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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楣板信息确认表 

  

附表二 第 9 届中国（深圳）国际茶产业博览会 

暨紫砂、陶瓷、茶具用品展 

安全责任协议书 

 

附表三 

 

深圳会展中心进馆作业安全承诺书 

（适用于展会主场承建单位和特装展位承建商） 

 

附表四 特装布展施工方案申请表 

  

附表五 展会服务系列收费标准 

 5.1 展厅水、电收费标准 

5.2 展具租赁收费 

5.3 展具附图 

5.4 华巨臣展具租赁价格及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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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参展商 

尊敬的参展商： 

欢迎您参加 

  第 9 届中国（深圳）国际茶产业博览会 

  暨紫砂、陶瓷、红木、茶具用品展 

  为便于您做好展会各项准备工作，我们编写了这本《参展

服务手册》。请仔细翻阅本手册中的相关内容，将会帮助您

顺利参加本次展会。  同时，也视为各参展商了解并接受

《参展服务手册》的内容并同意遵照执行。对于本手册中

还未能解决的问题，欢迎您致电我们，我们将竭诚为您服

务！请根据您预定的展位需求，务必于每份表格的截止日

期前回传至指定联系人，多谢合作！ 

 

请务必在展会期间携带本手册以便参阅。 

 

预祝您参展取得圆满成功！ 

 

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2014 年 11 月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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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届中国（深圳）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紫砂、陶瓷、红木、茶具用品展

（下称“2014 深圳秋茶”）将于 2014 年 12 月 18 日-21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 1、

6、9 号馆如期举办。此次博览会面积覆盖 60000m2, 展位数达 2800 个，为推

动特色茶产业文化交流和推广国内外优质茶产品，力求成为中国茶叶品种最

全、规模最大、最具参与价值的茶产业博览会。 

 

〖组委会联系方式〗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 Contact way 

 

主承办单位：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深圳市茶文化促进会 

 

组委会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罗田路宝安体育中心西侧游泳馆二楼 

400-082-0838  转茶博会项目组 

  

 +86-755-82361717 www.goodtea.cc                

 

第一部分                   展会概况 

     Introduction 

 

http://www.goodte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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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博会日程〗Tea Expo Schedule 

 

 

布展时间 标准摊位 2014 年 12 月 17 日 8:30-22:00 

 特装展位 2014 年 12 月 16 日 8:30-17:30 

  2014 年 12 月 17 日 8:30-22:00 

开展时间 2014 年 12 月 18 日-21 日 9:30-18:30 

撤展时间 2014 年 12 月 21 日 18:00-22:00 

 

在开展期间，参展商每天 09:00 进馆，观众每天 09:30 开始进

馆参观，18:30 开始停止入场，19:00 闭馆，12 月 21 日观众 18:00

停止入场，18:30 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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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管理规章〗 Rules of Exhibition Center 

   消防安全管理  / Firing & Security Management 

为营造安全、文明和舒适的参展环境，各参展商和搭建商负责人应严格遵守展馆

制定有关消防、安全和施工的规定及切实履行《消防法》规定的消防安全职责。具体

管理细则如下： 

1. 严禁携带危险品进入展馆。 

2. 严禁对通道、灭火器、消防喷淋装置、警报装置或其他任何安全装置等设施进

行改造、改装或移动。 

3. 严禁在消防卷帘门下及周边设施或在消防栓周围 1 米内放置任何展品，消防门

及物流门前应预留 1 米宽消防通道。 

4. 展馆内严禁吸烟，禁止任何参展单位进行明火操作。 

5. 展馆内的自动扶梯和客梯不准用作物品搬运。 

6. 任何展位的布展方案，施工使用材料需报组委会审批通过后方可施工。 

7. 布展材料必须选用非可燃或阻燃材料。如布展材料为木料，必须预先涂刷至少

2 次防火涂料；若为照明装置、电线（缆）电路和其他电热元件必须绝缘及与

可燃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8. 展会期间，各参展单位应随时对本单位展台和展区进行防火安全检查，及时发

现并消除火灾隐患。 

9. 一旦发生火灾应立即组织扑救，拉动报警器，拨打 119 报警。此外，所有在场

人员应服从现场统一指挥，做到有序疏散。 

 

第二部分               参展商指南 

Exhibitor Guid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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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件管理  /  Work-Pass Management 

（一）  证件种类  Species of certified passes 

参展商证：按每个标准展位 3 张参展商证配发 

布 展 证：数量按（特装展位）每家企业 3 张布展证的标准配备，仅供展商

于布展期内使用。 

临时施工证：特装施工单位进入展馆的唯一凭证，请各参展企业派专人办

证并妥善保管，如有遗失应立即到组委会服务处备案. 收费标准为 10 元/证 

车辆通行证：简称车证，大会唯一认定布 / 撤展运输车辆进出场馆的有效 

凭证，车辆的进出、停放必须服从会展中心统一指挥和管理.  

注：参展商证、布展证和临时施工证按组委会制定的配备比例制发。 

 

（二） 证件办理流程  Work-Pass Documentation  

已缴齐展位费及所有预订项目费用（以款项实际到帐为准）的参展企业，凭

缴费票据在组委会参展商服务处办理证件。“参展证”、“布展证”及“临时

施工证”是参展商及特装施工单位进入展馆的唯一凭证，请各参展企业派专人

办证并妥善保管，如有遗失，应立即到组委会服务处备案 

 

（三） 证件管理  Work-Pass Management 

1. 证件须佩挂胸前，正面向外, 在入馆时向安保人员出示，无证人员一律被

拒绝入馆。 

2. 参展企业的工作人员不得在展馆内从事与参展行为不符活动，例如：派

发宣传资料、收购展品、从事有偿搬运服务以及违法行为等，一经发现

将没收证件并相应扣减下届办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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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须知〗 Notifications for all responsible booths 

1. 各参展单位不得转让、转租或拆装展位/空地，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参展商， 

展馆有权责成组委会取消其参展商资格，终止其参展活动。 

2.参展单位的任何装饰、搭建等，不得超出所租用展位的面积，一经发现核

实，展馆将按超过展位面积的相应标准收取展位费。 

3. 各参展商如损坏展板、展架，则按损坏物的实价赔偿。 

4. 参展商不得将包装箱放置于非指定位置。 

5. 严禁在本展位以外区域发放、粘贴或摆放任何宣传单、宣传品等。 

6.请展商保管好自己的展品和随身物品，尤其是贵重物品如笔记本 电脑、手

机、背包等，以防被盗。 

7.参展商在参展期间使用高音喇叭或自备音响等播音器材的音量不得超过 50 分

贝，若超过规定标准，组委会将给予警告重犯者组委会有权取消其参展资格。 

8. 不得在墙面、地面和柱子进行钻、刨、铆、锯、焊、油漆或粘贴等作业。，如

有违反，将按损坏设备的价格的 2-5 倍罚款。 

9. 布展限高：标准展位的高度不超过 4 米；特装展位高度不超过 4.5 米（二楼

观展平台下的高度不超过 4 米（包括地台高度）），如有特殊请求，需向组委

会提出申请。 

10. 标摊配置的电源插座电压为220 伏，最大功率1500 瓦，只用于电脑、传真机和手

机充电器等，禁止用于大功率电器或用拖板相互联接使用。每一插座只允许接用一

个电具。如有更大的电力需求及其他用途,务必事先向会展中心提出用电申请，  

11. 所有展位设计和施工必须由有资质的搭建商来实施设计和施工。 

12. 所有参展商不得在布展期间存放展品及其他物品。布展结束后，所有参展

商/施工人员方可离开展馆，否则损失和责任自负。如展商提前布展结束，

务必留专人看守参展物品，直至展馆闭馆，待统一闭馆时方可离开，否则展

位发生失窃、展品损坏等问题由展商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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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管理  /  Booth Management 

标准展位 Standard Booth 

（一）配置 

 

（二）细则 

1. 为保证整个展会效果的统一性，本届展会标准展位采用大方铝搭建。  

2. 参展商一律不得擅自拆装、改动由组委会统一搭建的展位和配置的展具。 

3. 请勿携带与组委会用于标准展位搭建相同（近）的标准展具进场施工  

4. 展位的楣板文字（参展企业名称）由组委会统一制作，以提交的参展资料

为准。未经许可，不得擅自更改。需要更改楣板的参展商，请知会展位招

商经理。 

5. 如因展商自身需更改楣板信息，组委会可有偿服务（1800x950mm） 

制作费用为100元/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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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位  Space-Unit 

1.特装展位不包括上述标准展台内的基本设施和其他服务。 

2.展商可委托组委会推荐搭建商或委托其他搭建商对展台进行设计、搭建和装

修，相关费用和责任由展商自行承担。 

推荐特装搭建服务  

Recommended building service- provider(s) for space-units  

本着为参展商服务的宗旨，组委会有专门的特装工程部，为参展企业提供一

站式的参展服务，如有需要，可于 9:00-18:00 直接联系:  林玉琼 小姐 

18126158929          2915681079@qq.com 

特装搭建图纸类相关服务 

Related drawing services to space-unit building 

1.申报资料： 图纸（详细见《特装布展施工方案申报表》） 

2.申报流程   报图形式： 统一以邮件形式申报（不接受传真） 

    18126158929  2915681079@qq.com  

【统一命名格式：“2014 第X 届XXXX 茶博会，xx 号馆xxxx 展位‖】 

3.审图 

搭建公司须于2014年11月30日前向组委会工程部提交特装展位报审资料（包

括效果图、平面图、施工图、消防材质说明及搭建公司营业执照等文件），并

提交同时网上签订“安全责任书”。 

组委会工程部将从展位结构安全性、线路布置合理性、防火性等几个方面在

申报后两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即可于现场服务处办理用电等相

关手续。 

mailto:291568107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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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搭建商) 布 / 撤展报到流程  

  现场办理进馆施工手续需提供材料 

(1) 营业执照复印件；参展及施工资格证明 

(2) 填写《特装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需加盖展商公章并签字，一式两份） 

(3) 施工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及电话号码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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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展须知 

1. 撤展时间为 12 月 21 日 18:00-22:00 

2. 撤展期间，未经组委会许可，展品不得随意搬动。  

3. 展品出馆，应办理出门证。出门证一式两联，第一联展馆留底，第二联为

出门证。 

4. 展品离馆后，参展人员不准在展场逗留，12 小时后无人认领的展品视为遗

弃 物品，由组委会统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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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布 / 撤展（行车）路线图 

 

 

 

 

大货车车证注册流程   

1. 进入注册网站http://www.stc.gov.cn/cardregsys，然后点击―同意‖，进入登

记页面 

      登录账号：（即布、撤展通行账号，由组委会提前半个月给到各参展商） 

      登录密码：74889098X.     截止时间：2014.12 .17 

2. 输入通行车辆车牌号，选择具体通行时间与日期，保存即可。 

注：布展货车通行时间：2014年12月16-17日   00:00-7:30； 9: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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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服务收费标准〗 

Charging standard(s) for exhibitor services 

特装各项费用标准 

施工管理费 

 

临时施工证管理费 10 元/个 

  

特装展位管理费 25 元/平方米 

特装展位安全清洁押金 

规格 / 每平方米（m2） 价格（元） / 展期 

 

100及以下 

 
6200 

 
101-200 8700 

 
201-400  15000 

 

401 及以上 20000 

1. 清洁押金需由展商清理完展台，会展中心指定清洁人员确认签字后方可退回； 

2. 特装展位清洁标准： 

（1） 布展和撤展结束时，展位如有装修垃圾遗留，遗留的垃圾按600 元/车（240

升塑料垃圾车），地面墙面污染（油漆、燃料、木胶、贴膜等）等按200 元/

平方扣费； 

（2） 若展商及其布撤展人员将本展位垃圾丢弃在展馆其他区域或展馆周边，则按

实际垃圾清运费的1.5 倍从押金中扣除。 

（3）  若撤展结束时，仍有特装展位保持展位未动，则根据该展位面积按45/平方从

押金中扣除作业拆除清理费。 

注：临时施工证管理费、施工安全押金、特装展位管理费向展商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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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延时服务 

 36-72 平方米 73-100 平方米 101 平方米及以上 

17:30-22:00 20 元/ 平方米 18 元/ 平方米 16 元/ 平方米 

22:00-24:00 20 元/ 平方米 18 元/ 平方米 16 元/ 平方米 

注：  1. 参展商须于搭建结束前至少 2 小时向大会主场搭建服务商提出申请。  

2. 原则上不允许参展商 24:00 以后加班；在特许情况下，24:00 后的加班

费 20 元/平方* 2 小时       

3. 延时服务不提供空调  不足 36 平方的，按 36 平方计 

展具及水电设施 

预租展具、用电等回执 

有预租需求的参展商需在 2014 年11 月30日前将预租表（见附表）加盖章后传

真至主场承建商，以收到主场承建商所回复的付款确认书为准，请参照付款确

认书将款项汇至以下帐户。 

 

帐户名：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深圳中心城支行 

帐号：8149 8322 6810 002 

 

预租服务渠道 

＋86－0755-82848711  ＋86－0755-82848714 

 292932124       ZL@chtf.com www.szcec.com  

展位面积 

      
延长时段 

      

mailto:ZL@chtf.com


 

 17 / 31 

 

温馨提示 

1.提前（网上）预租展具可享受原价优惠！ 

2.如需现场租赁，大会将额外加收 30 %的费用！  

 

 

 

 

 

 〖现场服务机构〗 Onsite- Service Institutes 

组委会现场服务机构  

 服务功能 地点 

参展商入场登记 办理参展商进出馆手续  

 

会展中心二楼 205 
工程部服务处 展位搭建、改装、用水/电 

物流中心 展具租赁和其他物流服务 

新闻中心 信息接收和发布，现场翻译 

安保中心 现场安全保障和险情举报 

旅游咨询柜台 票务及酒店预订、交通导向 

和其他旅游资讯发布等。 

会展中心二楼 213 

商务中心 证件快照，复印和传真等 会展中心二楼 214 

 

第三部分        展会配套服务 

           Expo Comprehensiv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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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标准）展位搭建服务 

 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展装工程事业部 

集展览、展示设计，制作与施工以及后期服务的专业公司；强大的设计

阵容，丰富的施工经验，诚信守诺的原则，为参展商提供优质的展览工程

服务。 

地址：深圳市福华三路会展中心 4 号馆 1 号门 2 楼 

 

〖物流服务〗  Logistic Services 

相关展览品代收、报关储运等服务 

会展中心 (货运代理/仓储/叉车服务) 

电话：0755-8284 8646        传真：0755-8284 8748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深圳会展中心1 号馆8 号门1109 

 

德邦物流             电话  (0755)83410789         

 

天地华宇物流       岳经理：13316999329     区经理：13316999381 

 

注： 

1. 进口展品报关需提前一个月 

2. 参展商如有货运存储需求，敬请查阅会展中心网  



 

 19 / 31 

 

〖酒店服务〗  Hospitality  Services 

会展中心附近酒店列表（以酒店当日的价格为准）  

15分钟   步程 

皇福轩商务酒店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7051 号 

（皇岗村小学侧面） 

（0755）83288022 

皇轩酒店 深圳福田区福民路 28 号（益田万佳旁） （0755）82569888 

香樟商务酒店 福田区金田路 3037 号金中环商务大厦 A 座

11 楼(地铁会展中心 E 出口)  

   （0755）82802233 

   

20分钟   步程 

7天连锁酒店 

(深圳会展中心店) 

福田区海滨广场国皇大厦3楼  

(滨河大道与金田路交汇处) 

[地铁4号龙华线福民站] 

(0755) 88301788 

   

30分钟   步程 

加来酒店 深圳市福田区福民路皇岗公园街8号 

（皇岗公园东大门） 

（0755）88257999 

   

皇朝商务酒店 深圳市福田区福港路20号皇岗汽车检测站东面 (0755) 83389111 

   

维也纳酒店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 73 号 （0755）83981688 

   

深圳华南天精品

商务酒店 

深圳福田区彩田路海滨广场福荣阁二层 (0755)23919998 

   

悠然居酒店 深圳福田区彩田南路海滨广场吉龙三街朝恒大厦 (0755) 88897899 

锦江之星酒店

(深圳福民路店) 

福田区福民路 8 号 

（地铁四号线－龙华线福民站 B 出口右转 50 米） 

(0755) 88301212 

新大洲酒店 福田区新洲一街 109 号 (0755) 83307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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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分钟   步程 

百时快捷酒店

(深圳福强路店) 

福强路吉龙三街福星阁1038-3号 

(福强路和吉龙三街交汇处) 

(0755)83471890 

   

 城市客栈酒店

(会展中心店)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2038号海天大厦 

（社保局大厦内） 

(0755)83460888 

   

 7天连锁酒店(深

圳新洲店)  

福田区滨河大道9005号（新洲牌坊旁） (0755)83409340 

国丰酒店 

会展中心店  

福田区彩田路12号（近地铁罗宝线岗厦站） (0755)83371888 

   

如家快捷酒店 福田区新洲南路世纪礼品文化广场315栋 (0755)83167777 

〖餐饮服务〗 Catering Service 

家乐缘 

（金田店） 

 0755（82798893） 

13632535646 

福田区金中环商务大厦 

负一楼 

    

唯客连锁 

自助餐厅 

卢先生 18565705570 会展中心附近 

    

新城兴餐饮 许先生 13316872621 会展中心附近 

    

南小馆  0755-23907661 福华三路 118 号皇庭广场 G 楼 

    

九毛九山西面馆

（皇庭店） 

 0755-82783367 福田区福华三路 118 号皇庭国

商购物广场 G 层 11 号商铺 

    

港丽餐厅  (0755)82725359 福田区福华三路 118 号皇庭购

物广场 L1 层 37 号商铺 

    

  展馆餐饮服务 

     中西式快餐区设在 1 号馆北侧（服务大厅中区楼下），餐饮区总面积达 7000

平方米。由面点王、真功夫等知名快餐品牌为大会提供中西式快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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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服务〗 Transport Service 

深圳会展中心周边地图 

 

飞机 Airplane 

   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出发，乘 M417线公交车到后瑞地铁站乘1号线

（往罗湖方向）抵达会展中心站，由D出口出站，仅需步行150米左右 

轮船 Ferry 

   从蛇口港出发, 步行至蛇口港地铁站，乘坐2号线（往新秀方向）抵达世界之

窗站，换乘1号线（往罗湖方向）抵达会展中心站，；  从福永码头出发，步行

至福永海鲜市场，乘坐m291路公交车,在机场东地铁站下车，换乘1号线（往罗

湖方向）抵达会展中心站，由D出口出站，仅需步行150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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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   Train  

 高铁(含动车)  High-speed Train  从深圳北站出发：乘坐地铁4号线（往福

田口岸方向）抵达会展中心站，选择D出站口，仅需步行150米左右 

 普通火车 Train：从深圳西站出发，步行至南头火车西站，乘坐353路公交抵达

大新村，至大新地铁站，换乘1号线（往罗湖方向）抵会展中心选择D出站口； 从

深圳火车站出发，在站内换乘地铁1号线（往机场东方向）抵会展中心 ，选择 D

出站口出站，仅需步行150米左右。 

 地铁  Subway / Metro   地铁1号线和4号线在会展中心站接驳，抵达会展中心站

后，由D出口出站，仅需步行150米左右。 

自驾车  Self-driving 

深圳会展中心南邻滨河快速干道，与口岸、港口及高速公路相连，由深圳火车站驾车

前往约需15 分钟、由深圳机场前往约需30 分钟。 

 由罗湖、福田、盐田区出发：经滨河路或深南大道向西行，至金田立交处右转向

北即抵达福华三路。 

 由宝安、南山区出发：经滨河路、深南大道或北环大道向东，至益田立交处右

拐，经福华三路抵达。 

 由龙岗区出发：上水观高速后转至清平高速，走完进入关内后右转到泥岗西路，

向西行，上北环大道后转到彩田立交，沿彩田路向南抵达福华三路。 

公交车    Shuttle Bus 

 会展中心站：109 路/15 路/235 路/371 路/374 路/375 路/379 路/ 

50 路/64 路/71 路/76 路区间/80 路/机场9 线/高峰专车19 路/高峰专线车23 路/76 路/高

峰快巴8 路 

 会展中心南站：229 路/337 路/338 路/353 路/369 路/382 路/J1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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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标准展位楣板字确认单 
 

 

 

请确认以下内容并直接返回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客户资料                                         

 

展览会名称：                                                                   

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深圳会展中心            展期：                   

公司名称：                                             展台号码：__________                    

发票地址：                                                                           

联络人：                      电话：                    传真：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                                                                            

 

请将门楣上出现的公司名称清楚打印在以下表格中，中文控制在 14 个文字

内。 

 

中文文字:   

 

 
 

             

 

英文文字:   

 

 
 

 

 

签字（章）：                                         日期：                             

截止日期：2014 年 11 月 30 日 



 

 24 / 31 

 

附表二          第 9  届中国（深圳）国际茶产业博览会 

暨紫砂、陶瓷、茶具用品展 

安全责任协议书                                          

 展位号：________ 

为确保本届展会安全、顺利进行，博览会组委会与参展商签订本协议。 

你公司的参展主要展品（请列详细）： 

1.展会期间，各参展单位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国家和深圳市的有关法规，遵守大会有关安全规定，服从 

博览会组委会的管理。 

2.严格按照合同所规定的范围准备展品，不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诚实经营，文明参展。如因参展商自身 

原因造成的一切后果参展商自行承担。 

3.参展人员须佩戴参展证，凭证进入展馆。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到岗和离岗。 

4.严禁在展馆内吸烟，严禁明火作业。严禁将易燃、易爆、有毒、有放射性物品携入馆内。严禁使用不 

符合消防要求的装饰材料。所有展具均应符合消防要求，并做防火处理。 

5.展品及其它设备一经进馆，未经组委会同意不得移动或携出。严禁移动不属于本展位的展品、展具。 

6.每天早9:00 参展商开始进入各自展位。开馆期间( 9:30 到18:30 ），展位内安全责任由各参展商承 

担， 18:00 开始清场，参展单位工作人员应在保安人员清场到本展位时，方可离馆。 

7.开馆期间公共区域的安全由组委会负责。闭馆后的场内安全由组委会委托展馆保卫部门负责。 

8.易丢失的小件、贵重展品，在布展安置时请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9.参展工作人员个人物品如背包、手机等要妥善保管，以防丢失。 

10.各参展商要切实遵守知识产权的有关规定，严禁侵犯他人的正当利益。 

11.博览会于12 月21日18:30 闭幕。其后，组委会开始为参展单位统一开具展品放行条。 

12.展会期间如遇突发事件，不要惊慌，听从大会组委会的指挥，有序疏散避险。 

13.展品、参展人员的保险由参展单位负责。主办单位对涉及参展商、参观者的个人物品任何风险，概不 

负财务或法律责任。建议参展商为其展品、展位装置、会场及其他第三者投保。 

14.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备查。 

 

                                                            

 

                                                                 

 

 

（此表复印留底，以备查！） 

 

 

参展单位：_____________     

 

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博览会组委会: 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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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深圳会展中心进馆作业安全承诺书 

（适用于展会主场承建单位和特装展位承建商） 

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为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

条例》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和《深圳

经济特区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进一步落实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会展中心）生

产安全责任，加强会展中心展馆内现场作业安全管理，提高进馆作业单位自身安全意识和防护责任，维护

展馆和社会公共安全，我单位在进入会展中心展馆进行作业时，作为进馆作业区域安全责任单位，愿对我

单位进馆作业时因违章所造成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并作出如下郑重承诺： 

1． 我单位指定同志，工作电话或手机，为自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起至押金清退之日止。在深圳

会展中心，展位地点：_________ 号馆、展位编号：_____ 、参展商：______ ；承建商：

_______ ；展位作业现场区域内安全管理责任人，负责我单位在贵展馆作业现场的安全落实及整

改工作。 

2． 作业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和深圳市关于消防安全和施工安全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严格遵守会展

中心关于施工消防安全和展位搭建安全的各项规定，自觉接受和服从公安机关、消防部门及会展

中心安全检查和监督，对公安机关、消防部门及会展中心提出的整改要求，及时落实。 

3． 现场作业所使用的设备、工具满足安全要求，所有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根据作业现场情况，

在作业现场配备足够数量的消防器材。 

4． 在作业过程中，所采用的施工材料符合展馆消防和结构安全要求，正确评估作业工程用电负荷，

并采取与之匹配的电气开关、线缆容量，以保证所作业工程用电安全。 

5． 严格按照作业设计施工图纸的要求，规范施工，并在登高、吊装等危险作业中采取相应的安全防

护措施，保证施工人员人生安全。 

6． 在施工作业期间如出现各种消防、治安及其它意外事故，应在第一时间通知会展中心现场管理人

员，并有义务先行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 

7． 进馆作业期间，会展中心管理人员如发现作业人员偷盗、损坏会展中心财物、擅自进入或破坏会

展中心设置的封闭区域等违反会展中心管理规定的行为，会展中心有权视情况严重程度，采取警

告、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等措施、并保留根据进馆作业单位安全事故备案情况，取消发生安全事故

作业单位今后进入会展中心施工资格的权利。 

8．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我单位自愿接受公安机关、消防部门和会展中心按照法律法规或―深圳会展中 

心展馆使用规定‖给予的处罚。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一份用于办理施工进场手续，留存深圳会展中心客服中心，一份由进馆作业单 

位自己保留。 

进馆作业单位（盖章）：____________  进馆指定安全管理责任人（签名）：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 年_____月______日 

特别说明： 

1.承诺书盖章有效（或附施工单位现场签字授权文件，可由授权人签字）； 

2.展会布展时进馆作业单位名称应与展会主（承）办单位提供的展位地点、展位编号、参展商名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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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特装布展施工方案申请表 

(截止时间：2014 年11 月 30 日) 

展位号  展位面积  

参展企业  联系人  

施工单位  联系人  

现场监理  联系电话  

电箱规格  电箱数量  

电箱使用形式  展示用电总功率  

 

施工单位承诺 

 

我单位承诺，遵守展会规定和相关要求，如实

按申报方案施工，在进行展位搭建施工中，严

格按照国家有关搭建工程强制性技术规范，按

规定配置消防器材，确保工程牢固、安全，如

有违反或工程发生意外，责任自负。 

 

施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参展单位委托我单位现正式委托________ 

 

(公司)为我单位展位特装承建商，并对申报方

案确认无误，请组委会予以审核 

 

 

 

参展单位（盖章）: 

 

 

 

确认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材料： 

1． 《特装布展施工方案申报表》 

2． 《彩色立体效果图》 

3． 《平面图》、《尺寸图》、《立面图》、《剖面图》 

（注明详细尺寸和材料说明，有多个立面的，需提供对应的立面图） 

4． 《展位配电系统图》 

（注明总功率、总开关额定电流值、电压[220V/380V]；所采用电线型号和敷设方式） 

5． 《配电平面图》 

（注明展位的总配电箱位置、灯具的种类、功率和安装位置） 

6． 作业电工的《电工操作证》复印件（原件备查） 

 

注：所有设计图和文字说明要求清晰,一律采用电子邮件方式申报。此表图纸申

报时使用扫描件，原件现场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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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5.1      展具及水电设施申请表（1） 

公司名称：                                   展位号：                          联系电话： 

 

 
注：  

1.以上物品报价均为出租价格，时间为一个展期。超过一个展期，出租价格加倍。租赁后，超过 12 小时

不给予退换。 

2.上述物品报价包括运输、安装、拆卸、清洁、材料费、施工费或管理费。 

3.馆内电源、水源不得迁向馆外使用，馆外用电、水需在馆内用电基础上费用增加 100 元管理费、安装

费。施工费。 

4―馆内布展施工用电‖布展期为 2 天，每增加 1 天，220V/15A 其费用增加 150 元，380V/15A 其费用增加

200 元。 

施工临时用电自备材料。 

5.预订或已送到展位的展具，电力如需退换，要扣除租赁展具费用的 30％作为人工费，材料费及施工

费。 

6.标准配置的展具物品不得作有价退或换，展商不得私自搬拿其他展位上的物品。 

7.租赁 60A(含 60A) 以上电源需在开展前 15 天申请, 网线、电话线需在布展最后一天 18：00 前申请。。

开展期间无法安装。 

8.www.szcec.com 深圳会展中心官方网站首页、参展指引（下方）→展具、水电在线预租（点开）→右

边、开始网上预租。 

具体操作：（点开）→选择展会名称→详细填写参展商公司资料（点下一步）→选择相关类别→预订→结

算→提交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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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具及水电设施申请表（2） 
公司名称： 展位号 ：                     联系电话： 

展具租赁     展具租赁 

序
号 

名称 
规格                     

（长宽高） 
单
位 

租

金 
数量 

 

序
号 

名称 规格 单
位 

租金 数量 

1 折椅 白色 只 25   16 电视柜 0.5×0.5×1 张 100  

2 皮椅 黑色 押金 200 张 100   17 桌布 
1.8M*1.8M 押金

100 
块 200  

3 简易桌 1×0.5×0.75 张 80    18 展板 1M×2.5M 块 80  

4 咨询桌 
1×0.5×1 张 150   19 拆除展位 3*3 或 2*3 个 240  

1×0.5×0.75 张 100   

 

20 现场改动展位、灯  个 30  

5 圆桌 
玻璃 R0.7 押金

300 
张 180   

21 直（斜）托板调位 1 块 1 次 块/次 15  

22 

白绒布套                

（高、低柜内使

用） 

1M×0.5M 块 30  

6 托板 
直板 1M×0.3M 块 50 

  

  

23 衣通 不锈钢杆 米 50  

灯具租赁 

斜板 1M×0.3M 块 60   24 射灯 100W 支 80  

7 

高陈列柜（无灯） 1M×0.5M×2.5M 个 600   25 石英灯 35W 支 80   

高陈列柜                 

（带 1 支 100w 射灯） 
1M×0.5M×2.5M 个 650   

26 日光灯 40W 支 80   

27 柜内日光灯 L0.9M.40W 支 80   

8 矮柜 1×0.5×0.75 个 200   28 柜内石英灯 坐式 35W 支 100   

9 

低陈列柜（无灯）              1×0.5×1 个 400   
29 太阳灯 

100W 支 150   

低陈列柜                 

（带 1 支 40w 日光灯） 
1×0.5×1 个 450   

300W 支 250   

500W 支 320   

10 洞洞板（送 16 个钩） 1M×1.1M 块 100   
30 卤素灯 

70W 支 300   

11 洞洞板（送 32 个钩） 1M×2.2M 块 150   250W 支 400   

12 地毯 各种颜色（国产） M
2
 15   美工制作项目 

13 折门 
1M×2.5M(锁 50 元

押金) 
个 150   31 三角牌 

KT 板制作

35CM*15CM 
个 50  

14 方桌 0.7×0.7×0.7 张 100   32 即时贴裱底  M
2
 40  

15 

 

资料架 

 

押金 200 

 

张 

 

150 

 

  

  
33 割字 

4CM 以下 CM 0.5  

4CM 以上 CM 0.3  

展馆租赁人员签名：  
展商经办人签名： 

 
注：1.以上物品报价均为出租价格，时间为一个展期。超过一个展期，出租价格加倍。租赁后，超过 12 小时不给予退换。                                                                                
2.上述物品报价包括运输、安装、拆卸、清洁、材料费、施工费或管理费。 

3.馆内电源、水源不得迁向馆外使用，馆外用电、水需在馆内用电基础上费用增加 100 元管理费、安装费。施工费。 

4“馆内布展施工用电”布展期为 2 天，每增加 1 天，220V/15A 其费用增加 150 元，380V/15A 其费用增加 200 元。临时用电自备

材料。 

5.以上租赁为现场价格，除带*号的展具外如提前 15 天以上预定汇款，可享受 9 折优惠！ 

咨询电话：0755-82848711/82848714(F) 

 6.预订或已送到展位的展具，如需退换，要扣除租赁展具费用的 30％作为人工费，材料费及施工费。 

 7.标准配置的展具物品不得作有价退或换，展商不得私自搬拿其他展位上的物品。 

8 . 租赁 60A(含 60A) 以上电源需在开展前 15 天申请, 网线、电话线需在布展最后一天 18：00 前申请。开展期间无法安装。 

9．网上预租 www.szcec.com 深圳会展中心网址进入，参展指引（下方）→点击展具、水电在线预租点击→开始网上预租。 

 

 租赁服务 QQ292932124 

邮箱：ZL@chtf.com 

 

http://www.szc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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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展具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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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华巨臣展具租赁价格及附图

 

有展柜及灯具预租需求的参展商需在 2014 年 11 月 30 日 前 将预租要求提交至

邮箱：2915681079@qq.com   

需注明： 

企业名称、展位号、需求用品名称、数量、联系人、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