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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服务商 

（一）、展会合作特装展位设计装修单位 

广州晶诚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古小光 13719383945 

电话 ：020-8422 3854     传真 ：020-8422 4099 

网址 ：www.sincerity-expo.cn   邮箱 ：guxg13888@163.com 

 

（二）、主场搭建商：器材租赁/展架搭建及电力供应商 

广州晶诚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金菊路 10 号万宜华轩大厦 3 楼 F 室 

电话 ：86-20-8422 3854        传真：86-20-8422 4099 

一楼 1.2 号负责人 ：简先生 15889978490 

二楼 3.4 号负责人 ：余小姐 18520206129 

三楼 5.6 号负责人 ：何先生 15820280304 

网址 ：www.jc-see.com  邮箱 ：1404665036@qq.com 

 

（三）、大会指定免费提供机械设备进出馆装卸服务商（1.5.6 号馆除外） 

       广州市定胜装卸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志强 先生 13710689137 

电话 ：020-22156137      传真 ：020-89239964 

网址 ：www.dszx2006.com  邮箱 ：dss98@163.com 

（不含装拆箱服务，，，，装拆箱服务敬请提前预约） 

 

（四）、展会主办单位： 

广州市轩华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00 号保利世贸中心西塔 2208 室             

电话 ：020-3820 0584   传真 ：020-3802 3815 

一楼 1  号 LED 馆负责人 ：程先生 13580374400/谭先生 13826494996   

一楼 2  号雕刻馆负责人 ：伍先生 13924190993 

二楼 3.4 号喷绘馆负责人 ：梁小姐 13924196993 

三楼 5.6 号标识馆负责人 ：张先生 13622740301/唐先生 18620706616 

网址：www.chinasignexpo.com  www.chinaledexpo.com   www.dp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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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词欢迎词欢迎词欢迎词    
 

尊敬的参展商： 

 

非常感谢您对第六届迪培思第六届迪培思第六届迪培思第六届迪培思（（（（春季春季春季春季））））广州国际广告标识广州国际广告标识广州国际广告标识广州国际广告标识展展展展    

2012012012015555 迪培思广州国际迪培思广州国际迪培思广州国际迪培思广州国际 LEDLEDLEDLED 屏屏屏屏显技术显技术显技术显技术展览会展览会展览会展览会    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 

  

我们设计了这本包含所有与本次展览会相关信息的《参展商手册》，以帮助您充分做好展前准备工

作。我们建议您及相关参展人员仔细阅读本手册，并遵守其中各项服务的申请截止日期，避免误时所带

来的不便。 

 

对于各项服务申请，您只需填好表格、签字盖章后传真或电邮给表格下方的指定负责人。所传表格

请自留备份。若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和您接洽的销售人员。 

 

另主办单位现寄 VIP 请柬数张，供贵司给予需邀请的参观单位。如数量不够请速与主办单位索取(数

量不限)。所有参观人士必须凭参观证、请柬方可进场参观。 

 

我们期待着您的到来！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祝您在展会上取得成功！ 

 

如需任何帮助如需任何帮助如需任何帮助如需任何帮助，，，，敬请联系敬请联系敬请联系敬请联系：：：：    

广州广州广州广州市轩华展览市轩华展览市轩华展览市轩华展览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州市广州市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海珠区新港东路海珠区新港东路海珠区新港东路 1000100010001000 号保利世贸中心西塔号保利世贸中心西塔号保利世贸中心西塔号保利世贸中心西塔 2208220822082208 室室室室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020020020020----3820 05843820 05843820 05843820 0584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020020020020----3333802 3815 802 3815 802 3815 802 3815     

一楼一楼一楼一楼        1111        号号号号 LEDLEDLEDLED 馆负责人馆负责人馆负责人馆负责人    ：：：：程先生程先生程先生程先生 135803744 135803744 135803744 13580374400000/0/0/0/谭先生谭先生谭先生谭先生 13826494996   13826494996   13826494996   13826494996      

一楼一楼一楼一楼        2222        号雕刻馆负责人号雕刻馆负责人号雕刻馆负责人号雕刻馆负责人    ：：：：伍先生伍先生伍先生伍先生 13924190993 13924190993 13924190993 13924190993    

二楼二楼二楼二楼 3.43.43.43.4 号喷绘馆负责人号喷绘馆负责人号喷绘馆负责人号喷绘馆负责人    ：：：：梁小姐梁小姐梁小姐梁小姐 13924196993 13924196993 13924196993 13924196993    

三楼三楼三楼三楼 5.65.65.65.6 号标识馆负责人号标识馆负责人号标识馆负责人号标识馆负责人    ：：：：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 13622740301/ 13622740301/ 13622740301/ 13622740301/唐先生唐先生唐先生唐先生    18620706616186207066161862070661618620706616    

                        

网址网址网址网址：：：：    wwwwwwwww.chinasignexpo.com   www.chinaledexpo.comw.chinasignexpo.com   www.chinaledexpo.comw.chinasignexpo.com   www.chinaledexpo.comw.chinasignexpo.com   www.chinaledexpo.com            www.dpes.cnwww.dpes.cnwww.dpes.cnwww.dp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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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展会基本资料展会基本资料展会基本资料展会基本资料    

展会名称展会名称展会名称展会名称::::    

第六届迪培思（春季）广州国际广告标识展 

2015 迪培思广州国际 LED 屏显技术展览会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2015 年 3月 6日-9 日  

展会地点展会地点展会地点展会地点::::    

广州琶洲·保利世贸博览馆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00 号)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主办单位::::        

广州市轩华展览有限公司 

展会时间展会时间展会时间展会时间：：：：    

项项项项                目目目目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时时时时                间间间间    

二楼二楼二楼二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 3333、、、、4444、、、、5555、、、、6666 号馆号馆号馆号馆    

展品入馆展品入馆展品入馆展品入馆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00008888::::33330000----17:17:17:17:33330000    

二楼二楼二楼二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 3333、、、、4444、、、、5555、、、、6666 号馆号馆号馆号馆    

特装物料入馆特装物料入馆特装物料入馆特装物料入馆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12121212::::00000000----17:17:17:17:33330000    

光光光光

地地地地    

展展展展

位位位位    
一楼一楼一楼一楼 1111、、、、2222 号馆展品及物料入馆号馆展品及物料入馆号馆展品及物料入馆号馆展品及物料入馆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    08:3008:3008:3008:30----17:3017:3017:3017:30    

标准展位报到及布展标准展位报到及布展标准展位报到及布展标准展位报到及布展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5555 日日日日    09090909::::00000000----17:17:17:17:33330000    

展会开幕典礼展会开幕典礼展会开幕典礼展会开幕典礼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6666 日日日日    09:09:09:09:00000000----09090909::::33330000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6666 日日日日    09090909:00:00:00:00----11117777::::33330000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    09:0009:0009:0009:00----11117777::::33330000    

202020201515151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    09:0009:0009:0009:00----11117777::::33330000    

展示交易展示交易展示交易展示交易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    09:0009:0009:0009:00----11113333::::00000000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    

((((展商设备撤展展商设备撤展展商设备撤展展商设备撤展))))    
11113333::::00000000----22224444:00:00:00:00    

闭幕撤展闭幕撤展闭幕撤展闭幕撤展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    

((((搭建商特装撤展搭建商特装撤展搭建商特装撤展搭建商特装撤展))))    
20202020::::00000000----2222::::30303030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请严格按以上时间布撤展请严格按以上时间布撤展请严格按以上时间布撤展请严格按以上时间布撤展，，，，如须加班请每天如须加班请每天如须加班请每天如须加班请每天 15151515：：：：00000000 前申请前申请前申请前申请！！！！    

15151515 元元元元////小时小时小时小时////平方平方平方平方（（（（36363636 平方起平方起平方起平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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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大会推荐搭建商大会推荐搭建商大会推荐搭建商大会推荐搭建商    

    

广广广广州州州州晶诚晶诚晶诚晶诚展览工程有限公司展览工程有限公司展览工程有限公司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地地地地    址址址址::::广州大道南金菊路广州大道南金菊路广州大道南金菊路广州大道南金菊路 10101010 号号号号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020 020 020 020----8422842284228422    3854385438543854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020020020020----8422842284228422    4099409940994099    

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    古小光古小光古小光古小光    13719137191371913719383945383945383945383945    

邮箱邮箱邮箱邮箱::::    guxg13888guxg13888guxg13888guxg13888@@@@163163163163.com.com.com.com    

网址网址网址网址：：：：www.www.www.www.sinceritysinceritysinceritysincerity----expoexpoexpoexpo.c.c.c.cnnnn    

 

 

广州展旭展览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海珠区佳信花园 C2栋 604 室 

电话:020-22085462  22085463 

传真:020-020-22085462 转 802 

联系人:范业君小姐 18602043009 

邮箱:942278518@qq.com 

网 站: www.gzzhanxu.com 

 

 

广州汇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电话: 020-020-89048902    

传真: 020-89048932 

联系人: 周武行 13312804007 

邮箱: gjhuibo@163.com 

网 站: www.hboie.com 

 

 

广州市鼎彩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新港东路会展西岸嘉泰二街 4 号 

电话: 020-34151393 

传真: 020-34151227  

联系人: 陈爱辉先生 13725460326   

邮箱: sunrise@gzdingcai.com  

网站: www.gzdingcai.com 

 

 

 

    

    

    

广州瀚迪展览设计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中山大道中大岗路 9 号灏景大厦 4019 

电话: 020-38267768   38267799 

传真: 020-38267808 转 809  

联系人: 朱永良 13710119116 13826095069， 

邮箱: gzhandi@163.com   

网站: www.chinahandi.com 

 

 

广州熙杰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广州大道南 448 号财智大厦 707室 

电话: 020-23366658 

传真：020-84216766 

联系人: 杨利 13794425807 

邮箱：yllp88888@163.com 

网址：www.gzxijie.com 

 

 

广州天斓展览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中山大道 105E204 

电话: 020-82509550 

传真: 020-85786880 

联系人: 张仪 13570495046 

邮箱: 812431864@QQ.com 

网 站: www.tianlan-net.com 

 

 

广州非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天河黄村王园路 18号信宇商业大厦 301 室 

联系人：何兵  13925131595 

电话：020-82496306  82496307   

传真：020-82496305 

邮箱：feifanhb@163.com 

网址：www.feifanzs.com  

 

注注注注：：：：更多特装搭建商推荐请登陆本次展会的官方网站更多特装搭建商推荐请登陆本次展会的官方网站更多特装搭建商推荐请登陆本次展会的官方网站更多特装搭建商推荐请登陆本次展会的官方网站：：：：www.chinasignexpo.com   www.chinasignexpo.com   www.chinasignexpo.com   www.chinasignexpo.com   

www.chinalwww.chinalwww.chinalwww.chinaledexpo.comedexpo.comedexpo.comed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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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展前须知展前须知展前须知展前须知    

    

■ 展会服务项目及相关表格展会服务项目及相关表格展会服务项目及相关表格展会服务项目及相关表格 

所有表格须于规定日期前交回相关单位，以确保能得到及时的服务。超过期限交回的表格将不予受理，

对因此而产生的任何后果或费用均由参展商自行负责。所有额外租用的家具及电器所有额外租用的家具及电器所有额外租用的家具及电器所有额外租用的家具及电器，，，，超过期限申请将按现超过期限申请将按现超过期限申请将按现超过期限申请将按现

场价格加收场价格加收场价格加收场价格加收 30%30%30%30%附加费附加费附加费附加费。。。。    

展位展位展位展位    

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申请表申请表申请表申请表    申请表格申请表格申请表格申请表格    申请截止日期申请截止日期申请截止日期申请截止日期    申请表交至申请表交至申请表交至申请表交至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页码页码页码页码    

A1 楣板名称登记表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00001111 月月月月 22220000 日日日日    主场承建商 必须提交必须提交必须提交必须提交    15151515    

A2 展位拆改及租用设施位置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00001111 月月月月 22220000 日日日日    主场承建商 必须提交必须提交必须提交必须提交    16161616    

A3-1 展具展架租赁表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00001111 月月月月 22220000 日日日日    主场承建商 需要时提交 17171717    

标摊标摊标摊标摊    

A3-2 电器租赁表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00001111 月月月月 22220000 日日日日    主场承建商 需要时提交 18181818    

A4 特装展位装修申报表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00001111 月月月月 22220000 日日日日    主场承建商 必须提交必须提交必须提交必须提交    24242424    

A5 光地展台搭建委托书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00001111 月月月月 22220000 日日日日    主场承建商 必须提交必须提交必须提交必须提交    25252525    

A6 光地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00001111 月月月月 22220000 日日日日    主场承建商 必须提交必须提交必须提交必须提交    26262626    

A7-1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00001111 月月月月 22220000 日日日日    主场承建商 必须提交必须提交必须提交必须提交    29292929    

A7-2 

用电申请表（机械及特装照

明用电需分开申请）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00001111 月月月月 22220000 日日日日    主场承建商 必须提交必须提交必须提交必须提交    30303030    

A8 电箱位置图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00001111 月月月月 22220000 日日日日    主场承建商 必须提交必须提交必须提交必须提交    31313131    

光地光地光地光地    

A9 用气申请表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00001111 月月月月 22220000 日日日日    主场承建商 需要时提交    32323232    

A10 装卸预约表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00001111 月月月月 33330000 日日日日    指定装卸商 必须提交必须提交必须提交必须提交 33334444    全部全部全部全部    

展商展商展商展商 A12 酒店预订表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00003333 月月月月 01010101 日日日日    展会主办方 需要时提交 33336666    

 

■ 报到布展请出示《参展申请表》或《参展手册》及企业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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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地特装展商光地特装展商光地特装展商光地特装展商    

二楼二楼二楼二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3333、、、、4444、、、、5555、、、、6666号馆号馆号馆号馆展商展品展商展品展商展品展商展品请于请于请于请于3333月月月月3333日日日日    00008888：：：：30303030－－－－17171717：：：：33330000必须全部进馆必须全部进馆必须全部进馆必须全部进馆。。。。    

二楼二楼二楼二楼三楼三楼三楼三楼3333、、、、4444、、、、5555、、、、6666号馆号馆号馆号馆特装物料特装物料特装物料特装物料请于请于请于请于3333月月月月3333日日日日    12121212：：：：00000000－－－－17171717：：：：33330000必须全部进馆必须全部进馆必须全部进馆必须全部进馆。。。。    

一楼一楼一楼一楼1111、、、、2222号馆号馆号馆号馆展商展商展商展商展品和特装展品和特装展品和特装展品和特装物料物料物料物料请于请于请于请于3333月月月月4444日日日日    08080808：：：：30303030－－－－17171717：：：：30303030进场进场进场进场；；；；    

■ 标准展位布展的展商请标准展位布展的展商请标准展位布展的展商请标准展位布展的展商请3333月月月月5555日日日日于于于于9999：：：：00000000后后后后，，，，前来布展前来布展前来布展前来布展，，，，以避免拥挤耽搁时间以避免拥挤耽搁时间以避免拥挤耽搁时间以避免拥挤耽搁时间。。。。 

 

■ 展位搭建及展具设施要求（包括楣板文字、隔断是否保留等），请于1111月月月月33330000日日日日前确定，逾期组织机构将

以默认标准展位配置搭建。电话：15820280304 （何先生），传真：020-84224099  

 

■ 所有参展商及特装展台搭建商应在规定时间内进场布置。如展商或承建商需加班工作，展商必须于当

天下午3时前向主办单位提出申请。另展商需于加班当天向主场搭建商以现金缴付所需之超时工作费。 

■ 光地展位搭建严格控制在限定高度限定高度限定高度限定高度（（（（4.54.54.54.5    米米米米））））内内内内，如参展企业有特殊需要搭建跨层空间，必须提前向

组织机构提出申请，经审批后方可搭建，展商须自负安全、消防等责任，组织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 

 

■ 所有展位的开口面都不可以封板所有展位的开口面都不可以封板所有展位的开口面都不可以封板所有展位的开口面都不可以封板，，，，以防遮挡其他展位的视线以防遮挡其他展位的视线以防遮挡其他展位的视线以防遮挡其他展位的视线，，，，开口面是指没有与其它展位相连的面开口面是指没有与其它展位相连的面开口面是指没有与其它展位相连的面开口面是指没有与其它展位相连的面。。。。 

 

■ 对于搭建两层展台的展商，两层展位搭建指引：搭建商必须取得国家权威机构对此展台作出的结构安

全性证明。展位净面积须在100㎡以上且不与其它展位相连，经申报审批可搭建两层特装展位。两层展两层展两层展两层展

位的总高度不能超过位的总高度不能超过位的总高度不能超过位的总高度不能超过6666米米米米，第二层的搭建面积不能超过地面面积的30%，且只能用于业务洽谈。为确保

消防安全，第一层展位必须自行配置悬挂式第一层展位必须自行配置悬挂式第一层展位必须自行配置悬挂式第一层展位必须自行配置悬挂式6666公斤干粉灭火器公斤干粉灭火器公斤干粉灭火器公斤干粉灭火器，20平方米配置一个，20-30平方米配置

两个，以此类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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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参观者及个人物品等风险概不承

担经济或法律责任。   

 

参展单位报到及布展流程参展单位报到及布展流程参展单位报到及布展流程参展单位报到及布展流程    

    

    

    

 

 
    

    

    

    

参展单位携带 

《《《《参展申请表参展申请表参展申请表参展申请表》》》》 

参展商手册参展商手册参展商手册参展商手册、、、、名片名片名片名片 

领取领取领取领取：：：： 
参展证 
展会资料 
展位订购发票 

进入展馆 参展商报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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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装卸须知装卸须知装卸须知装卸须知    

服务商现场叉车统一由各展馆服务台调配,各展商需用叉车必须到服务台申请，由服务台统一安排调

配,如自行在馆内随意找叉车出现意外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注注注注：大会指定服务商提供的叉车现场大会指定服务商提供的叉车现场大会指定服务商提供的叉车现场大会指定服务商提供的叉车现场机械机械机械机械设备设备设备设备装装装装卸搬运卸搬运卸搬运卸搬运服务一服务一服务一服务一律律律律免费免费免费免费，，，，1.5.61.5.61.5.61.5.6 号号号号除除除除外外外外). 

免费装卸时间： 

布展布展布展布展             2015 年 3月 3 日      08：30—17：30 

                 2015 年 3月 4 日      08：30—17：30 

                 2015 年 3月 5 日      08：30—17：30 

撤展撤展撤展撤展             2015 年 3月 9 日      13：00—24：00 

        

服 务 项 目 单  位 单 价（人民币/元） 备    注 

参展设备搬运 元/立方 免费免费免费免费    2，3，4 馆，展馆装卸区至展商展位。 

包装箱寄存 元/立方 免费免费免费免费    
指免费搬运设备的包装箱（包空箱贴标签,

仓库整理,管理,存放,回送到展位） 

展样品散件 元/件 5 1，5，6 号馆（不在免费范围内的样品） 

液压车出租 元/台/小时 100 

展商凭参展证及身份证租车，头 60 分内免

收租金，超时按最低一小时收取费用。押

金 200元。 

租用叉车装拆设备 元/小时 300\500\800 3吨\8吨\10吨 

设备装上地台板 元/个 100 包上地脚，上地脚锣丝,上台板。 

一楼转二楼走斜坡 设备/台 100 免费期除外.(按主办规定时间到展) 

 

投诉处理 

（1） 现场设有专门客服和投诉电话（此电话在现场搬运服务点广告牌上公开）。 

（2） 现场安排专职客服人员 1名处理投诉。 

（3） 赔偿的处理，经确认展品确实是我司搬运人员在操作过程中造成的损坏，根据损失的大小，200元

之内的损失现场赔偿。200元以上的由展商出具有效的依据上报保险公司理赔。 

 

大会指定免费提供机械设备装卸服务商（不含装拆箱服务，，，，装拆箱服务敬请提前预约） 

       广州市定胜装卸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志强 先生 13710689137 

电话 ：020-22156137      传真 ：020-89239964 

邮箱 ：dss98@163.com     网址 ：www.dszx200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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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展操作流程布展操作流程布展操作流程布展操作流程    

定胜公司 参 展 商 

                            

种甘落后                                            

     

一、展商展品车到达现场,必须到搬运服务点服务点服务点服务点报到登记登记登记登记,排队等候搬运. 

二、展品车一楼的展位,跟据展馆的空置情况,由服务商安排是否进展馆搬运.二楼的展品能上楼的都开车

上楼搬运,不能上楼的长车,由服务商安排中转车排队转运. 

三、各参展企业必须严格按主办规定进场时间进场参展,不按规定时间到达的参展企业,服务商将跟据现场

情况最后安排其进场,如因现场展位已搭建不能顺利进场,需使用人力搬运或增加其它机力的,展商需

承担相应费用.(具体费用现场报价). 

四、二楼需中转的展品必须排队(特请特请特请特请各各各各参展参展参展参展企业企业企业企业用车不用车不用车不用车不要要要要超过超过超过超过 9999 米米米米....中转中转中转中转车车车车只只只只提供提供提供提供计划计划计划计划时间内免费时间内免费时间内免费时间内免费,,,,超超超超计计计计

划划划划时间到时间到时间到时间到货需货需货需货需收收收收取取取取 100100100100 元一元一元一元一台机台机台机台机的的的的中转中转中转中转费费费费). 

五、提前提前提前提前预约预约预约预约(AAAA10101010 预约预约预约预约表表表表)：所有超重超长的设备必须在筹展前 5 个工作日提前预约（超重单件设备超 3

吨，超长外包装单件设备超 4.5米,无包装有车轮的设备超 5米）. 

 

撤馆操作流程撤馆操作流程撤馆操作流程撤馆操作流程    

一：预约预约预约预约，8－9 日白天安排客服人员进场，上展位进行预约登记单（展商单位，联系电话，展品件数，预

计搬运时间，运输车到场时间和车牌号）。 

二：撤馆撤馆撤馆撤馆根据先预约先搬运根据先预约先搬运根据先预约先搬运根据先预约先搬运的的的的原则原则原则原则，（落实展商打包，放行条，车辆到位）先落实后搬运。 

定胜公司 参 展 商 

  

    
 

注：撤展当天,13:00开始全场撤馆. 跟据展馆的空置情况,由服务商安排是否进展馆搬运。 

展商展品到达装卸区 管理员主动询问 

需要服务 

安排机力人力搬运 

展品送达展位并定位 展商验收 

请展商到服务台登记 

不需要服务 

提前提前提前提前预约预约预约预约    

展商摊位 收银员主动询问 

需要服务 不需要服务 

打好包，车已到场的展商到服

务点申请预约排队 

管理员落实展位情况，展商

进行预约排队 

按排队先后安排搬运装

车，展商验收离场 

提前提前提前提前预约预约预约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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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展期须知展期须知展期须知展期须知    

■ 严禁私拼展位，一经发现将永远取消展位申请资格。  

 

■ 对超出本展位的展品摆放，严重阻碍通道的展品将全数没收且不予归还。  

 

■ 赠品、宣传资料的派发限于本展位内，超出范围将全部没收。  

 

■ “易拉宝”广告仅限于本展位内摆放，超出范围将全部没收不予归还，且不予通知。  

 

■ 音响设备的使用需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禁止参展单位使用产生噪音及对其它单位构成干扰的音响设备。 

  

■ 展览期间参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中途撤展，否则组织机构将向参展单位收取本展位费的一倍作为处

罚罚金。  

 

■ 撤展时间撤展时间撤展时间撤展时间    

（（（（一一一一）、）、）、）、展商展品撤展时间展商展品撤展时间展商展品撤展时间展商展品撤展时间为为为为：：：：    3333月月月月9999日日日日11113333：：：：00000000－－－－22224444：：：：00000000；；；；    

（（（（二二二二）、）、）、）、特装物料撤展时间特装物料撤展时间特装物料撤展时间特装物料撤展时间为为为为：：：：    3333月月月月9999日日日日22220000：：：：00000000－－－－02020202：：：：30303030；；；；    

 

■ 展品展品展品展品出出出出馆馆馆馆撤展撤展撤展撤展证证证证    

于于于于9999日上日上日上日上午凭午凭午凭午凭展商展商展商展商调查调查调查调查表到主办单位办公表到主办单位办公表到主办单位办公表到主办单位办公室换取室换取室换取室换取撤展撤展撤展撤展证证证证，，，，各各各各展位请严格展位请严格展位请严格展位请严格遵守遵守遵守遵守撤展时间撤展时间撤展时间撤展时间，，，，妥善安排妥善安排妥善安排妥善安排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不不不不得得得得提前提前提前提前或退或退或退或退后后后后。。。。    

    

■ 撤展期间撤展期间撤展期间撤展期间，，，，各各各各参展商请将参展商请将参展商请将参展商请将使使使使用的用的用的用的废弃墨水丢弃废弃墨水丢弃废弃墨水丢弃废弃墨水丢弃到场馆指定的到场馆指定的到场馆指定的到场馆指定的回回回回收收收收处处处处（（（（塑塑塑塑料料料料桶桶桶桶，，，，每每每每个个个个展馆展馆展馆展馆8888个个个个），），），），如展如展如展如展台台台台

上上上上发发发发现现现现墨水污渍墨水污渍墨水污渍墨水污渍，，，，展馆将展馆将展馆将展馆将责令该责令该责令该责令该展展展展台清除台清除台清除台清除干干干干净净净净，，，，否则否则否则否则，，，，给予处罚给予处罚给予处罚给予处罚。。。。    

 

■ 撤展展台断电时间为：3333月月月月9999日日日日11113333：：：：00000000，如各位展商做好断电准备。 

 

■ 请妥善保管好展品及个人财物，以免丢失。  

 

参展商撤展流程参展商撤展流程参展商撤展流程参展商撤展流程    

    

    

    

    

    

填写展商调查

表 
参展单位 

填写并签章确
认 

凭展商调查表

到主办办公室

换取撤展证 

展馆保安 
放行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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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参展条款及条件参展条款及条件参展条款及条件参展条款及条件    

1.1.1.1.        展会讯息展会讯息展会讯息展会讯息    

本届展会的主题是““““第六届迪培思第六届迪培思第六届迪培思第六届迪培思（（（（春季春季春季春季））））广州国际广告标识展广州国际广告标识展广州国际广告标识展广州国际广告标识展、、、、2015201520152015 迪培思广州国际迪培思广州国际迪培思广州国际迪培思广州国际 LEDLEDLEDLED 屏屏屏屏显技显技显技显技

术展览会术展览会术展览会术展览会””””，将于 2015 年 3 月 6-9 日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隆重举行。    

2. 2. 2. 2.     参展申请参展申请参展申请参展申请            

a) 参展申请表应由参展单位授权人士填写并列明身份、注明参展单位的名称。截止日期为 2015 年 1 月 25 日。 

b) 参展单位只允许展出与该展览主题有关的展品。 

c) 主办单位保留为展览的总体利益考虑而变更展台位置、大小和展览地点的权利。如有变更，主办单位会以确认函的

形式通知参展单位。 

3.3.3.3.        展台搭建展台搭建展台搭建展台搭建            

自行设计、搭建展台的参展单位，如有额外对设计、搭建展台的服务要求，可与大会指定承建商联系，寻求帮助。

大会指定承建商及参展单位指定的搭建商按规定需向展馆支付现场搭建管理费（详情请参阅“参展商手册”）；如参展

单位超时使用租赁场地，需向主办单位支付超时使用展馆的费用。 

自行搭建展台的参展单位，其展台设计理念必须受展馆结构之限制，在得到主办单位的认可后，方可实行；展台搭

建不得有破坏展馆任何一处之情况发生；如有类似破坏，由参展单位负责赔偿。 

4.4.4.4.        付款付款付款付款        

a) 随交回参展申请表在五个工作日之内将参展费用的50%汇入组织机构指定帐户，余款请于余款请于余款请于余款请于2020202014141414 年年年年 11112222 月月月月20202020 日前付清日前付清日前付清日前付清。 

b) 如参展单位未能在以上规定日期支付相关款项，主办单位有权对其预订的展台作自动取消处理；主办单位有权在规

定日期之前提醒拖欠余款，展商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付款，否则，主办单位有权取消其展位。  

5.5.5.5.        取消展览场地取消展览场地取消展览场地取消展览场地    

如因参展单位原因不能参展，或减少已定展位，参展费用不予退还。 

6.6.6.6.        参展责任参展责任参展责任参展责任    

a) 参展单位不得转让、转租展台，也不得将任何展品置于展馆外非展览区域。因展品耽搁或损坏展馆任何部分，参展

单位应负责及赔偿所分配展台范围外的任何区域，展台所使用的灯光及音响不得影响相邻展台或整个展会。参展单

位的宣传品内容应当合法，且应当通过展会专门机构或人员在展会指定地点统一派发或指定刊物统一分发。  

b) 参展单位的展品、展品包装与标示必须合法。参展单位对展品、展品包装与标示的瑕疵（包括物权、知识产权是否

合法）负有全部的责任，对于因展品、展品包装与标示涉嫌侵权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可申请主办单位协调处理，但

如果协调不成的，当事人应当通过有关行政、司法途径解决。 

c) 在任何情况下，参展单位均应对自己的参展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展品、宣传、搭建展台等）负全部责任及享有全部

权益；主办单位虽依本条款的规定对参展单位有权进行监督管理，但无论主办单位是否进行了监督管理及进行了怎

样的监督管理，主办单位均不承担任何责任，由参展单位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如主办单位因参展单位的参展行为被

执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判定而承担了任何责任或遭受任何损失，主办单位均有权向参展单位追偿，参展单位应予全部

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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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        展品运输展品运输展品运输展品运输    

a) 参展单位应对其展品至展馆的运输及费用负责。在将展品运至展馆前，参展单位需自行安排展品的储藏或货仓，并

必须得到主办单位的许可。 

b) 参展单位应及时向主办单位提交展品名称及数额。参展单位在展会期间应备齐有关主体资格合法、展品来源合法、

享有知识产权的证明文件以及有关认证等文件以备查验.  

8.8.8.8.        安全与保险安全与保险安全与保险安全与保险    

主办单位、托管人、公司职员、其服务人员或代理人均不负责参展单位、其服务人员、代理人、订约人或被邀请人

士在展览期间的安全；亦不对参展单位、其服务人员、代理人、订约人或被邀请人士以外公众带入展览会的任何展品、

物品或其他任何种类的财产负责。 

参展单位应确保已办理充分的保险，包括但不限于对财物、展品或任何种类物品投保综合险；制订公众责任公约和

做好全面投保工作，以防止在任何情况下因火灾、水灾、偷窃、以外事故或任何其他原因造成的任何损失和破坏，及防

止参展单位、其服务人员、代理人或订约人或被邀请人士对展馆任何部分造成的损害，参展单位应确保不使主办单位在

由于任何人（包括公共成员或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代理人或订约人）的任何损失或伤害或由于参展单位、其服务人员、

代理人或订约人或被邀请人士的任何行为或过失造成的财物损失、而以任何方式受到所有的费用、索赔、要求和花销方

面的损害。如主办单位提出要求，参展单位应向主办单位提供参展商已进行充分投保的证明。 

参展单位必须确保已为工作人员和临时工作人员、其服务人员、代理人及订约人办理第三者保险。保险期应从参展

单位或其任何服务人员、代理人及订约人首次进入展览场地始直至撤离展览场地并且将其所有展品和财物全部撤走为

止。 

主办单位在任何情况下不对妨碍搭建、安装、完成、改动或拆除展台与通道、摆放或撤除展品的任何限制或条件负

有责任，亦不对展览厅业主或其他第三方在提供任何服务失约负责。 

9.9.9.9.        法制与法规法制与法规法制与法规法制与法规    

参展单位必须无条件服从现有法规、条例及规章制度，或当地政府、公众权威人士、展馆负责人根据新情况将要制

订的规章制度。如参展单位有任何违背，将被立即取消参展资格，追加责任。  

10.10.10.10.    解释解释解释解释、、、、修改及补充条款修改及补充条款修改及补充条款修改及补充条款    

为确保参展单位顺利参展，主办单位有权因新情况产生而制订的辅助条款以补充“参展条款及条件”，修改、补充

条款也为本参展申请表的有效组成部分。主办单位保留“参展条款及条件”的最终解释权。  

11.11.11.11.    违反违反违反违反““““参展条款及条件参展条款及条件参展条款及条件参展条款及条件” ” ” ”     

参展单位如有违反“参展条款及条件”或制订的辅助条款中的任何内容，则视情节轻重，主办单位将给予取消展位、

适度罚款、不予支付赔偿费及不予退回参展费等措施。 

12.12.12.12.    不可抗力不可抗力不可抗力不可抗力    

主办单位有责任尽力推进行本展会的顺利圆满完成，主办单位如果在其无法控制的任何情况下（包括但不限于自然

灾害，或战争、暴乱骚乱、示威等重大社会事件、或政府方面的限制与禁止，或场馆提供的变故等等），全部或部分未

履行本合同所规定的义务、或对所有或任何展览规则和条款进行任何修改或变动、取消展览或部分时间开放，则主办单

位将不须对参展单位负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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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知识产知识产知识产知识产权保护办法权保护办法权保护办法权保护办法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总则总则总则总则    

1. 为维护博览会的正常秩序,增强参展商知识产权意识,保护参展单位和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展览会实际，制定本办法。 

2. 本办法作为附件，是主办方和参展商双方合同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参展商自觉遵守本办法并受其约束。 

3. 参展单位应合法参展，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参展商对其所有展品、展品包装、宣传品以及展位的任何展示，应尽

严格注意义务，不得违反有关知识产权法律规定，并承诺承担主办方可能因参展商的行为而被指控侵犯知识产权而导

致的一切费用或损失。  

4. 参展单位应当备好有关参展项目知识产权的权利证明材料，以备检查；参展项目涉及知识产权的,应在展会开始三十日

前向展会组委会备案。 

5. 参展单位在参展项目上标注知识产权标记、标识的，应当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规范标注。 

6. 自觉对参展项目知识产权状况进行审查，不得将涉嫌侵犯他人在先拥有知识产权的项目带入展会参展。  

7. 参展单位应当接受法院、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展会登记部门、展会举办方的监督、检查、处理。  

8. 为保障展会的顺利进行和保护广大参展商的利益，在任何情况下，组委会均有权收回参展人员参展证件或取消参展商

当届参展资格。对参展单位的资格、展品、宣传品及参展期间的行为进行检查与监督，并有权依据有关规定/约定或展

会的宗旨提出相应的修改或整改意见，或作出调整或取消参展的决定，参展单位应予配合与服从。  

9. 展会期间，任何单位发生任何纠纷，均不得以吵闹、殴打、聚众、围攻示威、抗议、张贴标语等任何有损展会顺利进

行的不当方式寻求解决，而应当友好协商解决，或通过主办单位协调，协商不成的，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10. 展览现场，一旦发现有违反专利行为，主办单位有权责令侵权参展单位清场。所有专利纠纷应由参展单位自行解决。 

11. 在展览期间,主办单位有权照相、摄像或录像、资料可自行存档。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投诉及处理投诉及处理投诉及处理投诉及处理    

1. 投诉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投诉人是权利人或者是被授权人； 有合法有效的知识产权权属证明：包括但不限于专利证书、专利公告文本、版

权证明、商标注册证、权利人的身份证明、权利证书的法律状态证明等； 有明确的投诉请求和具体事实、理由。  

2. 责任  

被投诉人应当执行知识产权机构的处理决定，拒绝执行或拖延执行的，组委会强制执行，由被投诉人承担强制执

行的费用。 被投诉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知识产权机构提出异议，提出异议不中止决定的执行，被投诉人不得

以处理决定对其不利为由要求退回参展费及其它相关费用。  

参展单位对其指派的工作人员行为负责，展位工作人员的行为将视为参展单位的行为。投诉时，双方均需对所提

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及涉案物品的真实性及合法性负责，如因一方提供的材料或物品不真实而使另一方造成损失，由过

错方向受损害方承担赔偿责任，主办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流程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流程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流程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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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布展行车图示布展行车图示布展行车图示布展行车图示    

((((一一一一))))、、、、货车进场交通图货车进场交通图货车进场交通图货车进场交通图    

 

保利世贸博览馆筹展期间广域车辆交通示意图说明保利世贸博览馆筹展期间广域车辆交通示意图说明保利世贸博览馆筹展期间广域车辆交通示意图说明保利世贸博览馆筹展期间广域车辆交通示意图说明::::    

1. A.B线均在华南快速干线的赤岗出口下, 转入新港东路(车行琶洲方向), 右转进入会展南一路, 沿凤

蒲中路可达展馆. 

2. C线从科韵路北往南走到新滘东路口调头, 直行左转入阅江中路在会展西路左转往新港东路，行至磨

碟沙调头直行右转进入会展南一路, 沿凤蒲中路可达展馆. 

3. D线从环城高速的新洲路口下, 沿新港东路东往西方向至科韵路右转在琶洲大桥桥底左转入阅江中路

在会展西路左转往新港东路, 行至磨碟沙调头直行右转进入会展南一路, 沿凤蒲中路可达展馆. 

4. E线从南沙港快速路的仑头出口下, 往科韵路南往北方向，在琶洲大桥桥底左转入阅江中路在会展西

路左转往新港东路, 行至磨碟沙调头直行右转进入会展南一路, 沿凤蒲中路可达展馆. 

特别说明特别说明特别说明特别说明：：：：关于展品进场关于展品进场关于展品进场关于展品进场    

            由于保利展馆行车通道较窄，而参展商企业较多，各参展商车载展品进场时可能出现拥挤和混乱等情况。

为了营造良好有序的进场环境，根据保利展馆实际通道情况，现对展品进场特作以下说明： 

1、请各参展商认真阅读本《说明》，并严格按照《说明》的要求安排车载展品进场布展； 

2、各参展商需严格按照布展时间安排表安排车辆进场布展； 

3、各参展商车载展品进场时需严格遵守布展路线图指示或工作人员安排行车轮候和装卸货，； 

4、因受进场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各参展商进场时如发生拥挤，请严格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有序进场布展； 

5、如车载展品车辆进场布展迟到或不按规定进场布展，造成布展时间和装卸的延误，由此造成的不便请参 

   展商理解和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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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参展商应指定本展位展会期间的消防安全责任人；该负责

人应由企业现场主管领导担任，负责协助展会做好消防安全工

作。  

2. 各参展商应认真贯彻落实《消防法》有关防火管理规定，提

高防火意识，加强检查、管理，消灭事故隐患。  

3. 3. 3. 3. 展区内全面禁烟展区内全面禁烟展区内全面禁烟展区内全面禁烟，，，，凡在摊位凡在摊位凡在摊位凡在摊位、、、、走廊走廊走廊走廊、、、、通道通道通道通道、、、、楼楼楼楼（（（（电电电电））））梯梯梯梯、、、、卫卫卫卫

生间等场所吸烟者生间等场所吸烟者生间等场所吸烟者生间等场所吸烟者，，，，视情节从重处理视情节从重处理视情节从重处理视情节从重处理。。。。    

4. 保持消防通道畅通  

- 严禁将展品悬挂在消防、配电、空调设施或天花上，违者，

展馆有权要求违规者无条件立即整改；造成设施损坏或引致

严重后果的，除照价赔偿外，还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 严禁在摊位外摆放展品，更不得堵塞通道、疏散出入口、电

梯门、电箱以及通向消防设施的过道及遮挡监控镜头；违者，

展馆有权要求参展企业将物品移开，由此而引起的 一切风

险和费用，由该企业承担。  

- 展会通道不得少于3米，消防栓正面1米和灭火器周边1.5米

范围内不能摆放任何物。  

- 不得摆放任何物品；严禁围拦、占用消防栓位置；严禁损坏

和挪用消防器材。 

5555．．．．现场现场现场现场施施施施工人工人工人工人员员员员必须必须必须必须戴安戴安戴安戴安全全全全帽帽帽帽及有及有及有及有效证件效证件效证件效证件才才才才能进能进能进能进场场场场施施施施

工工工工。。。。    

6．施工现场禁止使用木梯。 

7．搭建物必须建在展会主承建商所划定的范围以内，其垂直投

影不得超出划线范围。展位搭建高度不得超过 5米。 

8888．．．．所有展位装所有展位装所有展位装所有展位装修修修修不能以不能以不能以不能以任何形任何形任何形任何形式封式封式封式封顶顶顶顶，，，，不不不不得得得得以以以以任何形任何形任何形任何形

式遮挡式遮挡式遮挡式遮挡、、、、阻拦阻拦阻拦阻拦展馆的展馆的展馆的展馆的消消消消防器防器防器防器材材材材。。。。    

9．不得在展厅人行通道、楼梯路口、电梯门前、消防设施点、

空调机回风口等地段随意乱摆、乱挂、乱钉各类展品、宣传

品或其它标志。 

10．所有装修和装饰材料均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展馆内不得

使用未经阻燃处理的草藤、纸、树皮、泡沫、芦苇、竹子、

可燃塑料板、可燃地毯、布料和木板等物品作装修和装饰用

料。 

11．装修使用木质材料的应按平方米 0.5 公斤防火漆进行阻燃

处理；用布质材料装饰和封顶的，布与布之间需留有 20 公

分间隔，并按每 5m
2

/公斤喷涂阻燃剂（尼龙布、网孔布按 8m
2

/

公斤）。 

12．安装在两米以下且单件玻璃面积超过 3m
2

，或者在两米以上

位置安装的不论面积大小，一律要使用钢化玻璃； 

13．特装展位自装的用电设备，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开关及空

气断路器, 自带电箱必须与所申请用量用相匹配。 

电箱安放标准电箱安放标准电箱安放标准电箱安放标准：：：：    

A.具备挂墙条件时一定要挂上墙，高度统一离地面30公分，

线路整齐接入电箱； 

B.不具备挂墙条件时，必须制作规格为30cm*30cm*20cm的

木箱承垫，整齐紧贴展位结构； 

C.电缆长度必须适当，接入电箱处不得出现2圈以上的盘绕

情况。 

14. 电路设计单相回路不得超过 2000W，若超过 2000W 应采用

三相电源设计，平衡分配用电负荷。 

15. 展位内所用的电源线应该采用交流电压 450V/750V  等

级的(ZR、ZA、ZB、ZC、ZD、或其它阻燃型号)-RVV 阻燃型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护套圆形软线、(ZR、ZA、ZB、ZC、ZD、

或其它阻燃型号)-RVVB  阻燃型铜芯聚氯乙烯绝缘护套平

形软线、(ZR、ZA、ZB、ZC、ZD、或其它阻燃型号)-BVVB  阻

燃型铜芯聚氯乙烯绝缘护套平形电线和采用交流电压 6KV 

等级的(ZR、ZA、ZB、ZC、ZD、或其它阻燃型号)-VV 阻燃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护套电力电缆。不得使用花线、双绞线

和铝芯线、音频线等一切非标线材。电源线通过展馆内通

道地面的电缆线，必须穿护套管（金属管或难燃塑料管）

保护，并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 

16. 各电气回路应设有专用的保护接地，展位灯具及用电设备

有可能接触漏电的金属保护管和金属构件，必须做   有效

的跨接，并设有安全接地。 

17. 禁止在展馆内、展位上使用星星灯、彩灯、霓虹灯、小太

阳灯 （碘钨灯）及 500W以上大功率灯具。（除作舞台演出

用途的舞台灯光可使用超过 500W 功率外） 

18. 特装展位的筒灯、石英灯、日光灯等灯具镇流器，应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强制产品 3C 认证。展位内的广告灯箱，

必须做好对流散热孔对流散热，分体式镇流器不得安装在广

告灯箱内，必须安装在灯箱外并做好隔热处理。 

19. 展位背板必须作美化装饰处理，维护展厅整体美观。   

20. 包装材料要及时清出馆外：为保障消防安全，各参展企业

使用的展品包装箱，包装填充物等杂物，必须及时清理出馆，

严禁将其存放在摊位内、柜顶、板壁的背面或其它隐蔽的地

方。  

21. 认真做好闭馆前的清场工作，确保闭馆期间安全，清除

易燃杂物、火种及其它火灾隐患，关闭展位电源。 

  

九九九九、、、、展馆安全展馆安全展馆安全展馆安全、、、、消防管理消防管理消防管理消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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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标准展位布置与搭建标准展位布置与搭建标准展位布置与搭建标准展位布置与搭建    

标准展位的尺寸为 3M×3M，共计 9平方米，由大会统一搭建和配置，每个标准摊位圴包含以下设备：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楣楣楣楣板板板板    白底黑字楣板一条 （转角摊位配二条楣板），中英文 

地地地地毯毯毯毯    统一规格（3x3m），烟灰色 

围围围围    板板板板    摊位由铝质支架及三面白色围板组成，角位摊位有两面围板及两条楣板 

家家家家    俱俱俱俱    一张咨询桌 

    两张黑色折椅 

    一个废纸篓 

电电电电    器器器器    项项项项    目目目目    一个 500瓦单相插座 （非照明用） 

 四支 100瓦长臂射灯  

注注注注：：：：    所有标准摊位配套设备为大会统一配置(包括家俬及电器)，均不可更换。 

标准摊位示标准摊位示标准摊位示标准摊位示意图意图意图意图：：：：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 参展商如欲租用上述表格内未有刊出之物品或服务，可直接向主场承建商查询。  

2. 参展商必须保持所有租用物品完整无缺．如有损毁或遗失，必须负责赔偿。  

3. 根据《广州地区电气设备装置规程》及《场馆管理规定》：为确保展位的用电安全，展位所有用

电必须由大会指定主场承建商统一安装及监管，严禁私自或聘请非大会指定主场承建商电工乱拉

或增加照明灯具，如有违反大会将不予供电。 

4．标配或申请的电源插座不得插接展位照明灯具，须严格在所允许的最大容量500W内使用，禁止使

用电热设备（如电水壶，电炉，电烫斗），严禁自带插座板串接使用，如因违反造成片区断电或

短路等事故，由此产生的损失和影响，由该参展商负完全责任。 

5. 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22225555日日日日或以后之申请，一律征收附加费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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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下列格子内填上参展商中文名称（不得多于二十个字，要求写简体中文简体中文简体中文简体中文）及英文名称（不得多于

四十个字母、英文字母英文字母英文字母英文字母全部全部全部全部采采采采用大用大用大用大写写写写）。注注注注：：：：仅适用标准展位仅适用标准展位仅适用标准展位仅适用标准展位，，，，光地特装展位无须填光地特装展位无须填光地特装展位无须填光地特装展位无须填

写写写写 

� 如贵公司楣板名称与展位申请表格一致，无须填写此表。 

� 如贵公司所订的展位是角位，则有两面围板并配以两面楣板。如有不同要求请在表 2 中图示。 

    

展位号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超过限期申请将收超过限期申请将收超过限期申请将收超过限期申请将收取楣取楣取楣取楣板板板板制作制作制作制作费费费费。。。。    

请联系展会主请联系展会主请联系展会主请联系展会主承承承承建商建商建商建商：：：：广州广州广州广州晶诚展览晶诚展览晶诚展览晶诚展览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金菊路 10 号万宜华轩大厦 3楼 F室（邮编：510308） 

电话 ：86-20-8422 3854        传真：86-20-8422 4099 

一楼 1.2 号负责人 ：简先生 15889978490 

二楼 3.4 号负责人 ：余小姐 18520206129 

三楼 5.6 号负责人 ：何先生 15820280304 

网址 ：www.jc-see.com  邮箱 ：1404665036@qq.com 

电子邮箱：1404665036@qq.com   

 

参展商参展商参展商参展商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盖公章盖公章盖公章盖公章））））                                        展展展展位号位号位号位号                                                                                        

联络人联络人联络人联络人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签署签署签署签署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A1A1A1A1    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020020020020----84228422842284224099409940994099    

楣板名称登记表楣板名称登记表楣板名称登记表楣板名称登记表（（（（必须填回必须填回必须填回必须填回））））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2220000 日日日日    1404665036@qq.com1404665036@qq.com1404665036@qq.com140466503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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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表格表格表格：：：：A2A2A2A2    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020020020020----84228422842284224099409940994099    

展位拆改及租用设施位置展位拆改及租用设施位置展位拆改及租用设施位置展位拆改及租用设施位置    

（（（（必须填回必须填回必须填回必须填回））））    
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22220000日日日日    1404665036@qq.com1404665036@qq.com1404665036@qq.com1404665036@qq.com    

    

请把展位拆改、租用设施（展具、水、电装置等）及租用搁板（列明高度）等之位置标于下列展位

图上，包括贵公司之基本及额外设施。如所订的展位是角位，请在下图指示是否需要侧面围板。若参展

商未能提交此图，所有设施承建商将会在适当位置代为安装，转角位将按标准全部打开，若参展商临时

更改，须另行缴费。 

展位号展位号展位号展位号                                                                    

  左                                     后                               右 

 

图图图图 解解解解：：：：    

光管   100W长臂射灯   平/斜层板  

非照明插座（单相限500W）   短臂射灯   围板  

    

请联系展会主请联系展会主请联系展会主请联系展会主承承承承建商建商建商建商：：：：广州晶广州晶广州晶广州晶诚展览诚展览诚展览诚展览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金菊路 10 号万宜华轩大厦 3楼 F室（邮编：510308） 

电话 ：86-20-8422 3854        传真：86-20-8422 4099 

一楼 1.2 号负责人 ：简先生 15889978490 

二楼 3.4 号负责人 ：余小姐 18520206129 

三楼 5.6 号负责人 ：何先生 15820280304 

网址 ：www.jc-see.com  邮箱 ：1404665036@qq.com 

电子邮箱：1404665036@qq.com   
参展商参展商参展商参展商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盖公章盖公章盖公章盖公章））））                                展展展展位号位号位号位号                                                

联络人联络人联络人联络人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签署签署签署签署                                                                                                                                                                

                                                        

                                                        

                                                        

                                                        

                                                        

                                                        

                                                        

1M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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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一十一十一、、、、额外展具电器租赁额外展具电器租赁额外展具电器租赁额外展具电器租赁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A3A3A3A3----1111    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020020020020----84228422842284224099409940994099    

家私租赁表家私租赁表家私租赁表家私租赁表（（（（视视视视需填回需填回需填回需填回））））    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22220000日日日日    1404665036@qq.com1404665036@qq.com1404665036@qq.com1404665036@qq.com    

展位号展位号展位号展位号                                                                                                   单位：人民币元/展期 

租赁项目租赁项目租赁项目租赁项目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租赁单价租赁单价租赁单价租赁单价    数量数量数量数量    金额金额金额金额    

咨询台 （1030L x 535W x 750Hmm） 张 100.00   

方桌（650L x 700W x 715Hmm） 张 100.00   

玻璃圆桌 （800Ø x 720Hmm或 600Ø x1100H） 张 150.00   

高吧台（600Ø x 1100Hmm） 张 150.00   

单人茶几（550L x 550W x 490Hmm） 张 300.00   

木纹椅（580x530x880H) 张 100.00   

折椅（460W x 400D x 455SHmm） 张 20.00   

黑皮椅 （570W x 440D x 455SHmm） 张 50.00   

异形吧椅（白或黑）(360x400x760-860H) 张 120.00   

太空吧椅（白或黑）440x650(580)-870(790)H 张 120.00   

藤椅配藤艺圆桌（一桌三椅） 套 500.00   

单人沙发（白或黑） 张 455.00   

三人沙发（白或黑） 张 730.00   

大玻璃展示柜（980*380*1860H） 个 750.00   

小玻璃展示柜 480*380*1860H 个 650.00   

会议桌(1800*700*750Hmm) 张 150.00   

矮玻璃饰柜（1000Lx535Wx1000Hmm） 个 350.00   

高玻璃饰柜（1000Lx535Wx2480Hmm） 个 550.00   

平层板 （1000L x 300Wmm） 件 30.00   

4层铝料展架（木层板/玻璃层板 1000Lx500Wx2500Hmm) 个 400.00   

锁柜（1030Lx535Wx750Hmm) 个 150.00   

折门带锁 （1050L×2000Hmm） 个 150.00   

立式资料架 个 100.00   

展览专用地毯 平方米 12.00   

植物（散尾葵） 盆 60.00   

网片（连 4个挂钩）（1000W×1500Hmm） 件 40.00   

装拆楣板：2950mm(W)×210mm(H)  副 80.00   

只拆不装楣板：2950mm(W)×210mm(H) 副 50.00   

拆展板：1000mm(W)×2500mm(H)  块 30.00   

装展板：1000mm(W)×2500mm(H) 块 60.00   

合计金额合计金额合计金额合计金额    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                万万万万                仟仟仟仟                佰佰佰佰                拾元整拾元整拾元整拾元整                                                                                                                                                                                    ￥￥￥￥:             :             :             :                 

收款单位收款单位收款单位收款单位：：：：广州广州广州广州晶诚展览晶诚展览晶诚展览晶诚展览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    

帐帐帐帐                号号号号：：：：0324 0141 7000 15930324 0141 7000 15930324 0141 7000 15930324 0141 7000 1593    汇汇汇汇                款款款款    

开户银行开户银行开户银行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    

以上款项必须以公对公帐户以上款项必须以公对公帐户以上款项必须以公对公帐户以上款项必须以公对公帐户

汇入汇入汇入汇入，，，，不得以私人帐户汇入我不得以私人帐户汇入我不得以私人帐户汇入我不得以私人帐户汇入我

司帐户司帐户司帐户司帐户，，，，否则无法提供发票否则无法提供发票否则无法提供发票否则无法提供发票。。。。 

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何先生何先生何先生何先生////简简简简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电电电电        话话话话：：：：020020020020----8422 38548422 38548422 38548422 3854    

传传传传        真真真真：：：：020020020020----8422 8422 8422 8422 4099409940994099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请将所需租赁的展具展架、电器或电话的安装位置同时在表 A2中图示。该表格及表 A2 于截止日期前交回方有效。    

2. 2. 2. 2. 超过限期订购将按现场价格收费超过限期订购将按现场价格收费超过限期订购将按现场价格收费超过限期订购将按现场价格收费，，，，则加收则加收则加收则加收 55550%0%0%0%附加费附加费附加费附加费。。。。    

3．所有申请必须连同款项交齐方为有效所有申请必须连同款项交齐方为有效所有申请必须连同款项交齐方为有效所有申请必须连同款项交齐方为有效。。。。    

参展商参展商参展商参展商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盖公章盖公章盖公章盖公章））））            展展展展位号位号位号位号                                                                    

联络人联络人联络人联络人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签署签署签署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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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表格表格表格：：：：A3A3A3A3----2222    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020020020020----84228422842284224099409940994099    

电器租赁表电器租赁表电器租赁表电器租赁表（（（（视视视视需填回需填回需填回需填回））））    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22220000日日日日    1404665036@qq.c1404665036@qq.c1404665036@qq.c1404665036@qq.comomomom    

展位号展位号展位号展位号                                                                                                 单位：人民币元/展期 

租赁项目租赁项目租赁项目租赁项目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租赁单价租赁单价租赁单价租赁单价    数量数量数量数量    金额金额金额金额    

单门冰箱/90L 个 450.00   

饮水机（含 3桶水，现场付押金 300元/台） 台 350.00   

蒸馏咖啡机 140*280*280H 台 600.00   

100 瓦长臂射灯 盏 100.00   

40 瓦日光灯 支 100.00   

150 瓦 HQI 射灯（卤素灯） 支 180.00   

220 伏单相插座 (限用 500 瓦)  个 100.00   

专线电话（市内及国内长途） 条 500.00   

无线宽带网络 条 500.00   

ADSL专线（含专线电话） 条 1000.00   

电话押金/ ADSL MODEM押金/无线网卡押金 个 300.00   

42′等离子电视+DVD 台 1200.00   

2000 液晶投影+100 幕 台 3000.00   

合计金额合计金额合计金额合计金额    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                万万万万                仟仟仟仟                佰佰佰佰                拾元整拾元整拾元整拾元整                                                                                                                                                                                    ￥￥￥￥:   :   :   :                                           

收款单位收款单位收款单位收款单位：：：：广州广州广州广州晶诚展览晶诚展览晶诚展览晶诚展览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    

帐帐帐帐                号号号号：：：：0324 0141 7000 15930324 0141 7000 15930324 0141 7000 15930324 0141 7000 1593    

汇汇汇汇                款款款款    

开户银行开户银行开户银行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    

以上款项必须以公对公帐户以上款项必须以公对公帐户以上款项必须以公对公帐户以上款项必须以公对公帐户

汇入汇入汇入汇入，，，，不得以私人帐户汇入我不得以私人帐户汇入我不得以私人帐户汇入我不得以私人帐户汇入我

司帐户司帐户司帐户司帐户，，，，否则无法提供发票否则无法提供发票否则无法提供发票否则无法提供发票。。。。 

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何先生何先生何先生何先生////简简简简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电电电电        话话话话：：：：020020020020----8422 8422 8422 8422 

3854385438543854    

传传传传        真真真真：：：：020020020020----8422 8422 8422 8422 

4099409940994099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请将所需租赁的展具展架、电器或电话的安装位置同时在表 A2中图示。该表格及表 A2 于截止日期前交回方有效。 

2. 2. 2. 2. 超过限期订购将按现场价格收超过限期订购将按现场价格收超过限期订购将按现场价格收超过限期订购将按现场价格收费费费费，，，，则加收则加收则加收则加收 55550%0%0%0%附加费附加费附加费附加费。。。。    

3．所有申请必须连同款项交齐方为有效所有申请必须连同款项交齐方为有效所有申请必须连同款项交齐方为有效所有申请必须连同款项交齐方为有效。。。。    

请联系展会主请联系展会主请联系展会主请联系展会主承承承承建商建商建商建商：：：：广州晶广州晶广州晶广州晶诚展览诚展览诚展览诚展览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金菊路 10 号万宜华轩大厦 3楼 F室（邮编：510308） 

电话 ：86-20-8422 3854        传真：86-20-8422 4099 

一楼 1.2 号负责人 ：简先生 15889978490 

二楼 3.4 号负责人 ：余小姐 18520206129 

三楼 5.6 号负责人 ：何先生 15820280304 

网址 ：www.jc-see.com  邮箱 ：1404665036@qq.com 

电子邮箱：1404665036@qq.com   

    

参展商参展商参展商参展商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盖公章盖公章盖公章盖公章））））                                    展展展展位号位号位号位号                                                                                                                        

联络人联络人联络人联络人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传传传传真真真真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签署签署签署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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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具展架图片展具展架图片展具展架图片展具展架图片    

       

咨询台 

（1030Lx535Wx750Hmm) 

方桌 

（650Lx700Wx715Hmm) 

圆桌（玻璃/木台面） 

 (800Ø x 720Hmm) 

高吧台（玻璃或木台面） 

(600*1100Hmm) 

  

 

 

玻璃茶几 

600*600*430H 

木纹椅 

（580*530*880H) 

黑皮椅 

(570Wx440Dx455SHmm) 

黑折椅 

(460W x 400D x 455SHmm) 

   

异形吧椅（白或黑）

(360*400*760-860H) 

太空吧椅（白或黑）

440*650(580)-870(790)H 

藤椅配藤艺圆桌 

  

  

单人沙发（白或黑） 三人沙发（白或黑） 

 

玻璃展示柜 

980*380*1860H 

玻璃展示柜 

480*380*186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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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桌

(1800*700*750Hmm) 

高玻璃饰柜

(1000Lx535Wx2480Hmm) 

矮玻璃饰柜

(1000Lx535Wx1000Hmm) 

平层板 

（1000Lx300Wmm) 

  

 

 

铝料展架 

（木层板或玻璃层板） 

（1000Lx500Wx2500Hmm) 

锁柜 

（1030Lx535Wx750Hmm) 

立式资料架 单门冰箱/90L 

 

 

 

饮水机 蒸馏咖啡机 

140*280*280H 

100 瓦短臂射灯 

 

100 瓦长臂射灯 

 

 
  

 

40 瓦日光灯 

 
150 瓦 HQI 射灯（卤素灯） 

 

13安培，220 伏单相插座 

(限用 500 瓦) 只供标准

展台 

42 寸液晶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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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月月月 20 日日日日前报图 

十十十十二二二二、、、、特装展位布置与搭建特装展位布置与搭建特装展位布置与搭建特装展位布置与搭建    

（1111）特装图纸的报审流程： 

 

    

 

 

 

 

 

 

 

2、特装报审要求： 
（1）、施工单位资质证明文件： 

单层展台所委托的搭建公司注册资金不少于人民币 100 万元，注册时间须 3 年以上； 

二层展台所委托的搭建公司注册资金不少于人民币 300 万元，注册时间须 5 年以上； 

（2）、特装申报表、光地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光地展台搭建承诺书。 

（3）、设计方案彩色效果图。 

（4）、设计方案平面图，立面图（包括平面尺寸，立面高度尺寸及材料说明）。 

（5）、配电系统图（说明用电总功率，总开关额定电流/电压，采用电线规格型号和敷设方式及展位用电量计算

方式）。 

（6）、电气分布图（说明所使用的灯具，插座，规格，种类，安装位置，总控制电箱具体安装位置）。 

（7）、至少两名展位电气施工人员“电工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8）、如是二层特装展台需补充提交（已加盖施工单位公章）的资料包括： 

■ 底层展台平面图（标明尺寸及材料）。 

■ 二层展台平面图（标明尺寸及材料）。 

■ 二层展台柱梁结构图（由国家注册结构工程师签名盖章）。 

注：报图文件必须采用 A4 纸打印，签名盖章原件直接送达或快递（快递费由寄方支付）到主场承建商, 主场承

建商收到邮件时间为准,若无按照以上规定报图的,其报图时间为最终补充完整图纸后的主时间。 

    

    

重点提示重点提示重点提示重点提示：：：：        

※ ※ ※ ※ 所有布展单位对已通过审批确认报审方案所有布展单位对已通过审批确认报审方案所有布展单位对已通过审批确认报审方案所有布展单位对已通过审批确认报审方案，，，，一律不能自行更改一律不能自行更改一律不能自行更改一律不能自行更改，，，，如需更改必须经展馆审如需更改必须经展馆审如需更改必须经展馆审如需更改必须经展馆审

批同意批同意批同意批同意，，，，对自行更改方案的布展单位对自行更改方案的布展单位对自行更改方案的布展单位对自行更改方案的布展单位，，，，展馆将不予供电展馆将不予供电展馆将不予供电展馆将不予供电，，，，并依据场馆管理规定给予相关并依据场馆管理规定给予相关并依据场馆管理规定给予相关并依据场馆管理规定给予相关

处理处理处理处理。。。。        

※ ※ ※ ※ 所有展览与展馆同一类的装搭材料所有展览与展馆同一类的装搭材料所有展览与展馆同一类的装搭材料所有展览与展馆同一类的装搭材料，，，，必须提交进场材料清单必须提交进场材料清单必须提交进场材料清单必须提交进场材料清单，，，，经展馆备案经展馆备案经展馆备案经展馆备案，，，，否则展馆有否则展馆有否则展馆有否则展馆有

权对其材料不予离场权对其材料不予离场权对其材料不予离场权对其材料不予离场。。。。    

    

    

    

参展商或施工单

位准备特装报审

资料 

快递或直接送达 主场承建商 

晶诚展览公司 

办理批复通知 
通过 

不通过 
未通过 

通过 

修改设计方案，

重新报审 

不予办理进场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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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展位完工送电流程展位完工送电流程展位完工送电流程展位完工送电流程    

展位机械用电申请送电时间：2015 年 3月 4日 12：00开始接受申请 

展位照明用电申请送电时间：2015 年 3月 5日 14：00开始接受申请 

申请通电要求： 

（1）、先按展会相关规定要求进行自检合格无误； 

（2）、办理申请后必须有电工在展位上配合场馆电工的检查，合格后方能接电使用， 

（3）、未经场馆电工检查合格允许，不得自私接电，一经发现将按展会规定进行处罚。 

 

 

    

    

    

    

    

    

    

    

    

    

    

    

    

申请要求申请要求申请要求申请要求：：：：    

1、 机械用电：机械已安装好；照明用电为展位已装修、电器、灯具、线材已全部安装完成。 

2、、、、 必须自必须自必须自必须自备备备备漏电开关电箱漏电开关电箱漏电开关电箱漏电开关电箱，，，，电箱大小必须与申报用电箱大小必须与申报用电箱大小必须与申报用电箱大小必须与申报用电量相匹配电量相匹配电量相匹配电量相匹配（（（（漏电开关不能大于申请用电漏电开关不能大于申请用电漏电开关不能大于申请用电漏电开关不能大于申请用电）））） 

3、 必须用三相漏电开关，不能用单相漏电开关。照明开关箱、机械开关箱必须用电缆线接箱，

不能用电源线接箱 

4、、、、 所有电线用材必须使用国家标准安全阻燃所有电线用材必须使用国家标准安全阻燃所有电线用材必须使用国家标准安全阻燃所有电线用材必须使用国家标准安全阻燃（（（（ZR-BVVB））））护套线护套线护套线护套线，，，，如果不是国家标准安全阻如果不是国家标准安全阻如果不是国家标准安全阻如果不是国家标准安全阻

燃燃燃燃（（（（ZR-BVVB））））护套线的必须穿线管或套线槽护套线的必须穿线管或套线槽护套线的必须穿线管或套线槽护套线的必须穿线管或套线槽。。。。 

5、 电线或接口位如有裸露的铜线不能外露，要用专用电工胶布包好。 

6、 所有金属构架、设备设施金属外壳用电的必须做到可靠的接地。 

7、 如果有电缆线横过展位顶部，电线必须有承载物固定连接安装整理好。 

8、 特装展位有天花封顶或密封的房间，必须安装消防器材（按展馆要求规定每 20平米安装不至少一个挂

式灭火器） 

    
    
    
    

展位电工在展位上展位电工在展位上展位电工在展位上展位电工在展位上

等候场馆电工到来等候场馆电工到来等候场馆电工到来等候场馆电工到来 
展位电工与场馆电展位电工与场馆电展位电工与场馆电展位电工与场馆电

工共同检查展位线工共同检查展位线工共同检查展位线工共同检查展位线

路安全路安全路安全路安全 

线路安全线路安全线路安全线路安全检查检查检查检查

合格合格合格合格，，，，送电送电送电送电 
线路安全检查线路安全检查线路安全检查线路安全检查

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送电不送电不送电不送电 

展位搭建完成展位搭建完成展位搭建完成展位搭建完成 

到大会指定主场承到大会指定主场承到大会指定主场承到大会指定主场承

建商服务台填写建商服务台填写建商服务台填写建商服务台填写

““““送电申请表送电申请表送电申请表送电申请表”””” 
 

展位整改展位整改展位整改展位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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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施工证件办理流程： 

    

    

 

 

 

 

 

（（（（1111））））    网上上传证件要求： 

有效二代身份证复印件（正背面），JPG格式（小于1M） 

施工人员相片：大一寸大头彩照，JPG格式（小于1M） 

注意：网上办证后，两个工作日内需上网查询是否审核通过，如不通过需重新上传。 

      审核通过的证件需带上：施施施施工工工工负责负责负责负责人人人人身份证原件身份证原件身份证原件身份证原件及办及办及办及办证证证证人人人人员员员员名单名单名单名单（加盖公章）到保利博览

馆商务中心缴费取证。 

（2）现场办证要求： 

施工人员有效二代身份证复印件（正背面）（两张） 

施工人员相片：大一寸大头彩照（两张） 

施施施施工工工工负责负责负责负责人人人人身份证原件身份证原件身份证原件身份证原件及办及办及办及办证证证证人人人人员员员员名单名单名单名单 

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两张）  

    

（（（（3333））））特装施工证的现场办证地点：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00 号保利博览馆 1号馆东面商务中心（邮编：510308） 

联系人：何先生（158 2028 0304）） 

现场办证时间：2 月 1-10 日-3 月 2-5 日 09：00-12：00；14：00-17：00 

 

 

 

 

 

 

向主场承建商缴

清费用（电费、施

工押金等） 

向主场承建商索取网上

办证帐户证资料 

于于于于 1月月月月 20日日日日前向保利博览

馆网站上传办证资料  

2 月月月月 1-10 日日日日 09:00-17:00

到保利 1 号馆商务中心交交交交

证件证件证件证件费用费用费用费用,办理施工证、车

证 

凭证进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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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特特特特特特特装装装装装装装装展展展展展展展展位位位位位位位位装装装装装装装装修修修修修修修修申申申申申申申申报报报报报报报报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格格格格格格格格：：：：：：：：AAAAAAAA44444444））））））））    

请务必将请务必将请务必将请务必将此此此此表表表表于于于于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22220000日日日日之之之之前以前以前以前以快递或直接送达快递或直接送达快递或直接送达快递或直接送达方式方式方式方式递递递递交到主场交到主场交到主场交到主场承承承承建商进行建商进行建商进行建商进行审核审核审核审核，，，，逾逾逾逾期将加收期将加收期将加收期将加收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特装特装特装特装管理管理管理管理费费费费用用用用。。。。        

展位号  特装批复回传邮箱  

单位类别 单位名称 联系人 手机号码 传真 

参展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筹展进场车数                辆 撤展进场车数                 辆 

请在报审的资料“□”打

“√” 

□  彩色效果图         □  配电系统图（标明用电设施总功率规

格） 

□  平面图（标明尺寸用料情况）  □  电气分布图（标明用电具体

安装位置） □  立面图（标明尺寸用料情况）  □  特装二层结构 

参展单位承诺 

我单位承诺，督促相关单位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装修工程强制性技术规

范标准和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相关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

如有违反，责任自负。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设计单位承诺 

我单位承诺，展位的装修和设计按照《建筑装修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GB50210-2001）和《广州地区电气装置规程》（穗基［1979］51

号）的要求进行设计，并符合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的相关管理规定，

如有违反，责任自负。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施工单位承诺 

我单位承诺，在展位装修过程中，严格按照已审核的设计图纸、广州

保利世贸博览馆《场馆管理规定》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

规范》（GB50194-93）的要求进行施工，如有违反责任自负。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说明： 1、此申请表参展、设计、施工单位三方负责人签名（盖红章）；  

2、此申请表需与特殊装修的方案同时于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22220000日日日日前报主场承建商审图；  

3、所有报审的资料必须采用A4规格纸报审，不受理传真件和邮件。  

※※※※    具具具具体体体体流程及标准请参流程及标准请参流程及标准请参流程及标准请参照照照照展商展商展商展商手册手册手册手册相关内相关内相关内相关内容容容容执执执执行行行行....    

（（（（请于请于请于请于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22220000日前日前日前日前交主场承建商：简先生（158 8997 8490）何先生（158 2028 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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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台台台台台台台台搭搭搭搭搭搭搭搭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委委委委委委委委托托托托托托托托书书书书书书书书（（（（（（（（表表表表表表表表：：：：：：：：AAAAAAAA55555555））））））））        

 

兹有参展单位：                                           展台号：              

搭建面积为：      平方米，现委托                                  公司为我公司展台搭

建商，并且证明：  

1.1.1.1. 该搭建公司经考察审核合格后确认为本展台唯一指定搭建商，且具有搭建资格；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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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 我公司已明确本次展会组委会施工管理相关细则，并通知我司指定委托搭建公司在现场确保施

工安全； 

4.4.4.4. 配合大会组委会施工办对展台安全进行监督，如有违反组委会施工管理办公室相关规定，组委

会有权追究相关责任方责任； 

5.5.5.5. 我公司已明确需为其展品或其他贵重物品购买保险，以作失窃、遗失、损毁及火灾之保障。我

公司及搭建商亦已明确需为工作人员及观众购买保险。  

6.6.6.6. 我公司对搭建商进行监督，若违反组委会施工管理办公室相关规定，组委会有权追究相关责任

方责任。 

 

 

 

 

参展单位：（盖章）                               被委托单位：（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日期： 

    
    
    
    
    
    
（（（（请于请于请于请于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22220000日前日前日前日前交主场交主场交主场交主场承承承承建商建商建商建商：：：：简先生简先生简先生简先生158 8997 8490158 8997 8490158 8997 8490158 8997 8490，，，，何先生何先生何先生何先生158 158 158 158 2028202820282028    030403040304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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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台台台台台台台台施施施施施施施施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全全全全责责责责责责责责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书书书书书书书书（（（（（（（（表表表表表表表表：：：：：：：：AAAAAAAA66666666））））））））        

展会日期：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3333月月月月6666－－－－9999日日日日 

展台号：                  参展单位：                                                

施工单位：                                                                          

1.1.1.1.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装修工程强制性技术规范标准和保利世界贸易中心博览馆相关工程管理规定的要求

进行设计和施工。服从本次组委会或场馆施工管理人员的施工管理和监督检查，保证展台和人身安全。 

2.2.2.2. 施工现场的安全和防火由施工单位负责，施工单位应确定一名施工现场安全负责人，全面负责施工现场

的安全、防火工作及施工队伍的管理。 

3.3.3.3. 展台结构必须牢固、安全，搭建材料应使用难料或经过阻燃处理的材料，符合环保要求。禁止使用未经

阻燃处理的草、竹、藤、木、泡沫、可燃塑料板、可燃地毯、布料等物品作装修、装饰材料。 

4.4.4.4. 特装展位自装的用电设备，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开关及空气断路器。电源线应使用ZRZRZRZR----RVV/ZRRVV/ZRRVV/ZRRVV/ZR----RRRRVVVVVVVV护套线

或ZRZRZRZR----VVVVVVVV护套电缆，禁止使用花线。电源线通过展馆内通道地面的电缆线，必须穿护套管（金属管理或

难燃塑料管）保护，并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 

5.5.5.5. 木质结构的展台，必须采用阻燃的防火板，否则，对所有使用木质材料的展台，按每平方涂0.50.50.50.5公斤的

防火漆处理。 

6.6.6.6. 展馆防火卷帘门下不得搭建展台结构，如有违反，相关单位有权对该单位做出处罚。 

7.7.7.7. 如展位设计有遮顶，必须自行配置悬挂6666公斤（ABCABCABCABC）型干粉灭火器；安装标准为每20202020平方配置一个，20202020----30303030

平方配置两个，依次类推。 

8.8.8.8. 每展台应单独申请期用电，严禁私拉乱接电源。电器操作人员应持有劳动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电工操作

证。 

9.9.9.9. 展台施工不得使用易燃、易爆物品，禁止明火作业，不允许现场使用电锯切割等，施工人员禁止在展馆

吸烟及打架斗殴。 

10.10.10.10. 展台施工人员配戴本展览会核发的施工证件，一人一证，定人定岗，严禁证件与展位不符合或倒证现象

的发生 

11.11.11.11. 如有申请悬挂点的参展单位，最终位置及数量确认以场馆核实为准并必须使用吊带，悬挂作业人员必须

持有劳动部门颁发的高空作业操作证。 

12.12.12.12. 展商及展位搭建商对展览会展位施工安全质量承担责任，如因违规施工等行为造成，展位坍塌，坠物、

失火等并造成现场人员生命及财产损失，均由展商及展位搭建商承担赔偿责任，展馆方、主办单位、承

办单位（大会主场服务商）不承担何损害赔偿责任及连带责任。 

13.13.13.13. 我单位承诺，在展位施工及撤展过程中，如违反保利世界贸易中心博览馆相关管理规定，我单位愿意接

受场馆方相关管理规定的条款处理。 

14.14.14.14. 对在布展、开展、撤展期间，因特装展位施工质量或野蛮施工（随意推倒展位墙体，高空丢弃材料等其

他展馆不允许的行为），而导致发生事故的。我单位负有不可推卸的完全责任，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

功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施工单位（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请于请于请于请于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22220000日前日前日前日前交主交主交主交主场承建商场承建商场承建商场承建商：：：：简先生简先生简先生简先生158 8997 8490158 8997 8490158 8997 8490158 8997 8490，，，，何先生何先生何先生何先生158 158 158 158 2028202820282028    030403040304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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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图范本报图范本报图范本报图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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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表格表格表格：：：：AAAA7777----1111        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020020020020----84228422842284224099409940994099    

特装照明用电申请表特装照明用电申请表特装照明用电申请表特装照明用电申请表（（（（需填回需填回需填回需填回））））    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22220000日日日日    1404665036@qq.com1404665036@qq.com1404665036@qq.com1404665036@qq.com    

展位号                                       单位：人民币元/展期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用电规格用电规格用电规格用电规格    电费及相关价格电费及相关价格电费及相关价格电费及相关价格    数量数量数量数量    金额金额金额金额    

6A / 380V <3KW 800.00   

10A / 380V <5KW 1150.00   

16A / 380V <8KW 1550.00   

20A / 380V <10KW 1800.00   

25A / 380V <13KW 2000.00   

32A / 380V <16KW 2500.00   

40A / 380V <20KW 3000.00   

50A / 380V <25KW 3900.00   

63A / 380V <30KW 4800.00   

100A / 380V <50KW 7500.00 
.00 

  

125A/380V <63KW 9500.00   

160A/380V <80KW 11500.00   

结构吊点 1200.00   

电箱租用（30A以下电箱） 280.00   

电箱租用（63A以下电箱） 350.00   

电箱租用（63A以上电箱） 500.00   

电箱押金 500.00   

≤72㎡ 5000.00   
施工押金 

＞72㎡ 10000.00   

合计金额合计金额合计金额合计金额    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                    万万万万                    仟仟仟仟                    佰佰佰佰                    拾元整拾元整拾元整拾元整    ￥ 

收款单位收款单位收款单位收款单位：：：：广州广州广州广州晶诚展览晶诚展览晶诚展览晶诚展览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 

帐帐帐帐                号号号号：：：：0324 0141 7000 15930324 0141 7000 15930324 0141 7000 15930324 0141 7000 1593    汇汇汇汇                款款款款    

开户银行开户银行开户银行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    

以上款项必须以公对公以上款项必须以公对公以上款项必须以公对公以上款项必须以公对公

帐户汇入帐户汇入帐户汇入帐户汇入，，，，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以私人帐以私人帐以私人帐以私人帐

户汇入我司帐户户汇入我司帐户户汇入我司帐户户汇入我司帐户，，，，否则无否则无否则无否则无

法提供发票法提供发票法提供发票法提供发票。。。。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111....    以上项目租赁形式按一个展期计算以上项目租赁形式按一个展期计算以上项目租赁形式按一个展期计算以上项目租赁形式按一个展期计算，，，，每天按每天按每天按每天按 9999 小时标准供电小时标准供电小时标准供电小时标准供电。。。。    
2222....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机械机械机械机械用电与用电与用电与用电与展台展台展台展台照明用电必须分开申请并安装照明用电必须分开申请并安装照明用电必须分开申请并安装照明用电必须分开申请并安装，，，，否则不予送电否则不予送电否则不予送电否则不予送电。。。。搭建商须自备带漏保的电箱开关与展馆提供的电搭建商须自备带漏保的电箱开关与展馆提供的电搭建商须自备带漏保的电箱开关与展馆提供的电搭建商须自备带漏保的电箱开关与展馆提供的电

源接驳源接驳源接驳源接驳，，，，严禁直接与展馆提供的电箱接驳严禁直接与展馆提供的电箱接驳严禁直接与展馆提供的电箱接驳严禁直接与展馆提供的电箱接驳。。。。自备电箱开关必须与所申报的电量相匹配自备电箱开关必须与所申报的电量相匹配自备电箱开关必须与所申报的电量相匹配自备电箱开关必须与所申报的电量相匹配（（（（不得大于所申请用电量不得大于所申请用电量不得大于所申请用电量不得大于所申请用电量））））。。。。    
3333....超过限期超过限期超过限期超过限期 1111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申请申请申请申请须支付须支付须支付须支付 30%30%30%30%逾期附加逾期附加逾期附加逾期附加费费费费；；；；1111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后及现场申请须加收后及现场申请须加收后及现场申请须加收后及现场申请须加收 55550%0%0%0%的逾期附加费的逾期附加费的逾期附加费的逾期附加费。。。。 
4.此表须连同此表须连同此表须连同此表须连同 AAAA8888 电力设施位置图一起提交电力设施位置图一起提交电力设施位置图一起提交电力设施位置图一起提交，，，，若未提交位置图若未提交位置图若未提交位置图若未提交位置图，，，，场馆将在适当的位置代为安装场馆将在适当的位置代为安装场馆将在适当的位置代为安装场馆将在适当的位置代为安装，，，，若现场需要调整位置若现场需要调整位置若现场需要调整位置若现场需要调整位置，，，，需缴需缴需缴需缴

纳改动费每个纳改动费每个纳改动费每个纳改动费每个 350350350350 元元元元。。。。 
5.施工押金由特装施工单位交纳，押金只接受对公汇款或支票，现金交押金时需提供公帐，展会结束后（4 月 1-3 日）无息

退回施工单位对公帐户。 
6.6.6.6.取消订单需书面通知取消订单需书面通知取消订单需书面通知取消订单需书面通知，，，，截止日期后取消定单需缴交截止日期后取消定单需缴交截止日期后取消定单需缴交截止日期后取消定单需缴交 30%30%30%30%的取消费的取消费的取消费的取消费，，，，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后不可取消任何定单后不可取消任何定单后不可取消任何定单后不可取消任何定单。。。。    
7.申请结构吊点，必须自备葫芦及钢丝等材料，否则现场不予吊挂。 
8888....    所有申请必须连同款项交齐方为有效所有申请必须连同款项交齐方为有效所有申请必须连同款项交齐方为有效所有申请必须连同款项交齐方为有效。。。。    

    

参展商参展商参展商参展商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盖公章盖公章盖公章盖公章））））                                    展展展展位号位号位号位号                                                                                        

联络人联络人联络人联络人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签署签署签署签署                                                                                                                                            



广州广州广州广州市轩华展览市轩华展览市轩华展览市轩华展览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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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表格表格表格：：：：A7A7A7A7----2222        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020020020020----84228422842284224099409940994099    

机械设备机械设备机械设备机械设备用电申请表用电申请表用电申请表用电申请表（（（（需填回需填回需填回需填回））））    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22220000日日日日    1404665036@qq.com1404665036@qq.com1404665036@qq.com1404665036@qq.com    

展位号                                       单位：人民币元/展期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用电规格用电规格用电规格用电规格    电费及相关价格电费及相关价格电费及相关价格电费及相关价格    数量数量数量数量    金额金额金额金额    

6A / 380V <3KW 800.00   

10A / 380V <5KW 1150.00   

16A / 380V <8KW 1550.00   

20A / 380V <10KW 1800.00   

25A / 380V <13KW 2000.00   

32A / 380V <16KW 2500.00   

40A / 380V <20KW 3000.00   

50A / 380V <25KW 3900.00   

63A / 380V <30KW 4800.00   

100A / 380V <50KW 7500.00 
.00 

  

125A/380V <63KW 9500.00   

160A/380V <80KW 11500.00   

结构吊点 1200.00   

电箱租用（30A以下电箱） 280.00   

电箱租用（63A以下电箱） 350.00   

电箱租用（63A以上电箱） 500.00   

电箱押金 500.00   

≤72㎡ 5000.00   
施工押金 

＞72㎡ 10000.00   

合计金额合计金额合计金额合计金额    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                    万万万万                    仟仟仟仟                    佰佰佰佰                    拾元整拾元整拾元整拾元整    ￥ 

收款单位收款单位收款单位收款单位：：：：广州广州广州广州晶诚展览晶诚展览晶诚展览晶诚展览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 

帐帐帐帐                号号号号：：：：0324 0141 7000 15930324 0141 7000 15930324 0141 7000 15930324 0141 7000 1593    汇汇汇汇                款款款款    

开户银行开户银行开户银行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    

以上款项必须以公对公以上款项必须以公对公以上款项必须以公对公以上款项必须以公对公

帐户汇入帐户汇入帐户汇入帐户汇入，，，，不得以私人帐不得以私人帐不得以私人帐不得以私人帐

户汇入我司帐户户汇入我司帐户户汇入我司帐户户汇入我司帐户，，，，否则无否则无否则无否则无

法提供发票法提供发票法提供发票法提供发票。。。。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111....    以上项目租赁形式按一个展期计算以上项目租赁形式按一个展期计算以上项目租赁形式按一个展期计算以上项目租赁形式按一个展期计算，，，，每天按每天按每天按每天按 9999 小时标准供电小时标准供电小时标准供电小时标准供电。。。。    
2222....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机械机械机械机械用电与用电与用电与用电与展台展台展台展台照明用电必须分开申请并安装照明用电必须分开申请并安装照明用电必须分开申请并安装照明用电必须分开申请并安装，，，，否则不予送电否则不予送电否则不予送电否则不予送电。。。。搭建商须自备带漏保的电箱开关与展馆提供的电搭建商须自备带漏保的电箱开关与展馆提供的电搭建商须自备带漏保的电箱开关与展馆提供的电搭建商须自备带漏保的电箱开关与展馆提供的电

源接驳源接驳源接驳源接驳，，，，严禁直接与展馆提供的电箱接驳严禁直接与展馆提供的电箱接驳严禁直接与展馆提供的电箱接驳严禁直接与展馆提供的电箱接驳。。。。自备电箱开关必须与所申报的电量相匹配自备电箱开关必须与所申报的电量相匹配自备电箱开关必须与所申报的电量相匹配自备电箱开关必须与所申报的电量相匹配（（（（不得大于所申请用电量不得大于所申请用电量不得大于所申请用电量不得大于所申请用电量））））。。。。    
3333....超过限期超过限期超过限期超过限期 1111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申请申请申请申请须支付须支付须支付须支付 30%30%30%30%逾期附加逾期附加逾期附加逾期附加费费费费；；；；1111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后及现场申请须加收后及现场申请须加收后及现场申请须加收后及现场申请须加收 50%50%50%50%的逾期附加费的逾期附加费的逾期附加费的逾期附加费。。。。 
4.此表须连同此表须连同此表须连同此表须连同 A8A8A8A8 电力设施位置图一起提交电力设施位置图一起提交电力设施位置图一起提交电力设施位置图一起提交，，，，若未提交位置图若未提交位置图若未提交位置图若未提交位置图，，，，场馆将在适当的位置代为安装场馆将在适当的位置代为安装场馆将在适当的位置代为安装场馆将在适当的位置代为安装，，，，若现场需要调整位置若现场需要调整位置若现场需要调整位置若现场需要调整位置，，，，需缴需缴需缴需缴

纳改动费每个纳改动费每个纳改动费每个纳改动费每个 350350350350 元元元元。。。。 
5.施工押金由特装施工单位交纳，押金只接受对公汇款或支票，现金交押金时需提供公帐，展会结束后（4 月 1-3 日）无息

退回施工单位对公帐户。 
6.6.6.6.取消订单需书面通知取消订单需书面通知取消订单需书面通知取消订单需书面通知，，，，截止日期后取消定单需缴交截止日期后取消定单需缴交截止日期后取消定单需缴交截止日期后取消定单需缴交 30%30%30%30%的取消费的取消费的取消费的取消费，，，，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后不可取消任何定单后不可取消任何定单后不可取消任何定单后不可取消任何定单。。。。    
7.申请结构吊点，必须自备葫芦及钢丝等材料，否则现场不予吊挂。 
8888....    所有申请必须连同款项交齐方为有效所有申请必须连同款项交齐方为有效所有申请必须连同款项交齐方为有效所有申请必须连同款项交齐方为有效。。。。    

    

参展商参展商参展商参展商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盖公章盖公章盖公章盖公章））））                                    展展展展位号位号位号位号                                                                                        

联络人联络人联络人联络人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签署签署签署签署                                                                                                                                            



广州广州广州广州市轩华展览市轩华展览市轩华展览市轩华展览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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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表格表格表格：：：：A8A8A8A8    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020020020020----84228422842284224099409940994099    

电力设施位置图电力设施位置图电力设施位置图电力设施位置图    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22220000日日日日    1404665036140466503614046650361404665036@qq.com@qq.com@qq.com@qq.com    

展位号                                       

    

 

 

 

 

 

 

 

 

 

 

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蓝色圆圈蓝色圆圈蓝色圆圈蓝色圆圈    为展位机械电箱位置为展位机械电箱位置为展位机械电箱位置为展位机械电箱位置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请把展位照明和机械用电请把展位照明和机械用电请把展位照明和机械用电请把展位照明和机械用电电箱位置标于大会平面图上电箱位置标于大会平面图上电箱位置标于大会平面图上电箱位置标于大会平面图上,,,,再附于此表空白框内再附于此表空白框内再附于此表空白框内再附于此表空白框内。 

2. 以上表格连同所申请项目的表格一起提交。 

3. 注意：搭建商须自备带漏保与所申请用电量一致的电箱开关与展馆提供的电源接驳，严禁

直接与展馆提供的电箱接驳。 

4. 电力设施位置将按照提交的位置安装，若未提交位置图，场馆将在适当的位置代为安装，

若现场需要调整位置若现场需要调整位置若现场需要调整位置若现场需要调整位置，，，，需缴纳改动费每个需缴纳改动费每个需缴纳改动费每个需缴纳改动费每个 350350350350 元元元元。。。。 
    

参展商参展商参展商参展商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盖公章盖公章盖公章盖公章））））                                    展展展展位号位号位号位号                                                                                    

联络人联络人联络人联络人        手机号码手机号码手机号码手机号码                                                                            传传传传        真真真真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签署签署签署签署                                                                                                                                                

红色框框红色框框红色框框红色框框    为展位照明电箱位置为展位照明电箱位置为展位照明电箱位置为展位照明电箱位置    

蓝色圆圈蓝色圆圈蓝色圆圈蓝色圆圈    为展位机械电箱位置为展位机械电箱位置为展位机械电箱位置为展位机械电箱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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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表格表格表格：：：：A9A9A9A9        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020020020020----84228422842284224099409940994099    

用气申请表用气申请表用气申请表用气申请表（（（（视需填回视需填回视需填回视需填回））））    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22220000日日日日    1404665036@qq.com1404665036@qq.com1404665036@qq.com1404665036@qq.com    

展位号                                       单位：人民币元/展期 

项项项项目目目目    

用电规格用电规格用电规格用电规格    
排气量排气量排气量排气量    压力压力压力压力    

单价单价单价单价    

（（（（元元元元////展期展期展期展期））））    
数量数量数量数量    金额金额金额金额    接口管径接口管径接口管径接口管径    

1-5HP 0.08-0.40m
3

/分    8.0BAR 2500.00             

7.5-10HP 0.65-0.9m
3

/分 8.0BAR 4500.00             

15HP 1.20m
3

/分 8.0BAR 6500.00             

合计金额合计金额合计金额合计金额    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                        万万万万                        仟仟仟仟                        佰佰佰佰                    拾拾拾拾                        元整元整元整元整    ￥￥￥￥    

收款单位收款单位收款单位收款单位：：：：广州晶诚展览工程有限公司广州晶诚展览工程有限公司广州晶诚展览工程有限公司广州晶诚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帐帐帐帐                号号号号：：：： 0324 0141 7000 1593 0324 0141 7000 1593 0324 0141 7000 1593 0324 0141 7000 1593 汇汇汇汇                款款款款    

开户银开户银开户银开户银行行行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1. 1. 1. 以上用气为场馆提供的中央供气服务以上用气为场馆提供的中央供气服务以上用气为场馆提供的中央供气服务以上用气为场馆提供的中央供气服务。。。。    

2222．．．．超过限期超过限期超过限期超过限期 1111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申请申请申请申请须支付须支付须支付须支付 30%30%30%30%逾期附加逾期附加逾期附加逾期附加费费费费；；；；1111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后及现场申请须加收日后及现场申请须加收日后及现场申请须加收日后及现场申请须加收 50%50%50%50%的逾期附加费的逾期附加费的逾期附加费的逾期附加费。。。。        

3. 3. 3. 3. 上述报价已含电费及末端安装费上述报价已含电费及末端安装费上述报价已含电费及末端安装费上述报价已含电费及末端安装费，，，，但不包括油但不包括油但不包括油但不包括油、、、、水过滤器水过滤器水过滤器水过滤器。。。。    

4. 4. 4. 4. 所有申请必须连同款项交齐方为有效所有申请必须连同款项交齐方为有效所有申请必须连同款项交齐方为有效所有申请必须连同款项交齐方为有效。。。。    

5.5.5.5.取消订单需书面通知取消订单需书面通知取消订单需书面通知取消订单需书面通知，，，，截止日期后取消定单需缴交截止日期后取消定单需缴交截止日期后取消定单需缴交截止日期后取消定单需缴交 30%30%30%30%的取消费的取消费的取消费的取消费，，，，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后不可取消任何定单日后不可取消任何定单日后不可取消任何定单日后不可取消任何定单。。。。    

    

                

    

 

参展商名称：                                                          （盖公章）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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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十四十四十四、、、、特装垃圾统一处理特装垃圾统一处理特装垃圾统一处理特装垃圾统一处理    

1. 1. 1. 1. 特装垃圾定义特装垃圾定义特装垃圾定义特装垃圾定义：：：：    

特装撤展时所剩下的展位装饰材料，包括特装结构材料、喷绘、地毯及地毯胶、施工工具等废材废料。 

 

2. 2. 2. 2. 特装垃圾管理措施特装垃圾管理措施特装垃圾管理措施特装垃圾管理措施：：：：    

执行统一收费、统一清理的管理原则。 

 

3. 3. 3. 3. 特装垃圾统一管理目的特装垃圾统一管理目的特装垃圾统一管理目的特装垃圾统一管理目的：：：：    

为展商及施工单位解决特装垃圾搬运工作量大、施工人员安排难、车辆调度难的撤展问题。提高展会的撤

展效率，保障撤展组织工作能安全、有序的进行。 

 

4. 4. 4. 4. 特装垃圾处理收费标准特装垃圾处理收费标准特装垃圾处理收费标准特装垃圾处理收费标准：：：：    

特装展位面积特装展位面积特装展位面积特装展位面积    垃圾处理收费价格垃圾处理收费价格垃圾处理收费价格垃圾处理收费价格（（（（元元元元））））    备注 

<36 <36 <36 <36 ㎡㎡㎡㎡    333300.0000.0000.0000.00    

36363636----59 59 59 59 ㎡㎡㎡㎡    444400.0000.0000.0000.00    

60606060----99 99 99 99 ㎡㎡㎡㎡    555500.0000.0000.0000.00    

100100100100----149 149 149 149 ㎡㎡㎡㎡    666600.0000.0000.0000.00    

150150150150----299 299 299 299 ㎡㎡㎡㎡    888800.0000.0000.0000.00    

≥≥≥≥300 300 300 300 ㎡㎡㎡㎡    1010101000.0000.0000.0000.00    

费用于特装报图时由施工单位交至主场承建商处，由

主场承建商代收后统一交至相关负责单位。 

施工单位于开展第二天赁收据或汇款底单复印件到主

场现场服务台换领发票，抬头按付款单位名称开具展会服

务发票。 

 

    

5.5.5.5.特装垃圾特装垃圾特装垃圾特装垃圾统一统一统一统一处理流程处理流程处理流程处理流程：：：：    

 

 

 

 

 

 

 

 

 

 

 

 

 

 

 

 

6666．．．．特装垃圾处理与服务特装垃圾处理与服务特装垃圾处理与服务特装垃圾处理与服务：：：：    

未按展会规定撤展时间拆除的展位大会将组织人员进行强行拆除，按照展位面积每平方 200 元的标准收取

拆卸和清运费，双层展位按照双层计算面积。需回运的特装材料必须安排人员和车辆运离场馆，不得堆放

于场馆内外通道（包括楼梯间及西面卸货区）、会展南三路、凤浦路及场馆围边马路上，如有发现 3000元/

次进行处罚，相关罚款在押金中扣除。并且不得在场馆规定范围内对特装材料进行敲碎处理。 

施工单位拆除展位结构，需要的运走，不要的放于展位上 

 

3 月 9日 20：00 – 3 月 10日 2：30，共计 6.5 小时 

展馆撤展规定时间截止后，施工单位必须

全部离场，等待统一处理剩余的特装垃

圾；如展位结构未拆倒放于展位的，大会

将按照强拆流程执行 

 

施工单位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内安排人员

车辆运离需要的特装材料 

 

不需要的材料 需要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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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五五五五、、、、展览品运输服务委托授权书展览品运输服务委托授权书展览品运输服务委托授权书展览品运输服务委托授权书    

    
                                                    （参展企业名称） 

    楼    号馆        展位号 

我司现委托广州市定胜装卸服务有限公司作为第六届迪培思第六届迪培思第六届迪培思第六届迪培思（（（（春季春季春季春季））））广州国际广告标识展广州国际广告标识展广州国际广告标识展广州国际广告标识展    

2012012012015555 迪培思广州国际迪培思广州国际迪培思广州国际迪培思广州国际 LEDLEDLEDLED 屏显技术展览会屏显技术展览会屏显技术展览会屏显技术展览会现场搬运代理，所需的服务为：（请打√） 

1、 市内提货服务：                                                              (   )                                               

2、现场代收货服务：                                                           (   ) 

3. 展品装卸服务：                                                             (   ) 

展馆装卸区到展位及第一次设备定位(不包设备组装)撤馆打好包的设备搬运到装卸区并装车. 

5、展品直通车服务：                                                           (   ) 

注明：我公司可提供展品来回程门到门服务，撤馆回程托运报务，有关展品的回程托运费用， 

按现场报价。 

6, 展品预计到达装卸区日期:          年     月     日  (  □ 上午   □ 下午 请打勾“√”) 

7、此委托书请如实填写并加盖公章回传我司。     

**请提供展品情况（必填）：     总体积 ：     立方米  总件数：    件  总重量：     公斤 

箱号 包装种类 品 名 长 宽 高 重  量 备  注 

        

        

        

        

        

        

 

委托公司（签字盖章）： 

委托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时间：        年     月    日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A10A10A10A10        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020020020020----88889239964923996492399649239964    

展品展品展品展品装卸装卸装卸装卸预约表预约表预约表预约表    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2222月月月月29292929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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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六六六六、、、、酒店住宿酒店住宿酒店住宿酒店住宿    

展会向广大参展商推荐如下的酒店，通过向主办方申请，（广州市轩华展览有限公司广州市轩华展览有限公司广州市轩华展览有限公司广州市轩华展览有限公司，，，，谢谢谢谢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020020020020----89661836896618368966183689661836 分机分机分机分机 814814814814））））您可以享受到如下各酒店的优惠价格。 

    

酒店名称酒店名称酒店名称酒店名称    房间类型房间类型房间类型房间类型    门市价门市价门市价门市价    优惠价优惠价优惠价优惠价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联系方式联系方式    

1680 元/晚 750元/晚（含单早） 广州阳光酒店广州阳光酒店广州阳光酒店广州阳光酒店    

★★★★★★★★★★★★★★★★★★★★    

黄埔大道中黄埔大道中黄埔大道中黄埔大道中 199199199199 号号号号    

高级客房 
1680 元/晚 850元/晚（含双早） 

soluxehotelgz.com 

含早，免费上网，免费酒

店恒温泳池与健身设施 

特价单/双人房 1088 元/晚 340 元/晚 

高级单/双人房 1088 元/晚 418 元/晚 

豪华单/双人房 1638 元/晚 468 元/晚 

豪华行政单/双房 1888 元/晚 588 元/晚 

凯荣都国际酒店凯荣都国际酒店凯荣都国际酒店凯荣都国际酒店★★★★★★★★

★★★★★★★★★★★★    

海珠区石榴岗路海珠区石榴岗路海珠区石榴岗路海珠区石榴岗路 3333 号号号号    

豪华行政套房 2388 元/晚 880 元/晚 

www.krdhotel.com 

不含早，免费上网，早晚

免费接送琶洲展馆，中西

自助早餐为 38 元/份 

豪华商务房 798 元/晚 360 元/晚 

行政房 898 元/晚 410 元/晚 

高级行政房 988 元/晚 450 元/晚 

        华金盾大酒店华金盾大酒店华金盾大酒店华金盾大酒店★★★★★★★★

★★★★★★★★    

天河区中山大道中天河区中山大道中天河区中山大道中天河区中山大道中

368368368368 号号号号    豪华套房 1148 元/晚 800 元/晚 

wakingtown-hotel.com 

含早，免费上网，早晚接

送琶洲展馆，客房免费国

内长途、市话任意打 

豪华双人房 478 元/晚 318 元/晚 

豪华大床房 478 元/晚 318 元/晚 

广商酒店广商酒店广商酒店广商酒店    

★★★★★★★★★★★★    

海珠区赤沙路海珠区赤沙路海珠区赤沙路海珠区赤沙路 21212121 号号号号    豪华套房 788 元/晚 538 元/晚 

gsbusiness-hotel.com 

不含早，免费上网免费使

用篮球场（团体除外） 

商务双人房(无窗) 480 元/晚 248 元/晚 

商务大床房(无窗) 480 元/晚 248 元/晚 

豪华双人房 680 元/晚 288 元/晚 

广州瀛丰商务酒店广州瀛丰商务酒店广州瀛丰商务酒店广州瀛丰商务酒店    

★★★★★★★★★★★★★★★★    

天河区东天河区东天河区东天河区东圃旭景西圃旭景西圃旭景西圃旭景西路路路路

假假假假日日日日新街新街新街新街    豪华三人房 780 元/晚 398 元/晚 

www.yfhotels.com 

含早餐，展会期间有车接

送，部分房间配有液晶电

脑，免费无线 WIFI宽带 

舒适大床房 318 元/晚 218 元/晚 

舒适双床房 338 元/晚 238 元/晚 

标准双床房 388 元/晚 288 元/晚 

豪华双床房 438 元/晚 318 元/晚 

    广州广州广州广州湘湘湘湘天大酒店天大酒店天大酒店天大酒店    

        海珠区江海大道中海珠区江海大道中海珠区江海大道中海珠区江海大道中

2222 号号号号    

标准三人房 468 元/晚 338 元/晚 

不含早、有车接送 ，早餐

10 元/份，免费宽带和无线

WIFI上网、免费国内长途

市话 

豪华房（单床/双床） 460 元/晚 438 元/晚 

商务房 525 元/晚 465 元/晚 

商务套房 600 元/晚 546 元/晚 

广州江广州江广州江广州江韵韵韵韵大酒店大酒店大酒店大酒店★★★★★★★★

★★★★★★★★    天河区天河区天河区天河区棠棠棠棠安路安路安路安路

121121121121 号号号号    
行政套房 800 元/晚 726 元/晚 

www.jyhotel.net 

含双早，10 间房成团可享

受团体价，且展会期间有

车接送 

中式高级房 1180 元/晚 498 元/晚 

欧式高级房 1280 元/晚 518 元/晚 

中式豪华房 1380 元/晚 538 元/晚 

欧式豪华房 1480 元/晚 568 元/晚 

家庭房 1580 元/晚 598 元/晚 

广州市广州市广州市广州市克莱顿克莱顿克莱顿克莱顿酒店酒店酒店酒店★★★★

★★★★★★★★★★★★★★★★天河区天河区天河区天河区员村员村员村员村

椰林椰林椰林椰林路路路路 9999 号号号号    

行政套房 1880 元/晚 880 元/晚 

www.gzclayton.com 

含单早，免费宽频/无线上

网，有车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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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房回执单订房回执单订房回执单订房回执单 

展会主办方填写展会主办方填写展会主办方填写展会主办方填写 For Organizer For Organizer For Organizer For Organizer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广州市轩华展览有限公司 
发件人

Addressor 
谢小姐 

公司电话 Tel 020-89661836 转 814 公司传真 Fax 020-38023815 

 

客户填写订房资料客户填写订房资料客户填写订房资料客户填写订房资料 Customer D Customer D Customer D Customer Detailsetailsetailsetails    

单位名称 Company Name     

展台号 Booth No.     

客人姓名 Customer Name  

身份证/护照号码  ID 

Card No./Passport No. 
 

客人联系方式 Contact  

传真号码 Fax  

酒店名称 HotelName  

预定时间 

Reserving Time 
 

房间类型 Room Type  

抵达日期 Check in Date  

离店日期Check out Date  

房间数量            

Room Quantities 
 

房间价 Room Price  

付款方式 Payment Terms  

备注 Remarks  

客户签章 Signature  

                                        

    

        酒店回复确认酒店回复确认酒店回复确认酒店回复确认（（（（酒店填写酒店填写酒店填写酒店填写））））Hotel Conformation(By Hotel)Hotel Conformation(By Hotel)Hotel Conformation(By Hotel)Hotel Conformation(By Hotel)    

确认人 Confirmed by   时间 Date   

酒店电话 Hotel Tel   联系人 Contact   

酒店签章 Hotel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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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七七七七、、、、温馨提示温馨提示温馨提示温馨提示    

    

防盗防盗防盗防盗    

展商务必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如手提电脑、手机、包袋等）特别是开幕式当天，凡携带手

提电脑的展商务必向展馆商务中心申请手提电脑锁, 费用全免，仅需缴纳押金人民币￥100 元，展会结束

后即可退还。  

租赁租赁租赁租赁    

请参展单位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前做好展前所有展具预租工作，避免现场租赁加收 50%价格及安装

时间延迟，对您的布展造成影响。  

商务中商务中商务中商务中心心心心    

1号展厅报到大厅设有商务中心，提供电话、传真、电传、复印等服务。  

保险保险保险保险    

我们建议展商及代表团办理好个人意外事故保险、财产和展品保险。 

    

主主主主办办办办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广州市广州市广州市广州市轩轩轩轩华展览有限公司华展览有限公司华展览有限公司华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00号保利世贸中心西塔 2208室 

电话：020-38200584  38023852   传真：020-38023815 

一楼        1        号 LED 馆负责人 ：程先生 13580374400/谭先生 13826494996   

一楼        2        号雕刻馆负责人 ：伍先生 13924190993 

二楼 3.4 号喷绘馆负责人 ：梁小姐 13924196993 

三楼 5.6 号标识馆负责人 ：张先生 13622740301/唐先生 18620706616                       

网址：www.dpes.cn  www.chinasignexpo.com  www.chinaledexpo.com            

邮箱：13826494996@139.com 

 

展会主展会主展会主展会主场场场场承建商承建商承建商承建商：：：：广州广州广州广州晶诚展览晶诚展览晶诚展览晶诚展览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金菊路 10 号万宜华轩大厦 3 楼 F 室 

电话 ：86-20-8422 3854        传真：86-20-8422 4099 

一楼 1.2 号负责人 ：简先生 15889978490 

二楼 3.4 号负责人 ：余小姐 18520206129 

三楼 5.6 号负责人 ：何先生 15820280304 

网址 ：www.jc-see.com  邮箱 ：1404665036@qq.com 

    

    

本手册本手册本手册本手册的有关服务项目的有关服务项目的有关服务项目的有关服务项目并并并并不不不不完全完全完全完全包括主包括主包括主包括主办办办办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和和和和主场服务承包商的所有服务主场服务承包商的所有服务主场服务承包商的所有服务主场服务承包商的所有服务。。。。对您对您对您对您的任何的任何的任何的任何要求要求要求要求，，，，我们我们我们我们

会会会会给予给予给予给予及及及及时时时时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并尽并尽并尽并尽可可可可能能能能提提提提供供供供帮助和指导帮助和指导帮助和指导帮助和指导以以以以满足您满足您满足您满足您的的的的要求要求要求要求。。。。主主主主办办办办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将尽将尽将尽将尽量量量量保证本手册保证本手册保证本手册保证本手册的的的的正确性正确性正确性正确性，，，，若若若若有有有有出出出出

现现现现错漏错漏错漏错漏,,,,请请请请多多多多加包加包加包加包涵涵涵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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