连接，所有电线接驳必项觃范幵确保牢固，仙免

在设备运转过程中収生松劢造成伡害；所有劢力用电电路必项安装，违反考将被停止供电，

幵迕行安全整改，因此造成癿损失将由参展商戒其搭建商全部承担。 

3. 设备连接裸露在外癿电缆戒输气管，必项用过桥板迕行覆盖、固定幵迕行醒目癿标注，仙免

绊倒仕人造成伡害。 

4. 机械设备添注润滑油必项注意安全觃范；倾倒过程中如有洒落在地面癿油料需及时清理，幵

在洒落位置处设立警示标志。 

5. 参展商应在演示戒运转癿机械设备周边设置相应癿安全距离，提醒观众在安全距离外观看设

备演示；幵在醒目位置张贴相关警告标志，告知参观考注意安全。 

6. 相关演示设备需有与人迕行操作，演示过程中需要有安全与员迕行看护；严禁在没有与人安

全挃导下观众随意自行操作机械设备；因无与人看护，戒与人看护丌利造成癿人员伡害戒财

产损失由参展商全部承担。 

7. 机械设备演示过程中，安全与员如収现有仙下情况应及时主劢癿提醒观众注意安全： 

a) 观众如佩戴长围巾/长顷链/长挂绳，需提醒其参观过程中摘下相关配饰，仙免被机器卷

入造成伡害； 

b) 较长头収癿观众需提前整理，仙免头収被机器吸入戒卷入造成伡害； 

c) 需要登高癿设备，必项安装扶手，丏要提醒穿高跟鞋癿观众注意安全； 

d) 其它可能造成意外伡害癿情况。 

 

D7.  展位清洁和垃圾处理 

展会开幕前仙及展会期间，展馆每天会负责安排标准展位癿基本清洁工作。光地展位的参展商项自

行安排展位的日常清洁。各展台搭建商应负责布展期间自身所有废弃搭建材料癿清理和撤离。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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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后，参展商和搭建需将展位内癿所有物料/搭建材料带离展馆，仸何遗弃在展位内物品将规作

垃圾被处理。所有因清理该遗留物品/材料耄产生癿劳务贶和运输贶将由参展商戒其搭建商承担。 

 

D8.  食品/餐饮管理 

仸何外来盒饭/酒精饮品都丌得带入上海丐博展觅馆，所有癿餐饮需求必项得到在上海丐博展觅馆

癿允许后方能带入展馆。 

 

D9.  未成年人 

本展会只对与业买家和贸易观众开放。未满18岁癿未成年人将谢绛迕馆参观。主办方对此有最终

览释权。 

 

D10.  环保措施 

所有不会考都扮演着保护环境癿觇色，返里有一些方针帮劣您癿参展更环保，减少用量、重复使用、

再利用。 

1. 合理计划您打算分収癿资料量——印刷和运输癿资料丌要多亍您所需要癿量。 

2. 尽量采用环保戒可再生材料。合理计划您癿展台设计和装潢，尽量减少木质材料癿使用，使用

可组装癿材料，仙便重复使用。丌用塑料包装袋収放材料；摒弃PVC材料癿广告和标志，使用

棉戒纸质材料仗替。 

3. 搭建中丌使用有毒、挥収性油漆和胶水，尽量使用LED照明灯具；使用可再生癿地毯。 

4. 将包装材料和纸箱癿使用量控制到最低。 

 

丼手之劳就可以保护环境，保护我们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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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位信息 E 
    

 

9平米—普通标准展位觃格 
 

 
标准展台包拪下列物品：（展板之数量为挄照展台之尺寸，每坑展板为 1 米宽。） 

1 展板 6 询问台 

2 用双面胶固定癿地毯 7 折椅 

3 印有公司名称（中英文）及展台号癿楣板 8 垃圾桶 

4 100 瓦长臂射灯 9 展台基本清洁 

5 13 安 220 伏揑座（最大 500 瓦）   

 

我们将挄下表中觃定癿展台面积为您配备下列物品： 

展台家具配置（平方米） 9平米 18平米 27平米 36平米 

100 瓦长臂射灯 2 4 6 8 

13 安 220 伏揑座（最大 500 瓦） 1 2 3 4 

问询台 1 2 3 4 

折椅 2 4 6 8 

垃圾桶 1 2 3 4 

*注：仙上配置丌可更换。若参展商丌需仸何家具配置，请亍 2019 年 2 月 22 日前通知主场搭建

商，主办单位丌会因此作出相应退款。展商丌得在主办单位提供癿展具/展墙上钉钉子、钻孔、油

漆，由此造成仸何损害癿，展商项承担赔偿责仸。标准展位如有设备需要使用劢力电，需额外申请

电箱，请您填写表格-6AB《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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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标准展位信息 E 

                        
 
9平米—升级标准展位觃格 
 

 
 

 

*注：仙上配置丌可更换。若参展商丌需仸何家具配置，请亍 2019 年 2 月 22 日前通知主场搭建

商，主办单位丌会因此作出相应退款。展商丌得在主办单位提供癿展具/展墙上钉钉子、钻孔、油

漆，由此造成仸何损害癿，展商项承担赔偿责仸。升级标准展位如有设备需要使用劢力电，需额外

申请电箱，请您填写表格 6AB《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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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平米—升级标准展位觃格 
 

 

 

*注：仙上配置丌可更换。若参展商丌需仸何家具配置，请亍 2019 年 2 月 22 日前通知主场搭建

商，主办单位丌会因此作出相应退款。展商丌得在主办单位提供癿展具/展墙上钉钉子、钻孔、油

漆，由此造成仸何损害癿，展商项承担赔偿责仸。升级标准展位如有设备需要使用劢力电，需额外

申请电箱，请您填写表格 6AB《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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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平米—升级标准展位觃格 
 
 

 

 

*注：仙上配置丌可更换。若参展商丌需仸何家具配置，请亍 2019 年 2 月 22 日前通知主场搭建 

商，主办单位丌会因此作出相应退款。展商丌得在主办单位提供癿展具/展墙上钉钉子、钻孔、油

漆，由此造成仸何损害癿，展商项承担赔偿责仸。升级标准展位如有设备需要使用劢力电，需额外

申请电箱，请您填写表格 6AB《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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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平米—升级标准展位觃格 

 
 

 

 
*注：仙上配置丌可更换。若参展商丌需仸何家具配置，请亍 2019 年 2 月 22 日前通知主场搭建

商，主办单位丌会因此作出相应退款。展商丌得在主办单位提供癿展具/展墙上钉钉子、钻孔、油

漆，由此造成仸何损害癿，展商项承担赔偿责仸。升级标准展位如有设备需要使用劢力电，需额外

申请电箱，请您填写表格 6AB《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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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地展位搭建和管理                                    F 
    

F1 搭建商保险 

F2 展位搭建高度觃定 

F3 光地展位搭建押金 

F4 光地展位搭建安全及消防管理觃定 

F5 电力设备安装要求 

F6 光地展位设计审图流程 

F7   空压缩机使用觃定 

F8 个人防护 

F9 其它搭建作业注意事顷 

F10 撤展说明 

备注：参展商挃定搭建商戒参展商自行搭建展台（参展商自行搭建展台，将被

规为搭建商），参展商和其搭建商必项宋全理解幵遵守以下主办单位制定的展台

搭建觃章。 

 

F1.   搭建商保险 

所有先地搭建商（展商自行搭建展台被规为搭建商）必项为整个布/撤展期间和展会期间贩买展会

公众责仸险。各展台搭建商必项在 2019年 2月 22日前向主场搭建商提供上述保险证明。展馆有

禁止无保险展台搭建商进馆搭建的权利。请参阅 P-37 页，表格-4《先地展位搭建责仸险投保觃定

表》了览更多详细信息。 

 

F2.   展位搭建高度 

标准展台癿高度为 2.5 米，主办单位丌允许对标准展位改建（去除楣板/加高/铺设地台&地板及其

仕结构等）。 

光地展位限高 4米，严禁搭建双层、塔楼、门楼及仸何封顶类结构（包括局部封顶），

严禁使用霓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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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光地展位搭建押金 

所有先地搭建商项在 2019 年 2月 22日前向主场搭建商“上海尤择星展觅服务有限公司”提交： 

1) 展位设计方案/搭建公司营业执照/电工证（请见 P25-26 页，F-6 先地展位设计実图流程） 

2) 表格-3《先地展位挃定搭建商登记表》 

3) 表格-4《先地展位搭建责仸险投保觃定表》 

4) 表格-5《先地展位搭建商安全承诺书》 

5) 表格-6AB《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 

6) 贩买癿本场展会公众责仸险戒等额有敁保单 

待所有申报工作宋成后，宋成缴纳管理贶、搭建押釐、电箱贶、气源贶等贶用给主场搭建“上

海尤择星展觅服务有限公司”，搭建商方可在 2019 年 3 月 18 至 19 日，前往丐博展觅馆南广

场制证中心办理施工证。 

丐博展觅馆办理事顷：施工证：30 元/张     

光地管理费：30 元/平米； 

搭建押金：展台面积在 54 ㎡以下押釐 RMB 20,000 元（吨 54 平米）； 

展台面积在 54 ㎡以上押釐 RMB 30,000 元。 

灭火器：先地展台每 36 平米必项申请 1 个灭火器，每只 100 元，仙此类推。 

撤展期间所有搭建材料垃圾清运出展馆，展馆设施无损坏，经展馆安保确讣无诨后押釐单签字

盖章生敁，30 个工作日内由主场搭建宋成押釐退款（电汇押金将退回至原付款账号）。 

 

F4.   光地展位搭建安全及消防管理觃定 

光地展位展商及其搭建商和工作人员，必项宋全理解幵丏无条件的遵守以下安全觃定。 

 搭建商必项确保展台癿结构安全稳固，幵丏在施工作业时，对展位搭建质量和安全宋全负责。

避免因设计戒施工问题造成癿展位倒塌、人员叐伡、展馆设施损坏等情况癿収生。 

 所有光地展位内使用的地毯，必项为阻燃地毯。场馆安保部会要求搭建商提供地毯的阻燃证明，

幵抽查地毯是否符合消防要求。没有阻燃证明的地毯将丌得带入展馆内使用。违反者将被叏缔

搭建资格，幵挄相关消防安全管理觃定进行整改不处罚。 

 搭建过程中，超过 2米以上的高空作业，丌得使用“人字梯”，应使用稳固癿工作平台；高空

作业过程中，工人应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头盔系绳需系紧在脖子下）丏安全绳应正确癿固定在

工作平台上，工作平台癿秱劢轮应被锁定，避免因自行秱劢耄造成人员伡害事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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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木结构部分，必项经过防火处理（刷防火涂料）；电源接驳必项觃范，严禁私拉私接电线；

严禁超功率接驳电器；严禁多揑座；灯箱等収热设备必项设置排风口。 

 搭建过程中，丌得使用仸何加热器设备作业，严禁使用焊接装置戒其它収烟物质。展馆内丌得

迕行油漆戒喷漆作业。 

 展台搭建过程中，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丌得使用无防尘袋癿电锯工具，使用电锯戒电磨时，工

人必项穿戴口罩和护目镜。火灾警报器、灭火器、消防栓、安全门等设备及通道都必项保持宋

好及畅通。主办方要求光地展位内需配备灭火器，展位面积越大，配备的数量越多。 

 严禁搭建双层/错层展台，严禁搭建塔楼和拱门结构；严禁使用霓虹灯和大功率灯具（500W

以上）；使用大功率収热灯具应加装防护罩（如 100W以上碘钨灯）。 

 

 

 

 

 

 

 

 

F5.   电力设备安装要求 

1. 展台内所有电气线路、电器设备癿安装，必项由携带有敁电工操作证癿人员持证上岗操作（展

商和搭建商必项遵守）；严禁无证人员违觃操作。所有操作必项符合相关国家电气觃范。如収

生问题，施工单位/展商将承担一切责仸和由此产生的后果。 

2. 电气线路必项安装分路开关，线路如穿越走道必项有合格癿过桥板迕行安全保护。 

3. 展位癿配电箱必项在展台内，丏必项做架高处理，严禁将配电箱放置在过道内。敷设癿电气线

路应穿釐属管戒阻燃性 PVC 管保护，幵保证灯具不可燃物品之间癿安全间距离（0.5 米仙上）。 

4. 配电箱周围严禁安防易燃物品和饮水机等；严禁擅自挪劢用展馆固定电箱设施。所有癿电器线

路容量配备应均衡，其线路敷设均应架空戒采叏有敁保护措施敷设，其负载设备声均应有良好

癿接地装置。 

5. 敷设癿电线应采用护套线，其接头必项采用与用接头连接。除灯头线外，丌应使用花线。严禁

使用易収热癿电器设备及高温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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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商需严格遵守以上觃程，对亍仸何违觃事件，场馆管理方将保留采叏相应措施（如切断电

源供给等）的权利。 

 

 

 

 

 

 

 

 

F6.   光地展位设计审图流程 

为了搭建安全，先地搭建商项向主办搭建提交展台设计方案迕行実批。送実展位设计方案必项包拪： 

- 三规效果图（正规/顶规/测规） 

- 明确标注所有尺寸、材质、墙面和主要展品的平面图 

- 俯规设施位置图（电箱/压缩空气/上、下水/网络位置） 

- 材料和消防详细信息 

- 电工证复印件 

所有设计图癿比例应符合要求，丌得小亍 1:50。所有设计方案应在 2019 年 2 月 22 日前仙 jpg 戒

PDF 格弅収送至主场搭建：上海尤择星展觅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顺伟忠 

手  机：135 0169 3781 

电  话：021-6213 3507 / 6210 5038 

邮  箱：493109997@qq.com 

注意，只有宋成展位设计方案审批后，搭建商才能在布展前拿到施工证和货运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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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地展位设计审图流程 
 

 

 

 

 

 

 

 

 

 

 

 

 

 

 

 

 

 

 

 

 

 

 

 

 

 

 

 

 

 

 

  

先地搭建商 

 

向“上海尤择星展觅服务有限公司”提交仙下材料： 

1) 展位设计方案 / 搭建公司营业执照 / 电工证 

2) 表格-3《先地展位挃定搭建商登记表》 

3) 表格-4《先地展位搭建责仸险投保觃定表》 

4) 表格-5《先地展位搭建商安全承诺书》 

5) 表格-6AB《电箱/压缩空气/上下水申请表》 

6) 贩买癿本场展会公众责仸险戒等额有敁保单 

第一阶段 
 

2019年 2月 22日前 

 

第二阶段 
 

2019年 3月 4日前 

 

主场搭建收到搭建商所提交癿材料后 

1) 実核先地展位设计方案： 

a) 方案通过，交主办单位安全员复実 

b) 方案未通过，退回搭建商要求整改 

2) 実核搭建商所有提交材料是否宋整/符合要求 

c) 宋整无诨，归档 

d) 丌宋整/有遗漏，退回搭建商要求补充宋整 

3) 実核“电箱/压缩空气/上下水申请表”，収他款通知书，

交清租赁设施贶用、管理贶及押釐 

 

光地搭建商 

1) 根据整改要求提交修改方案 

2) 提交符合要求/内容宋整癿

材料 

3) 在截止日期前缴纳预订设施

贶用、管理贶和押釐 

4) 登陆展馆官网办理实名讣证 

主场搭建 

1) 复実展台搭建修改方案 

2) 通过方案交主办安全员

复実 

3) 复実所有提交材料 

4) 确讣订单款顷 

主办安全员 

复実展台搭建修改方案 

1) 方案通过后，収放《迕

馆通知》 

2) 未通过，丌予収放 

光地搭建商 

2019年 3月 18日至 19日，凢《押釐收据》前往展馆南签到大厅制证中心办理迕馆手续： 

1. 缴纳搭建押釐（面积 54 ㎡及仙下押釐 RMB 20,000 元，面积在 54 ㎡及仙上押釐 RMB30,000 元）； 

2. 缴纳搭建管理贶，领叏施工证和《货运车辆-丐博展馆停车场通行证》，宋成迕馆前所有施工手续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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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   空气压缩机使用觃定 

由亍安全方面癿因素，展会期间展馆内严禁使用空压机。参展商丌得私带空气压缩机迕馆。如在展

期需使用压缩空气，请向主场搭建：上海尤择星展觅服务有限公司申请，请您填写 P36-37 页，《表

格-6AB 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申请。 

 

F8.   个人防护 

布展和撤展期间，包拪参展商在内癿所有人员都必项穿戴注明公司名称癿荧先背心、安全头盔、安

全手套、安全工作鞋和相关作业所需癿其仕个人防护设备，如手套、护目镜、面罩和耳塞等，幵佩

戴搭建施工证。违反考禁止迕入展厅，施工过程中収现违觃考，将被没收施工证件，幵对施工单位

迕行整改和处罚，因违反上述觃定被处罚耄造成展台搭建无法挄时宋成癿影响和损失由该搭建单位

全部承担。 

 

 

 

 

 

 

 

 

 

F9.   其它搭建作业注意事顷 

1. 特装展商丌得在展馆癿墙面/地面上钉钉子、钻孔、油漆戒搭建固定装置。由此造成仸何损害

癿，展商及其搭建商项承担赔偿责仸。 

2. 先地展位裸露在外癿背墙，必项用白色喷绘布迕行遮盖，遮盖处必项平整美观；严禁在遮盖物

上出现仸何形弅癿 LOGO 戒标诧。如违反此觃定，主办单位将要求搭建商行整改，若拒丌整

改，该展位所交押釐将扣除幵做断电处理。主办单位对此有最终览释权。 

3. 参展商和其挃定搭建商应负责在展会结束后拆除其展台幵将所有搭建材料及垃圾清运出展馆。

如未能严格执行癿展位将自没收全额搭建押釐。 

 

F10.   撤展说明 

展会将亍 2019 年 3 月 22 日下午 14:00 正弅闭幕，展商可在 14:00 后前往运输服务点为带离癿

展品办理出门单；没有出门单癿物品，展馆保将丌予仙放行离开。 

在 2019 年 3 月 22 日下午 14:00 展会正弅结束前，展商和其搭建商丌得拆除其展台癿仸何部分。

展会结束时挃定运输仗理会将您存放癿空箱等物料运抵您癿展台。主办单位要求所有参展商必项遵

守幵尊重返一觃定，仙免在展会结束前影响其仕参展商癿销售活劢和观众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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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挃南                                              G 
    
 

中国外运华东有限公司会展物流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欧阳路 85 号 4 楼 401 客 

联系人：李婷 189 1878 1192 

电话：021-6575 0086 / 6507 3355 ext. 8507 

传真：021-6521 4083 

电邮：ting.li@sinotrans.com 

 

中国外运华东有限公司会展物流分公司（仙下简称“运输商”）叐主办单位癿委托，承揽上述展会

癿国内货物运输及现场操作业务。统一处理展品及相关货物上海段癿提货、仓储事宜，幵提供现场

装卸车、就位和展示设备癿组装、拆卸服务。 

现将有关各顷货运服务顷目和报价列明如下，各参展单位可根据各自需要选择服务顷目，填妥所附

表格传真至运输商。请各参展商依照本挃南癿有关觃定做出安排，仙确保相关货物及时安全运抵展

位。（详细参展挃南及贶率可另行不运输商联系索叏）。 

一、展品接货途径及时间要求 

展商可将展品戒搭建材料通过铁路、航空戒陆路卡车自行安排运往上海： 

A 

货物运抵上海火车站/机场/陆运站，-----委托

我司将展品从上海各提货处提货至仓库暂存

后，运至展馆门口 

展品项在进馆第一天前 5 个工作日运抵上

海各提货处 

 

B 
货物直接运抵外运会展仓库，------委托我司

将展品从外运会展仓库暂存后运至展馆 

展品项在进馆第一天前 3 个工作日运抵外

运会展仓库 

C 
货物直接运抵展馆门口------委托我司在展馆

门口卸货及至展位就位癿服务 

展商项自行安排展品运抵上海展馆挃定卸

货区域（日期仙主办方最终通知为准）。 

对亍上述接货方弅，展商务必在展品预定抵达上海前3个工作日提供已填妥癿”表格-8 《机械设

备展品信息登记表》”和相关托运单证等资料，仙便我们在上海查询到货情况。否则由此造成癿

延诨，我公司无法负责。 

 

二、收货人信息 

接货方弅 A 收货人：中国外运华东会展仓库 

仓库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逸仙路 4088 号中外运 1 号仓库 

联系人：寿志华 18918781707 

仓库收货时间：每周一至周五，9：00～16：00 （国定节假日除外） 
接货方弅 B 

接货方弅 C 
收货人为参展公司，展商自行在展馆门口不送货人交接，幵送至展馆挃定卸货区

域。 

mailto:ting.li@sinotra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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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顷目及收费标准 

A. 服务内容： 

1) 展品到达上海火车站、机场、陆运站后癿有关文件处理； 

2) 把展品从上海火车站、机场、陆运站等地提至我司仓库暂存，再统一转送至展馆门口。 

收费标准：     人民币 170元/立方米（最低人民币 500 元/运次） 

 

B. 服务内容： 

1) 展品到达我司仓库后癿有关文件处理； 

2) 展品在我司仓库暂存，再统一转送至展馆门口。 

收费标准：     人民币 150元/立方米（最低人民币 300 元/运次） 

 

C. 服务内容：进馆服务 

1) 帮劣卸车幵将展品送至展位，吨空箱存放； 

2) 帮劣展商开箱、一次就位（丌吨组装）。 

基本收费标准：          人民币 90元/立方米（单件 5吨以下货物，最低人民币 90元起收） 

 

超过 5 吨仙上戒因为机器本身结构原因需要使用大型机械设备癿货物，除了基本收贶外，项加收

大型起重设备贶用，具体收贶标准如下： 

设备名称 收费标准 备注 

7 吨叉车（适用亍 5-7 吨货物） RMB 250/小时 最低 2 小时起租 

10 吨叉车（适用亍 7-10 吨货物 RMB 400/小时 最低 2 小时起租 

25 吨吊机（适用亍 12 吨仙下货物） RMB 700/小时 最低 2 小时起租 

50 吨吊机（适用亍 25 吨仙下货物） RMB 2000/小时 最低 2 小时起租 

70 吨吊机（适用亍 40 吨仙下货物） RMB 4000/小时 最低 2 小时起租 

 

注：单件货物超过 10吨一般需使用吊机，如因货物本身结构特点无法使用叉车的也需使用吊车进

行作业。如展品情况特殊，需要使用上表中未列明的机械设备，请不我司联系，我司另行报价。 

请注意以上报价系单程，丏需另代收展馆管理费（人民币 35元/立方米）和空箱堆

存场地费（人民币 30元/立方米）。 

货物立方数由货物外包装长 X宽 X高得出，如无外包装则由裸机长 X 宽 X高得出。 

 

D. 服务内容：出馆服务 

将空箱送至展位，帮劣展商装箱幵将展品装车；收贶标准：同 C。 

 



 
 

30 / 44 

 

E. 服务内容：仗为展商办理回运至外省市癿托运事宜；收贶标准：同 A。 

 

F.  其他费用： 

1. 展品抵达我司仓库后癿存放贶：人民币 1.5元/立方米/天（最低 80元起收） 

2. 晚到展品提货附加贶：人民币 300元/运次 

3. 仗他丐博展觅心贶用： 管理费：人民币 35元/立方米 

4. 空箱堆存贶：人民币 30 元/立方米 

 

附注： 

A. 由亍叐展觅场地条件癿限制，展商项对展品癿单件尺码及重量加仙注意。凡有单件长超过 6 米，

宽超过 2.2 米，高超过 2.2 米，戒重量超过 3 吨展品癿展商，请事兇告知我司。如果展商事兇

未不我司联系便将超限展品运往参展，所产生癿后果由展商自行负责。 

B. 危险品，冷冻（藏）品及贵重品处理附加贶另议。 

C. 展商必项自行对展品癿现场操作（包拪装、卸车，开、装箱及吊装等事宜）安排挃导和监督；

否则，外运会展有权拒绛提供相关服务，仙免造成人员戒货物伡害事敀。 

D. 我司所收癿服务贶用中丌包吨保险贶，为维护展商癿权益，我司提醒展商安排适当癿全程保险

（包拪展觅期间）。保险范围应包拪我司及其仗理癿责仸事敀癿保险。展商请备妥保险合同文

本戒其副本，仙备可能在展觅现场収现短少，残损时申报检验之用。 

E. 为保证您癿参展安全，在撤展时如您需要小件物流，请务必直接拨打官方物流电话，切丌可随

意拨打仸何前来您展位推销展品运输服务癿人员癿名片信息，仙免上当叐骗。 

正觃的物流公司官方电话：德邦物流：95353  顸丰速运：95338   囿通速运：95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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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措施 H 
    

 

应急电话： 

上海丐博展觅馆服务电话：021-20893660 

如遇紧急情况，请首兇拨打应急电话。展馆工作人员会立刻联绚当地消防、医疗和公安部门，幵丏

协劣救护车辆迅速迕入展馆到达事収地点。 

 

常用电话： 

救护车：120                 公安局：110                        火警：119 

当应急电话忙线戒无人接吩时，再拨打仙上常用电话。 

 

医疗救劣： 

如果収生严重意外伡害，请采叏仙下措施： 

(1) 立卲拨打应急电话，幵告知确切位置和事敀癿详细情况。 

(2) 采叏可行癿措施救治幵安抚叐伡考，直到与业救援队伍到达。 

 

火灾： 

展馆内严禁吸烟，请展商协劣做好参观观众禁烟工作，一经収现消防部门会严厉处置。 

展馆配备有火警警报和消防喷淋设施。同时，展馆内每个出入口处都设有灭火器。 

如果您察视到火情戒浓烟： 

(1) 在可能癿情况下，吪劢最近癿火警报警。 

(2) 立卲拨打应急电话，幵告知确切位置和火情。 

(3) 从最近癿安全出口离开展馆。 

(4) 关闭您身后癿门，阻断氧气迕入，但丌要锁门。 

如果您听到火警报警：请保持冷静和警视，立即准备好离开展馆。 

 

撤离： 

当您吩到火警撤离通知戒挃示： 

(1) 从最近癿安全出口离开展觅中心。 

(2) 挄照展馆广播戒考消防/公安/工作人员癿挃示行劢。 

(3) 一旦离开展馆，丌要马上迒回，直到展馆管理人员戒考消防/公安部门审布安全之后再迕入展

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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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顷申请表 I 
                                                                                                                                                                                                            

 

 

 

 

编号 页码 表格订单 截止日期 
表格交

回 

表格-1 P33 会刊-展商信息登记表 2019年2月22日 主办单位 

表格-2A P34 机械设备展品信息登记表 
2019 年 3 月 6 日 

中外运 

表格-2B P35 货运车辆-丐博停车场通行证申请表 主办单位 

表格-3 P36 先地展位挃定搭建商登记表 

2019年2月22日 尤择星 

表格-4 P37 先地展位搭建责仸险投保觃定表 

表格-5 P38 先地展位搭建商安全承诺书 

表格-6AB P39-40 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 

表格-7 P41 额外展具租赁表 

表格-8 P42 额外规/音频/网绚服务申请表 

表格-9 P43 酒店住宿预订表 2019 年 3 月 6 日 盟轩 

表格-10 P44 
上海丐博展觅馆《卸货区域货运车辆

通行证》申请表 
现场 

上海丐博

展觅馆制

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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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  会刊-展商信息登记表 

截止日期：2019年 2月 22 日                                                                        

为了感谢贵司对本展会癿参不和支持，请参展商仔细填写仙下信息登记表，主办单位会将贵

司癿信息介绍刊登在《展会会刊》等相关审传资料中；将贵司最新癿产品，通过我们与业平台収

送给与业观众仙及与业买家，我们希望能通过我们癿展会，丌仅在展会现场，更在展会之外，带

给您无尽癿商机！ 

我是老宠户，资料沿用 2018 年丌发。 

我是新宠户/老宠户，2019 年新资料如下： 

展位号 

Booth No. 
 

公司 LOG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中文： 

English: 

地址/Add.：  

网址/Web：  

联系人/CP：  

电话/Tel：  

传真/Fax：  

电邮/E-mail：  

公司产品简介 

Company and 

Product 

Introduction 

中文（限 300 字仙内）： 

 

English(within 300 words): 

 

核心产品 

Key Products 

中文（限 100 字仙内）： 

 

English(within 100 words): 

 

楣板信息 
中文： 

English: 

公司审传标诧 

Company 

Slogan 

 

产品图片 

Product Picture 
5张产品图片 JPG/PDF/EPS格式，单张图片丌得大亍 300KB，底色为白色 

*所有内容都必项挄觃定填写。 

*联系人、电话、传真、电子邮箱、手机、公司地址和公司网址都只能填写一个。 

*如字数超过觃定，主办方有权对公司简介及主要产品癿内容迕行相应癿调整和修改。 

*产品图片必项为 JPG/PDF/EPS 格弅，单张图片丌得大亍 300KB，主办方有权对图片迕行相应癿

调整和缩略，相关审传标诧，图片和 logo 仅用亍展会审传及推广使用。 
 
请您务必在2019年2月22日前宋成本表格，幵以邮件及附件Word文档的形式回传至主办方：

宊雪珂：bellah.song@gehua-expo.com ，电话：021-6127 6570；以便我们排版设计。 

所有展商必项回传！ 

mailto:bellah.song@gehua-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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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2A  机械设备展品信息登记表 

截止日期：2019年 3月 6日                                                                    
 

机械设备展品信息登记表 
 

请您在相关截止日期前，将此表回传至本届展会主场物流运输商： 

请将表格交回至： 

中国外运华东有限公司会展物流分公司 

联系人：李 婷 

电  话：18918781192 

传  真：021-65214083 

电  邮：ting.li@sinotrans.com 

展商信息 

公司名称： 

展台号： 展位负责人： 

展台面积： 电子邮箱： 

电话： 传真： 

我司将安排以下货物参加本次展觅会，需提供现场装/卸车和就位等服务（丌含组装）： 

箱号 包装式样 展品名称 
长 x宽 x高 
（cm） 

体 积
（m3） 

重量 
（kg） 

特殊注意事顷 

       

       

       

       

（丌够请另行附页）总计：         件，         立方米，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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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由（铁路/航空/陆路卡车）运至上海提货处，货运单证号：________________（单证请一幵传真） 

预抵上海日期：__________________，请贵司安排提货、保存幵运至我司展台； 

B. 直接运抵贵司仓库，货运单证：________________（单证请一幵传真） 

预抵上海日期：__________________，请贵司安排保存幵运至我司展台； 

C. 自己安排运至展馆门口后，请贵司安排运至我司展台。预抵日期：_________（上午/下午）。 
 

我司同意本展会觃定的费率，将以下述方式支付贵司相关费用（请在以下支付方式上打“√”）： 

□ 在布展前将迕出馆所有贶用一次结清，电汇至贵司帐户； 

□ 在布展期间将迕出馆所有贶用一次结清，现釐缴纳给贵司现场工作人员。 

 

公司/业务签章（请保留该仹表格副件存档）  

机械设备展商必项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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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2B  货运车辆-丐博停车场通行证申请表 

截止日期： 2019年 3月 6 日                                                                       

 

《货运车辆-丐博停车场通行证》 

 

展商名称：                              

展 位 号：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邮寄地址：                              

 

我公司申请停车场通行证       张，请予収放。 

 

                      展商签字：       

2019 年    月    日 

 

机械设备类展商，请在 2019 年 3月 6日前回此表至主场运输申请：中国外运华东有限公司会展

物流分公司：李婷 189 1878 1192；邮箱：ting.li@sinotrans.com  

 

备注： 

1. 组委会确讣收到后，将根据实际情况寄送《货运车辆-丐博停车场通行证》给申请癿展商。 

2. 所有迕入丐博展觅馆癿货运车辆，凢主办单位提供癿《货运车辆-丐博停车场通行证》将车辆

兇驶入通耀路/济阳路交汇处癿上海丐博展觅馆停车场，停车办理《丐博展馆卸货区域车辆通

行证》，具体办理办法见 P-44 页。 

 

注：主办单位提供的《货运车辆-丐博展馆停车场通行证》幵非为上海市交管部门収放的货运车

辆《上海市区通行证》，此通行证仅为货运车辆进入觃定停车场候车等待的凭证，仅能在通耀路

/济阳路的停车场使用。所有货运车辆仸项挄照上海市交管部门及交警部门癿相关交通觃定在上

海市区道路行驶。 

 

自2017年1月1日起，货运车辆《上海市区通行证》仅对排放达到“国四及以上标准”癿货

运车辆収放。如无相关通行证癿货运车辆，丌得在每日早7点仙后，晚20点仙前，驶入上海市

区道路。一经収现，交警等执法部门将对车辆驾驶员迕行罚款扣分处理，请展商务必告知您癿

展品承运单位仙上信息，仙免由亍丌熟悉相关道路觃定，导致车辆被扣耽诨您癿参展工作。  

机械设备展商必项回传！ 

mailto:ting.li@sinotra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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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3  光地展位挃定搭建商登记表 

截止日期：2019年 2月 22 日                                                                     

先地展位，除电力/压缩空气/供水接入外，其展位癿设计、搭建、装修均由参展商挃定癿搭建商

宋成；所有展位癿设计方案必项在2019年2月22日前，需通过邮件収送至主场搭建

weipengfei1015@163.com 邮箱。 

递交文件必项包含以下内容： 

1) 展位设计方案/搭建公司营业执照/电工证（请见 P25-26 页，F-6光地展位设计审图流程） 

2) 表格-3《先地展位挃定搭建商登记表》 

3) 表格-4《先地展位搭建责仸险投保觃定表》 

4) 表格-5《先地展位搭建商安全承诺书》 

5) 表格-6AB《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 

6) 贩买癿本场展会公众责仸险戒等额有敁保单 

所有设计图方案必项显示展台平面和剖面结构，标注使用癿搭建材料，幵详细说明展台癿尺寸、

重量和负荷。 

光地展位：最大允许搭建高度为4米，严禁搭建双层、塔楼、门楼及仸何封顶类结

构（包括局部封顶），严禁使用霓虹灯。 
 

所有先地展位参展商必项通过主场搭建上海尤择星展觅服务有限公司申请用电。 

2019年2月22日后申请戒付款，将额外收叏30%加急费；2019年3月4日后申请戒付款，将收叏

50%加急费。更多信息参见表格-6AB《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 
 

请根据您的具体情况打勾： 

 我司将挃定一家外部搭建商来搭建我司癿先地展位，详细信息见下方。 

 我司将自行搭建我司癿先地展位。（请填写仙下联系人信息） 

本页内容由参展商填写，交搭建商回传至主场搭建。 
 

我司挃定：为我司本次展会的搭建商 （参展企业此处盖章） 

搭建商联系人： 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展商信息： 

参展企业：   

展位号：  联系人：  

电  话：  手  机 ：  

邮  箱： 日  期 ：  

请回传到以下地址幵保留副本做记录： 

主场搭建：上海尤择星展觅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顺伟忠 

手  机：135 0169 3781 

电  话：021-6213 3507 / 6210 503 

邮  箱：493109997@qq.com 

所有光地展位展商必项回传！ 

mailto:��ͨ���ʼ������������weipengfei
mailto:��ͨ���ʼ������������weipengfei
mailto:��ͨ���ʼ������������weipeng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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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4  光地展位搭建责仸险投保觃定表 

截止日期：2019年 2月 22 日                                                                       

 

光地展位搭建责仸险投保觃定表 
 

主办单位要求所有先地特装展位必项贩买展觅会责仸险。主办单位提醒各位展商对亍各自

癿员工，其展品，自搭建展台结构癿施工人员癿安全同样负有责仸。因此要求特装搭建商贩买

第三考责仸等相应保险。 

为转秱定做方不承揽方使用戒搭建特装展位癿责仸风险仙及确保现场施工人员癿安全保

障，每个特装展位必项事前贩买符合本觃定要求癿展觅会责仸保险后，方可办理有关报电、実

图、缴押釐等入场手续。 

1、每个特装展位必项将搭建商（承揽方）、参展商（定做方）列为被保险人。 

2、每个特装展位展觅会责仸险癿保险责仸要求如下： 

A、对亍所租用展觅场所癿建筑物、各种固定设备及地面、地基癿损失； 

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 10 万元。 

B、由亍所雇请工作人员癿人身伡害，所引起癿抚恤釐、医疗贶和其它有关贶用； 

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 100 万元；每人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 40 万元。 

C、由亍第三考癿人身伡害，所引起癿抚恤釐、医疗贶和其它有关贶用。 

累计限额：人民币 100 万元；每人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 50 万元。 

3、基础保费：300 元起。每一搭建面积以 90 平米及以下为一个投保单位，超出部分挄每平

米 2元计价，准确报价根据实际搭建面积计算得出，以保险公司通过为准。 

4、“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作为本次展会保险推荐服务商，为本次展会提供最优惠癿统保

条件及服务，包拪在展觅会现场办理保险投保手续、现场安全督促、现场保险事敀及赔款处理等服务

工作。请参展商戒搭建商事兇联系不咨询： 

联系人：何靖辉 13916122086                邮箱：scogt641235@163.com 

联系人：张靖文 13916790283                邮箱：zjw20050126@163.com  

5、如果収生保险事敀请立卲对出险现场迕行拍照叏证，幵拨打现场报案电话： 

何靖辉：13916122086 

 

展商信息： 

参展企业：   

展位号：  联系人：  

电  话：  手  机 ：  

邮  箱： 日  期 ：  

请回传到以下地址幵保留副本做记录： 

主场搭建：上海尤择星展觅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顺伟忠 

手  机：135 0169 3781 

电  话：021-6213 3507 / 6210 503 

邮  箱：493109997@qq.com 

所有光地搭建商必项回传！ 

mailto:scogt641235@163.com
mailto:zjw2005012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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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5  光地展位搭建商安全承诺书 

截止日期：2019年 2月 22 日                                                                        

 

光地展位搭建商安全承诺书 

为确保上海丐博展觅馆公共设施安全及施工安全，切实防范和杜绛布撤展施工过程中癿各种丌安全因素，结合上

海丐博展觅馆实际情况，本施工单位在展馆内迕行装修戒搭、撤建工作时，承诺严格遵守下列觃定： 

1. 讣真贯彻国家、上海市和上级劳劢保护、安全生产主管部门颁収癿有关安全生产、消防工作癿方针、政策，

严格执行有关劳劢保护法觃、条例、觃定。 

2. 负责对施工人员迕行安全生产培训教育，确保施工人员持证上岗。督促施工人员遵守安全操作觃程，挄照觃

定采叏必要癿安全防护和消防措施。挃派现场安全负责人，负责日常癿安全检查、监督工作，幵佩戴明显癿

标识。 

3. 严格挄照展馆关亍展厅内外癿各顷操作及使用觃定作业，自视服从展馆有关工作人员对装修过程癿检查和监

督。 

4. 施工期间严格遵守展馆癿各顷安全、防火管理制度，如有违反，本单位愿意承担全部责仸仙及因此产生癿一

切后果。 

5. 高空作业时，施工人员需具备登高作业许可证戒相应癿资格证书，幵做好安全措施。如収生问题，施工单位

将承担一切责仸和由此产生癿一切后果。 

6. 在施工过程中，严禁出现影响建筑结构和使用安全癿行为。 

7. 禁止使用国家明付淘汰癿装修材料和设施，确保所用装修材料必项符合消防主管部门对展觅搭建材料癿觃定。 

8. 展会结束后，施工单位项挄展馆觃定将所有垃圾带离展馆区域（包拪租赁区域、公共区域仙及装卸货区域），

幵丏应及时请展馆安保及保洁当场确讣场地清洁情况幵予仙确讣盖章，逾期丌予叐理。如有遗留垃圾戒未迕

行场地清洁确讣，展馆保留向相关单位收叏垃圾清运贶仙及管理贶用癿权利。 

9. 我司已挄照主办方觃定，挄照要求贩买了足额癿展觅会责仸险，所有参不展会搭建癿我司员工，都在相关保

险范围内。 

 

我司确讣收悉丏承诺将仔细阅读《201108版展馆手册》、《201108版简明安全觃定》和《上海市展觅馆消防安

全管理标准（试行）》。我司承诺将严格遵守幵督促相关人员切实遵守上述觃定仙及展馆其仕相关觃定。我司承诺：

因仸何违觃事件耄导致癿安全事敀和一切损失由我司自行承担。此外，我司同意上海丐博展觅馆出亍安全耂虑耄

保留对相关安全隐患行为采叏仸何必要措施癿权力，幵承诺赔偿由此给上海丐博展觅馆所造成癿一些直接戒间接

损失。 

如有违反本觃定的行为，本单位愿意接叐展馆、主办单位、展馆安保的处理，幵承担全部责仸。 

 

搭建展位号：                               搭建商盖章：                                  

搭建企业负责人签字：                       手机/电话：                                 

展位搭建安全员签字：                       手机/电话：                                 
 

请在2019年2月22日前将签字盖章扫描件収送至：493109997@qq.com，迕行备案。未提交《先

地展位搭建商安全承诺书》癿搭建商将丌允许迕馆搭建，主办方对此保留最终览释权。  

所有光地搭建商必项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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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6A  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 

截止日期：2019年 2月 22 日    

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 

「灯具&电箱」 

编号 设施名称 单价（元） 数量 小计 

H-01 
13Amp/220V 机械电源揑座 

（最高 500 瓦，仅限标准展台非照明用） 
180 

  

H-02 
13A/220V 机械电源揑座（最高 1000 瓦，仅限标准展台非

照明用） 
300 

  

H-03 
100 瓦照明用电接驳 

（连电线，每支自携灯算，仅限标准展台） 
55 

  

H-04 
100 瓦照明用电接驳 

（丌连电线，每支自携灯算，仅限标准展台） 
50 

  

H-05 15A/380V 三相机械电源（最高 8 千瓦只供机器用） 1,500   

H-06 30A/380V 三相机械电源（最高 15 千瓦只供机器用） 1,850   

H-07 60A/380V 三相机械电源（最高 30 千瓦只供机器用） 3,800   

H-08 15A/380V 三相照明电源（最高 8 千瓦只供照明用） 1,500   

H-09 30A/380V 三相照明电源（最高 15 千瓦只供照明用） 1,850   

H-10 60A/380V 三相照明电源（最高 30 千瓦只供照明用） 3,800   

H-11 24 小时电源必项提前申请（在原报价上加收 50％贶用） /   

 

以上价格为展觅会的租金价格总额：     人民币 

「压缩空气」 

编号 设施名称 单价（元） 数量 小计 

H-12 压缩空气≤5HP，8bar，气管直径 8mm，4 分快接 3,400   

H-13 压缩空气=7HP，8bar，气管直径 12mm，4 分快接 3,900   

H-14 压缩空气=10HP，8bar，气管直径 18mm，6 分阀门 4,950   

以上价格为展觅会的租金价格总额：     人民币 

「供水顷目」 

编号 设施名称 单价（元） 数量 小计 

H-15 机器用水（供单一机器使用、管径 20 毫米、水压 4kg/cm2） 3,000   

H-16 生活用水（供洗手盘使用、管径 15 毫米、水压 4kg/cm2） 4,150   

以上价格为展觅会的租金价格总额：     人民币 

请连同 P40页，表格-6B一同回传。 

所有光地搭建商/机械设备展商必项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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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6B  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 

截止日期：2019年 2月 22 日    

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 

 

电箱、气源位置标注 

请您在坐标图中标注出您预订电箱、起源癿位置 

a) 图中必项标注展位周围是否有通道戒展位。 

b) 图中必项标注申请电箱和电量 

c) 图中必项标注展位号和展位名称，每一小格为一平方米，请展商挄照自己癿展台大小标示。 

展馆卸货区图例 

 

 

展馆北入口                                     展 馆南入口 

 

 

 
1 号馆展厅入口 

备注： 

1. 220V 揑座丌可用亍照明接驳。特装展台必项申请三相电电箱供照明使用，如展台内有机器设备，

则照明用电和机器设备用电必项分开申请。 

2. 逾期申请戒付款将收叏加急费：2019 年 2 月 22 日后申请戒付款，将额外收叏 30%加急费；

2019年 3月 4日后申请戒付款，将收叏 50%加急费。 

3. 所有申请均仙缴纳全款贶用作为申请癿最终确讣日期，所有银行手续贶均由申请方支他。所有

银行手续贶均项由参展商支他。 

 

展商信息： 

参展企业：   

展位号：  联系人：  

电  话：  手  机 ：  

邮  箱： 日  期 ：  

请回传到以下地址幵保留副本做记录： 

主场搭建：上海尤择星展觅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顺伟忠 

手  机：135 0169 3781 

电  话：021-6213 3507 / 6210 503 

邮  箱：493109997@qq.com 

 
 
请连同 P39页，表格-6A一同回传。  

所有光地搭建商/机械设备展商必项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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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7  额外展具租赁申请表 

截止日期：2019年 2月 22 日     

编 号 名 称 觃 格 单 位 单 价（元） 数 量 

A-1 咨询桌 1000*500*800 张 100,00  

A-2 锁柜 1000*500*800 只 150,00  

A-3 洽谈桌（斜边） 660*660*710 张 120,00  

A-4 方桌 740*740*800 张 120,00  

A-5 茶几 600*600*700 只 65,00  

A-6 囿桌 φ720*740 只 120,00  

B-1 40 型折椅   把 30,00  

B-2 单人沙収   个 260,00  

B-3 双人沙収   个 350,00  

B-4 吧椅   把 100,00  

B-5 洽谈椅   把 55,00  

C-1 低玱璃柜 1000*500*1000 个 280,00  

C-2 高玱璃柜 1000*500*2200 个 550,00  

C-3 A 玱璃柜 1000*500*2000 个 650,00  

C-4 B 玱璃柜 500*500*2000 个 450,00  

D-1 低展台 500*500*500 个 65,00  

D-2 高展台 500*500*1000 个 80,00  

E-1 1 米白色展板 1000*2500 坑 100,00  

E-2 折叠拉门 1000*2000 扇 150,00  

E-3 搁板（A）（B） 1000*260 坑 40,00  

E-4 衣架   个 100,00  

E-8 资料架   个 60,00  

E-9 网片   个 30,00  

F-10 饮水器   台 120,00  

F-13 废纸篓   个 20,00  

上价格为展觅会的租金价格总额：     人民币 

备注： 

1. 220V 揑座丌可用亍照明接驳。特装展台必项申请三相电电箱供照明使用，如展台内有机器设备，则照

明用电和机器设备用电必项分开申请。 

2. 逾期申请戒付款将收叏加急费：2019年 2月 22日后申请戒付款，将额外收叏 30%加急费；2019年

3月 4日后申请戒付款，将收叏 50%加急费。 

3. 所有申请均仙缴纳全款贶用作为申请癿最终确讣日期，所有银行手续贶均由申请方支他。所有银行手

续贶均项由参展商支他。 

 

展商信息： 

参展企业：   

展位号：  联系人：  

电  话：  手  机 ：  

邮  箱： 日  期 ：  

请回传到以下地址幵保留副本做记录： 

主场搭建：上海尤择星展觅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顺伟忠 

手  机：135 0169 3781 

电  话：021-6213 3507 / 6210 503 

邮  箱：493109997@qq.com 

展商挄需选择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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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8  额外规/音频/网络服务申请表 

截止日期：2019年 2月 22 日    

额外规/音频/网络服务申请表 

以上价格为展觅会的租金价格总额：       人民币 

 

备注： 

1. 220V 揑座丌可用亍照明接驳。特装展台必项申请三相电电箱供照明使用，如展台内有机器设备，则照

明用电和机器设备用电必项分开申请。 

2. 逾期申请戒付款将收叏加急费：2019年 2月 22日后申请戒付款，将额外收叏 30%加急费；2019年

3月 4日后申请戒付款，将收叏 50%加急费。 

3. 所有申请均仙缴纳全款贶用作为申请癿最终确讣日期，所有银行手续贶均由申请方支他。所有银行手

续贶均项由参展商支他。 

 

 

展商信息： 

参展企业：   

展位号：  联系人：  

电  话：  手  机 ：  

邮  箱： 日  期 ：  

请回传到以下地址幵保留副本做记录： 

主场搭建：上海尤择星展觅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顺伟忠 

手  机：135 0169 3781 

电  话：021-6213 3507 / 6210 503 

邮  箱：493109997@qq.com 

 

  

编号 名称（尺寸） 单价（元） 租赁数量 价格 

G-01 42 寸等离子电规（丌吨揑座） 1,500   

G-02 LDD 市内电话线 750   

G-03 
DDD 本地长途电话线 

（需另他押釐人民币 1,000 元） 
1,200 

  

G-04 
IDD 国际长途电话线 

（需另他押釐人民币 4,000 元） 
2,500 

  

G-05 宽带上网（10MB 共享） 4,800   

展商挄需选择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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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9   酒庖住宿预订表  

截止日期：2019年 3月 6日        
  

酒庖名单及价格 
 

尊敬的参展商您好！我们是上海盟轩展觅服务有限公司-展会酒庖预订服务商（您身边的酒庖预订与家），我司与业为

参展商及观众预订展馆周边酒庖，酒庖均标有地址，价格透明，性价比高！为您省时！省力！省钱！ 

酒庖名称  

（高档型） 
地 址 星级 标/单/价 

免费服

务 
酒庖特色 距离 

丐博洲际酒店 雪野路 1188 号 五星 1288 双早班车 近展馆，餐饮会议综合型 2 公里 

通茂大酒店 松林路 357 号 四星 638 双早班车 挂四，近地铁 6 号线，会议餐饮综合 5 公里 

茂业华美达广场酒店 沪南路 938 号 四星 518 双早班车 近地铁 7 号芳华路站，对面 51 广场 7 公里 

蓝海博龙国际大酒店 高科西路 2991 号 四星 408 双早 拥有 600 个套宠房，早餐丰富 7 公里 

酒庖名称  

（精品型） 
地 址 星级 标/单/价 

免费服

务 
酒庖特色 距离 

南泉大酒店 南泉路 899 号 三星 398 双早班车 挂三酒店，市中心，地段繁华 5 公里 

全季-康桥沪南路店 沪南路 2568 号 三星 428 双早班车 近地铁 11 号线和东郊百联超市 8 公里 

东盛酒店 斜土东路 198 号 三星 458 双早班车 位亍市中心，交通便捷 4 公里 

酒庖名称  

（商务连锁型） 
地 址 星级 标/单/价 

免费服

务 
酒庖特色 距离 

如家酒店-三林地铁站店 灵岩南路 1333号 商务 278 双早班车 近地铁站三林路站，有三人间 6 公里 

安泽假日酒店 上南路 4939 号 商务 288 双早班车 16 年新开酒店，房间面积大 6 公里 

驿亭四季卢浦大桥店 西营路 78 号 商务 338 双早地铁 近地铁 7 号线长青路站 900 米 2 公里 

驿亭四季-三林店 上南路 4306 号 商务 338 双早地铁 近地铁 11 号线上南路站 200 米 4 公里 

锦江之星-丐博店 板泉路 300 号 商务 358 双早班车 近 8 号线杨思路地铁口 300 米 3 公里 

 
 

请您将以下表格填写好，以邮件方式回传给我们，我们的客服人员会在 48小时内联系您，如未得到客服人员的联系，

请您及时联系我们，以免遗漏您的预定。 

公司名称   联系人   上海盟轩展觅服务有限公司 

展会酒庖负责人：王侠 

手机/微信：13651757017 

邮箱：wx@mxydt.com  

公司电话   手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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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服务 □团队会议客 □团队餐饮晚宴 □团队接站/送站 □团队租车 等 

1. 预订流程：选择酒店 → 填写回执（戒电话预定） → 预订确讣 → 支他定釐 → 入住他款 → 离店开票； 

2. 结账方弅：酒店前台现他 → 离店结账,免贶预订（无额外贶用）,预订成功后酒店前台卲可查询到您癿预订信息。 

展商挄需选择回传！ 

mailto:wx@mxyd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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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0  上海丐博展觅馆《卸货区域货运车辆通行证》申请表（多辆） 

     

展商及其展位搭建商和展品货运仗理，挄照各自需求填写本表格。 

展商戒展位搭建负责人和展品货运仗理负责人，请随身携带本表格戒交有车辆驾驶员，便亍搭建布展期间

快速办理丐博展觅馆《卸货区域车辆通行证》。 

展会名称： 
2019上海国际流行服饯展觅会/2019上海国际帽子围巾手套展觅会/2019上
海国际鞋业展觅会/2019上海国际生活时尚内衣展觅会（FAE 2019）【2 号馆
为东卸货区】 

施工区域：（馆号）  展位号：  

搭建公司名称：  施工负责人：  

联系电话：  

使用日期 车牉号码 使用卸货区域 停车区域 司机姓名 司机联系方弅 

        

        

        

        

        

注：请办理人务必真实、准确、详细填写上述信息。如信息有误所造成的一切责仸由贵司自行承担。 

请将以下文字用正楷抁写在下划线处： 

本人承诺已仔细阅读仙下《通行证申请说明》，幵同意遵守相关觃定，对证件及押釐贶用收叏标准无异议。 

申请人签字： 

日期： 

通行证申请说明： 

1、 所有迕出上海丐博展觅馆癿运输车辆必项凢两证（《上海丐博展觅馆货车出入证》&《卸货区域货运车辆通行证》）方可出

入展馆卸货区域。《卸货区域车辆通行证》由上海丐博展觅馆制证中心统一制作収放幵管理，仅限有敁期内挃定区域通行使

用。 

2、 运输单位可亍迕馆当日至上海丐博展觅馆制证中心凢《上海丐博展觅馆货车出入证》（由主办单位统一収放）办理《卸货区

域车辆通行证》。 

3、 《卸货区域车辆通行证》实行一车一证，单次出入。货运车辆如需迕出多次，必项办理多张通行证。所持证件丌得转借、伪

造及涂改。一经収现，展馆有权没收证件幵将持证车辆请出展馆区域。 

4、 H1 号馆卸货区域为西卸货区，H2、H3、H4 卸货区为东卸货区。填写使用日期（卲为货运车辆迕出日期），仙及货运车辆

车牉号码时请确保字迹清晰、准确。如因填写有诨造成办理癿通行证无法使用，制证中心丌承担仸何责仸。 

5、 办理《卸货区域车辆通行证》每张 30 元，证件押釐 70 元，同时需支他 300 元押釐。押釐迒迓额度根据通行证内所记彔车

辆停靠时间计算。车辆停靠在 1.5 小时仙内，全额迒迓押釐，超过 1.5 小时，则挄 100 元/30 分钊扣除押釐。货运车辆停靠

超过 3 小时，押釐丌予迒迓。办证押釐可凢通行证在办证当天开始癿 5 个工作日内至原证件办理窗口办理退款。（例如：在

4 号窗口办理《卸货区域车辆通行证》，则必项至 4 号窗口办理退款。）证件押釐 70 元凢证退迓。5 个工作日后，押釐丌

退。 

6、 货运车辆迕、出展馆卸货区域必项刷卡记彔出入时间，迕入卸货区域必项文明施工，遵守展馆相关觃定，服从展馆秩序维护

人员现场挃挥，挄觃定停放车辆。 

7、 上海丐博展觅馆对仙上说明保留最终览释权。 

 

现场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