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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展前作业核对表 

表格 内容 提交期限 提交窗口 传真 

表 1 特装展位承建商安全责任管理书 4/13 
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程圆凤 

台北捷恩斯企业有限公司－吕静雯 

86-21-62568969 

886-2-27297855 

表 2 特装展位承建商摊位背景墙施工保证书 4/13 台湾电路板协会 TPCA(华东办事处)－曹静 86-512-68074152 

表 3 展位搭建、额外设备租用申请书 4/13 
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程圆凤 

台北捷恩斯企业有限公司－吕静雯 

86-21-62568969 

886-2-27297855 

表 4 电力、水、气、电话、宽带申请表 4/13 
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程圆凤 

台北捷恩斯企业有限公司－吕静雯 

86-21-62568969 

886-2-27297855 

表 5 配电箱/气管/水管/电话线/宽带位置图 4/13 
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程圆凤 

台北捷恩斯企业有限公司－吕静雯 

86-21-62568969 

886-2-27297855 

表 6 搭建两层摊位申请书/责任书 4/13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方强 886-2-26597000 

表 7 搭建两层摊位(建筑师、土木、结构技师)责任书 4/13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方强 886-2-26597000 

表 8 国内货品展馆定位作业申请书 4/13 运展环球物流有限公司－眭杨 86-21-58708719 

表 9 新产品发表会申请表 2/27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黄敬涵 886-2-26597000 

表 10 邀请函、展商识别证申请书 4/13 
台湾电路板协会 TPCA(华东办事处)－曹静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黄敬涵 

86-512-68074152 

886-2-26597000 

备注： 

1. 各类表格详细内容请参阅内文 

2. 大会专刊－参展厂商公司资料，请于 3/30 前回传至 ctex@chancha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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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关业务承办人 
负责项目 联络人 洽办单位 电话 传真 地址 E-mail 

展览总策划 钟宏隆 展昭公司 886-2-26596000*121 886-2-26597000 台北市内湖区港墘路 185 号 3 楼 ctex@chanchao.com.tw 

展会咨询 

李冬玲 TPCA(华东办) 86-512-68074151*702 86-512-68074152 苏州市工业园区嘉瑞巷 8 号乐嘉大厦 718 室 show@pcbshop.org 

方强 展昭公司 
886-2-26596000*153 

86-512-68074151*716 
886-2-26597000 台北市内湖区港墘路 185 号 3 楼 ctex@chanchao.com.tw 

缴交展位费用 

曹静 TPCA(华东办) 86-512-68074151*802 86-512-68074152 苏州市工业园区嘉瑞巷 8 号乐嘉大厦 718 室 holly@pcbshop.org  

黄敬涵 展昭公司 
886-2-26596000*315 

86-512-68074151*715 
886-2-26597000 台北市内湖区港墘路 185 号 3 楼 ctex@chanchao.com.tw 

摊位装修 
程圆凤 捷恩斯(上海) 86-21-68148206 86-21-62568969 上海市长宁区中山西路 1245 弄 2 号科美商务楼 2 楼 C 室 display@zion-x.com 

吕静雯 捷恩斯(台北) 886-2-27290003 886-2-27297855 台北市信义路五段五号台北世贸中心 3A02 室 pattylu@zion-x.com 

电力、水、气、电话、

网络宽带申请 

程圆凤 捷恩斯(上海) 86-21-68148206 86-21-62568969 上海市长宁区中山西路 1245 弄 2 号科美商务楼 2 楼 C 室 display@zion-x.com 

吕静雯 捷恩斯(台北) 886-2-27290003 886-2-27297855 台北市信义路五段五号台北世贸中心 3A02 室 pattylu@zion-x.com 

展品运输、报关 

※国内、国际货 

现场服务连络 

曾婉婷 海湾公司 886-2-27467621*256 886-2-27467622 台北市民生东路五段 165 号 4 楼之 4 exhibition@crownvan.com 

陈智仁 运展(香港) 852-27301868 852-27301878 香港九龙尖沙嘴梳土巴利道 3 号星光行 706-707 室 andy.chan@expotransworld.com 

眭杨 运展(上海) 86-21-58708717*208 86-21-58708719 
上海市青浦区涞港路 181 号国家会展中心办公楼 B

幢 606-607 室 
huskar.xu@expotransworld.com 

展馆现场堆高机 

（叉车）服务 

(大会指定) 

陈智仁 运展(香港) 852-27301868 852-27301878 香港九龙尖沙嘴梳土巴利道 3 号星光行 706-707 室 andy.chan@expotransworld.com 

眭杨 运展(上海) 86-21-58708717*208 86-21-58708719 
上海市青浦区涞港路 181 号国家会展中心办公楼 B

幢 606-607 室 
huskar.xu@expotransworld.com 

新产品发表会申请 黄敬涵 展昭公司 
886-2-26596000*315 

86-512-68074151*716 
886-2-26597000 台北市内湖区港墘路 185 号 3 楼 ctex@chanchao.com.tw 

大会专刊信息输入 

曹静 TPCA(华东办) 86-512-68074151*802 86-512-68074152 苏州市工业园区嘉瑞巷 8 号乐嘉大厦 718 室 holly@pcbshop.org   

黄敬涵 展昭公司 
886-2-26596000*315 

86-512-68074151*716 
886-2-26597000 台北市内湖区港墘路 185 号 3 楼 ctex@chanchao.com.tw 

邀请函与参展证 

索取 

曹静 TPCA(华东办) 86-512-68074151*802 86-512-68074152 苏州市工业园区嘉瑞巷 8 号乐嘉大厦 718 室 holly@pcbshop.org    

黄敬涵 展昭公司 
886-2-26596000*122 

86-512-68074151*315 
886-2-26597000 台北市内湖区港墘路 185 号 3 楼 ctex@chanchao.com.tw 

展览研讨会 纪章军 TPCA(华东办) 86-512-68074151*708 86-512-68074152 苏州市工业园区嘉瑞巷 8 号乐嘉大厦 718 室 justin@pcbshop.org 

高尔夫球赛 陈晶晶 TPCA(华东办) 86-512-68074151*713 86-512-68074152 苏州市工业园区嘉瑞巷 8 号乐嘉大厦 718 室 zoey@pcbshop.org 

mailto:show@pcbshop.org
mailto:show@pcbshop.org
mailto:exhibition@crownvan.com
mailto:andy.chan@expotransworld.com
mailto:andy.chan@expotransworld.com
mailto:show@pcbshop.org
mailto:show@pcbsho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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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展览信息概况 
 

3.1 展览名称 

2018 华东电路板暨表面贴装展览会（CTEX 2018） 

3.2 展览地点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苏州工业园区现代大道博览广场、金鸡湖边） 

3.3 展览日期及时间 

开幕典礼：5/16（三）上午 9：30 

展览开放时间：5/16（三）~ 5/17（四）09：30~17：00 

                   5/18（五）09：30~16：30 

※全天开放专业人士免费参观，唯须先以名片至服务台换取参观证。 

※未满十六周岁人士禁止入场。 

3.4 主办单位 

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 

3.5 协办单位 

台湾电路板协会（TPCA） 

3.6 支持单位 

华东 PCB 联谊会、华南 PCB 联谊会 

3.7 办理单位 

*台湾电路板协会 TPCA(华东办事处) *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T：86-512-68074151 #702、802 

F：86-512-68074152 

T：886-2-26596000 #121、153 

   86-512-68074151 #715、716 

F：886-2-26597000 

苏州市工业园区嘉瑞巷 8 号乐嘉大厦 718 室 台北市内湖区港墘路 185 号 3 楼 

连络人：李冬玲小姐、曹静小姐 

show@pcbshop.org 

holly@pcbshop.org 

 

连络人：方强先生、黄姝嫥小姐、黄敬涵小姐 

ctex@chanchao.com.tw 

*台湾电路板协会 TPCA(华南办事处) 

T：86-755-27669617 #804 

深圳市宝安 74 区怡园路 5173 号润丰源大厦 

A 座 B-203 室 

连络人：曾喜键先生 

paul@pcbshop.org 

*海峡广告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香港讯通展览公司 

 

 

 

mailto:show@pcbsho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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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展品进出场日期及时间 

a.布展时间：5/13(日)至 5/15(二) 09：00~17：00 

b.撤馆时间：5/18(五) 16：30~20：00 ; 5/19(六) 09：00~16：00 

3.9 开展时参展厂商进场时间 

5/16(三)~18(五)每日 08：30 配戴参展证准时进场。基于安全的考虑，参展厂商若需 

于规定的时间外进入或停留展场，须事先取得主办单位同意，参展厂商必须事先申请 

参展厂商识别证。 

3.10 展览会电子平台讯息 

官网：www.circuitex.com  微信：PCB 资讯家(微信号:TPCA_PCB) 

3.11 摊位、水、电、空压气体承建商 

※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 ※台北捷恩斯企业有限公司 

T：86-21-68148206 

F：86-21-62568969 

T：886-2-27290003 

F：886-2-27297855 

上海市长宁区中山西路 1245 弄 2 号科美商务楼 2 楼 C 座 台北市信义路五段五号台北世贸中心 3A02 室 

连络人：程圆凤小姐 连络人：吕静雯小姐 

display@zion-x.com pattylu@zion-x.com 

3.12 展品运输、报关 

 国内、国际货、转展货、现场服务连络 

※香港－运展环球物流有限公司 

T：852-27301868  

F：852-27301878 

香港九龙尖沙嘴梳土巴利道 3 号星光行 

706-707 室 

连络人：陈智仁先生

andy.chan@expotransworld.com 

※台湾－海湾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T：886-2-27467621 

F：886-2-27467622 

台北市民生东路五段 165 号 4 楼之 4 

连络人：曾婉婷小姐(分机 256) 

exhibition@crownvan.com 

※上海－运展环球物流有限公司 

T：86-21-58708717 

F：86-21-58708719 

上海市青浦区涞港路 181 号国家会展中心办

公楼 B 幢 606-607 室 

连络人：眭杨先生(分机 208) 

huskar.xu@expotransworld.com 

 

 

 

 

 

 

http://www.circuitex.com/
mailto:andy.chan@expotransworld.com
mailto:exhibition@crownv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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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展馆现场堆高机（叉车）服务 

※香港－运展环球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运展环球物流有限公司 

T：852-27301868    

F：852-27301878 

T：86-21-58708717  

F：86-21-58708719 

香港九龙尖沙嘴梳土巴利道 3 号星光行

706-707 室 

上海市青浦区涞港路 181 号国家会展中心

办公楼 B 幢 606-607 室 

连络人：陈智仁先生

andy.chan@expotransworld.com 

连络人：眭杨先生(分机 208) 

huskar.xu@expotransworld.com 

 
注：现场堆高机服务仅适用下列条件 

1.展商自行运送展品到达展馆 

2.已课税展品，展商必须提供正本之海关课税证明 

 

3.14 大会推荐特装协力商 

 

※基装大会指定厂商及特装推荐厂商－  

      捷恩斯（上海）电话：+86-21-68148206 程圆凤 

      捷恩斯（台北）电话：+886-2-27290003 吕静雯 

 

3.15 活动概览表  
日期 时间 项目 地点 

5 月 13 日 (星期日) 09：00－17：00 进馆布展 展览馆 

5 月 14 日 (星期一) 09：00－17：00 进馆布展 展览馆 

5 月 15 日 (星期二) 
09：00－17：00 进馆布展 展览馆 

全天 高尔夫联谊赛 三阳球场(待定) 

5 月 16 日 (星期三) 

09：30－10：00 开幕典礼 展馆外厅 

09：30－17：00 展览会 展览馆 

11：00－16：10 技术研讨会 各会议室 

10：00－16：00 新产品发表会 NPI ROOM 

5 月 17 日 (星期四) 

09：30－17：00 展览会 展览馆 

09：30－16：10 技术研讨会 各会议室 

10：00－16：00 新产品发表会 NPI ROOM 

5 月 18 日 (星期五) 

09：30－16：30 展览会 展览馆 

09：00－16：30 技术研讨会 各会议室 

10：00－16：00 新产品发表会 NPI ROOM 

16：30－20：00 撤馆 展览馆 

  5 月 19 日 (星期六) 09：00－16：00 撤馆 展览馆 

mailto:andy.chan@expotrans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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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展览馆结构、展厅管理规定与位置图 
4.1 展览馆结构 

a.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地址－苏州工业园区现代大道博览广场；展馆高度：10.5 米 

电话：86-512-62805041 ; 网址：www.suzhouexpo.com 

b.地面负重：5 吨/平米，若展品有操作振动的机械机构，地面负重能力按减少 50%计算 

c.展品入口：展馆北侧 2 个固定信道，宽度 6 米宽、高度 4 米 

d.摊位装潢高度：标准摊位高度 2.5 米、特殊装潢限高 6 米 

e.供电方式：三相五线制，动力电源 380V、照明电源 220V、中央供气系统、50HZ 

f.消防系统：有烟感报警、自动喷淋、便携式灭火器 

g.保安系统：中央监控、传感报警 

h.展品运输：货车禁止进入苏州市区及工业园区现代大道范围 

（请走苏虹路—华池街—博览中心，参照手册第 29 页 9.4） 

4.2 展厅管理规定 

a.布展和撤展期间，货物装卸只可在展览馆货物装卸货区进行。 

b.展览馆不接受任何运抵货物，一切托运之物品都由参展厂商自行负责。 

c.参展厂商不得在设有消防及公用设施的地方搭建隔离物以及堆放任何物品。 

d.展览期间展品一律不许进出展馆，若有特殊情况需经承办单位同意盖章认可。 

e.展厅内全面禁止吸烟。 

f.未经主办单位及展览中心核准，禁止在馆内摄影及摄像。 

g.布展、撤展及展览期间，所以人员需配戴承办单位核准的识别证进出馆内。 

h.请参展商及所有工作人员随身携带自身物品，对于公司展品须投保产险、窃盗险等，

并派员在展位上照料。展览馆与主办/承办单位对参展厂商之财产提供合理之保安服务 

，但若于展览期间有财物损坏、遭窃等情况，依据国际展览惯例恕不负赔偿责任。 

i.参展商所属之装潢承建商，应于进场布展前缴交下列费用给「主场搭建上海捷恩斯」： 

￭ 光地展位保证金－100 m2 以内为 RMB 5000 元/展商/展期；100~300 m2RMB 

10000 元/展商/展期；300~500 m2 为 RMB 20000 元/展商/展期；500 m2 以上

为 RMB 30000 元/展商/展期 

       （待展会结束后的 45 个工作日内，确认没有损坏展馆设施并将装潢材料清理完成后 

         按原账户退回保证金） 

￭ 光地展位(特装)管理费－RMB17 元/平方米/展期，即 RMB 153/每摊位 9m2/展期      

￭ 光地展位(特装)电力检测费－RMB 300/家 

￭ 布展证 10 元/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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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针对光地展位(特装)搭建进场手续，向主场搭建-捷恩斯缴交(分为纸质邮寄及 Email、

现场备查)文件：可参考《附件一》之「光地展台搭建进场手续」 

  ￭ 缴交文件包括： 

    ￭ 相关装潢电子文件图纸 (含施工平面图、彩色效果图、电路图、使用材料说明等) 

  ￭ 其它审图环节提交文件：以下六项皆需加盖搭建公司公章    

    (1)营业执照         (2)展会安全员授权委托书、身份证  (3)光地搭建登记表  

    (4)搭建安全承诺书   (5)电工资质  

      (6)展商委托搭建公司搭建的委托合同/协议复印件(合同金额可以隐去) 

  ￭ 缴交文件方式：以下皆需要 

    ￭ E-mail 邮件至 tpcasu@pcbshop.org 及 display@zion-x.com 

  ￭ 纸质邮寄：上海捷恩斯 CTEX2018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中山西路 1245 弄 2 号科美商务楼 2 楼 C 座 (上海捷恩斯) 

    收件人：程圆凤 电话:021-68148206 请注明: CTEX2018 装潢文件 

  ￭ 所有文件请带至现场(5/13-19)备查 

￭ 注意事项： 

   *审图检核截止时间请于 4 月 13 日前缴交 

   *相关费用及规范请参考「表一」及「附件一」 

   *每个光地展位，搭建商或展商需配一名安全员，并需签署安全员授权委托书(需加

盖公章)。 

   *依照展馆施工安全规定，所有人员于进出场时间内进入展厅均须配戴安全帽。 

   *以上相关表格请参考「附件一」或上官网 www.circuitex.com 下载。 

k.其它相关规定，请参照附件二＜苏州国际博览中心装潢作业一般规定＞。 

   

 
 
 
 
 
 
 
 
 
 
 
 
 
 
 

mailto:至tpcasu@pcbshop.org
mailto:display@zion-x.com
http://www.circuit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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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交通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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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参展规定事项 
以下所列之参展规定事项是基于保护所有参展厂商所制定。参展厂商及指定代理商或承包商

必须详细阅读明列在参展手册及展览申请表格中的所有规定事项。 

5.1 未使用之摊位 

参展厂商若无法使用承租的面积，将无法取消合约或退款。所有展示系统、仪器及产品

必须于 5/15 15：00 前完成安装，未使用的面积，承办单位可基于维持现场整齐美观之

目的，予以收回。若需取消承租摊位而无预先告知承办单位，将失去未来承租摊位之优

先权。 

5.2 摊位出租、转卖 

参展厂商不可指定、出租或转卖部份或全部承租之摊位面积。 

5.3 参展厂商责任 

参展厂商若因摊位施工不当导致对展场设施或邻近展品之损害，将负完全赔偿责任。禁

止使用油漆、粘胶及烤漆等于展场之墙面、柱子及地板。倘若展览馆之任何部份被损毁

导致参展厂商未能部份或全程展出，又或由于罢工、天灾或主办单位无法控制的因素导

致展览无法部份或全程展出，参展商不得要求主办及承办单位赔偿。 

5.4 机器设备展出注意事项 

a. 妥善安全地架设展示仪器，并应置于适当位置不得影响走道人潮或参观者安全。 

b. 因示范、操作展品而产生烟雾、废气、灰尘、恶臭及刺激性气体与挥发性有机化学溶 

剂污染等，须自备污染处理设备，立即妥善处理，不得影响附近摊位及现场展出，此

项展出并须获得承办单位之许可。 

c. 禁止罐装气体及焊接行为于现场展示。 

d. 为确保贵重设备于进馆或撤馆时，不受任何人为因素所损坏；承办单位建议展商摆放

时请自展位外缘退缩 30 公分以上。 

5.5 展示活动范围 

a. 参展厂商展示活动不可严重阻碍走道或妨碍邻近摊位出入。 

b. 解说人员、各类制造效果之装置、表演人员、魔术师等进行之解说或展示活动，禁止

于走道上进行，展出品及展示活动仅能于摊位范围内展示或进行且禁止妨碍走道畅通。 

c. 展览会场内，严禁厂商持活动式广告牌或标志行走于展览会场内进行展示活动。（主办

单位活动除外） 

5.6 展场地面承载重量 

展览馆地面承载重量为 5 吨/每平方米，若所展出设备重量超出此限，请事先与承办单位

连络。 

5.7 识别证管理 

展览期间参展厂商可于 5/16~18 每日上午 08：30 配戴参展识别证进入展馆准备以及展

览结束后 30 分钟内（17：30）离开。基于安全考虑，参展厂商若需于规定时间外进入

或停留展场，须事先取得承办单位同意并依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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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证件假冒参展厂商代表、冒用参展厂商人员识别证、或以其它方法协助未经许可的

人士进入展览场，皆可能使参展厂商及其人员遭到逐出，无法再进入展览场。亦可能使

参展厂商之摊位遭到撤离，并无法根据主办单位之规定办理退费。且参展厂商、其员工、

代表及其它透过参展厂商而进入展览场之人，不得对因此造成之任何损失主张任何权利。 

5.8 噪音 

操作展示品、展示活动所产生各种声音不得超过 85 分贝。若展场内有关噪音引发争议

或抱怨，主办单位有权作裁决并关闭展示的灯光音响设备。 

5.9 禁用气体 

展览现场禁止展示有毒或易燃气体。 

5.10 消防 

a.任何人发现起火情形不管火势大小，皆须立即起动警报系统并使用灭火器灭火。且

尽速搬移邻近之物品。由于展品特性需使用特殊灭火器者，参展厂商需自行安排。 

b.参展装潢材料请以防火材料为第一优先考虑。 

c.禁止将包装材料或目录放置于摊位后方或其它公共区域，除非事先取得主办单位或

承办单位许可。 

d.所有参展厂商所委托之装潢商必须清楚明白摊位区域所属之消防区域，装潢商所装

潢之材料或装饰不得遮掩或封闭消防及水电通行之入口。若因不遵守规定而导致灾

害发生，参展厂商及装潢商必须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e.基于消防安全考虑，走道不可遭到阻塞。 

f.特殊装潢展位设计时，展位顶部不得封闭。 

5.11 拍照/录像 

禁止拍摄其它摊位之展示品及仪器设备。拍摄者若无事先取得特别允许，参展厂商有

权要求中断拍摄行为。展场内及会议中亦禁止录音。只有主办单位之特约摄影及记者

可进行拍照、录音及录像。 

5.12 摊位清洁 

承办单位将安排每天开展前及展览结束后走道地毯之清洁，但不包含个别摊位及展示

品之清洁。参展厂商必须自行保持展期中摊位之清洁。 

5.13 废弃物移除 

a.进、退场期间走道上禁止堆放施工材料及废弃物，且施工之废弃物及包装材料须逐

日清除。参展厂商必须于出场日结束前将包装材料、废弃物及地面上之地毯、胶带

清除完毕并运离现场。逾时清除之废料，主办单位将雇车及工人运出，其费用将由

参展厂商及其成承包商负担。 

b.参展厂商于展览结束后应自行或责成其装潢商将摊位之装潢材料清除完毕，否则将

对该参展厂商课以双倍之清洁费并列入违规厂商名单中。 

5.14 展出期间应注意事项 

a.所有摊位于展览期间均须派员驻守，参展厂商及其职员之活动须限定于个别摊位中。 

b.为加强展场门禁管理以维持展场秩序及安全，参展商务必配戴参展识别证方可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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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架设于摊位四周之扩音设备，拨放方向限朝向摊位内，以免影响邻近摊位之展出权

益。 

d.展出期间各参展商应以招牌或其它方式于摊位明显处标示公司名称及摊位号码。 

e.参展厂商对其展品及装潢材料应自行投保产险、火险、窃盗险、水灾险及公共意外

责任险，展览期间（包括展前布置及展后拆除期间）如有任何人员伤亡或财务损失，

应自负一切责任。 

f.有仿冒之产品禁止在本展场展出。 

5.15 损坏赔偿 

参展厂商或其代理商或承包商造成展场设施之损毁，参展厂商必须连带负赔偿之责任。 

5.16 不可抗拒因素 

展览因任何不可抗拒因素影响如罢工、天灾、疫情、地震、台风、水灾、霾害等而导

致延期、缩短、延长甚至取消展览，主办及承办单位将不负责任何赔偿之责任。 

5.17 争议裁决 

现场有任何问题或争议，主办单位可作最终之裁决。主办单位亦有权修改其较早之决

定以解决任何突发情况，达到对所有参展者共同之利益。 

5.18 禁烟政策 

展览场、会议室及大厅均全面禁烟。 

5.19 参观年龄限制 

为安全考虑，本展会禁止十六周岁以下人士进场参观。 

5.20 抽奖活动/摸彩 

公开抽奖活动仅止于摊位中进行。 

5.21 窃盗/损害 

a. 若有窃盗及损害情况，应立即向保安及展览管理单位报告。 

b. 主办单位展览管理单位虽对参展厂商之财产提供合理之保安服务，但无任何展览管

理单位、场地单位、保全承包商、主办单位、承办单位、或任何主管、代表及员工

须对此财产负责。因此参展厂商除参展商品运送至展览场途中之保险外，展出期间

及展出品运回期间亦应投保。 

c. 敬请于展览期间（含进出场）投保产险、窃盗险，主办及承办单位对参展厂商于展

览期间财物损坏、遭窃等情况，依据国际展览惯例恕不负赔偿责任。 

5.22 一般保安服务 

主办单位于展览进场、展出及退场期间，皆提供保安服务，但对于因任何因素造成之

任何物品损毁或遗失，保安公司、主办及承办单位不予负责。展览品安全主要仍由参

展厂商负责。请切记，进场及退场期间最易发生窃盗案（尤其是随身提袋及笔记型电

脑)，请务必确保摊位于期间内均有人员在场。 

5.23 修正/一般监督 

所有本规定未定订之展览相关事宜及问题，皆以主办单位决定为准。本规定得由主办

单位随时修订，修订前后之规定对当事各方皆有同等效力。若规定有任何修订或增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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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会以书面方式通知可能影响之参展商。另外，未尽事宜请参照并遵守〝苏州

国际博览中心”相关规定。 

5.24 法律 

主办单位保留所有参展规定权利 

5.25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规定 

根据：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05 号：《大型群众

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苏州市公安局规定相关展览展销活动，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1. 所有展览会特装厂商，在展出前进行电力安全测试，并要求测试单位提交电力使用 

   安全报告给公安管理部门。以便使展览活动安全顺利进行；因安全测试有产生之费用   

   需由装潢承建商或参展商承担：RMB300 元/家特装（特装电力测试费）； 

2. 请特装厂商务必针对每家厂商准备 2 个灭火器（展馆不提供租赁服务，请自行准备或

租赁） 

   以上规定敬请各参展厂商配合执行。如有任何问题，敬请与主办单位咨询。 

5.26 知识产权 

a.严禁展示侵害他人知识产权之产品 

b.为保护知识产权，本展览严禁展示侵害他人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营业秘密等

知识产权之产品。参展厂商如遭他人侵害知识产权，可向苏州工业园区投诉。投诉

举报人应该遵守的规定： 

(1) 有明确的投诉举报对象； 

(2) 投诉举报内容客观、真实，不得捏造或歪曲事实； 

(3) 内容简明扼要，说清事实； 

(4) 投诉举报人如实填写本人真实姓名、联系电话、工作单位、家庭地址，不得留下

虚假信息干扰投诉，举报中心日常工作； 

投诉举报电话：0512-69170000 或 0512-12330 投诉举报 E-MAIL: yd@sipips.org 

苏州市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www.szip.gov.cn 

5.27 安全及保险 

    1. 参展厂商自展品及装潢品运至展场起，至展览结束运离展场止，必须自行投保火险、 

       窃盗险、水渍险及公共意外责任险(包括天然灾害附加险，如台风、地震、洪水、豪 

       雨及其他天然灾害等)；任何展品及装潢品于上述期间在展撤场地遗失或毁损，主办 

       单位不负赔偿责任。  

2. 参展厂商摊位上之设施、物品及展览品在展览期间(包括展前布置及展后拆除期间)

因设置、操作、保养或管理不当或疏忽致其工作人员或第三人遭受伤亡或财物损失，

应由引起伤亡损失事故之参展厂商自负一切赔偿及法律责任；参展厂商及其委托之装

潢商应加强安全防护措施，并需自行投保。  

3. 各展台搭建商必需为其展会布展至撤展期间之所有参与施工人员购买施工人员意外       

保险以及展会相关责任险。                                                              

    

mailto:yd@sipips.org
http://www.szip.gov.cn/


17 

     4. 参展厂商保险建议：  

       ￭ 展品 – 窃盗险、运输险全险(含进退场期间)  

       ￭ 人员 – 施工人员之公司团险、摊位内第三人责任险、车辆驾驶人伤害险、摊位内 

                 之公共意外责任险、参展员工之公司团险。 

       ￭ 车辆 – 财损责任险、第三人意外体商险、驾驶人体伤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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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摊位施工规定说明 
6.1 摊位施工规定 

a. 展馆进退场施工规范，所有人员于进退场期间进出展览馆或施工人员皆需配戴安全

帽，请参展厂商、装潢、运输单位等相关人员务必自行携(配)带安全帽，否则将无法

入馆或施工。 

b. 请所有装潢公司配合改善「装潢材料」与「施工方式」，以减少粉尘污染。 

  如摊位装潢采木作方式，应于事先于展场外施工完成后运往展场组合，禁止在展场内

使用电锯以免造成噪音及污染，并尽量使用壁纸代替油漆之施工方式。  

c. 凡配合各参展厂商之装潢商均须报备承办单位，请参展厂商将表 1－特装展位承建商

安全责任保证书先交由所属装潢承建商填写并盖章，再经参展商确认并盖章后于截止

日前传回指定窗口。 

b. 有鉴于过去参观买主反应，展商装潢采取的封闭式搭建造成参观展览视线不佳，买主

们无法有效拜访许多优质厂家，而导致参观买主采购商机或拜访成效减少。故主办方

经整体考虑，规范参展厂商「避免」采取封闭式装潢而影响买主参观视线，请参展商

及所属装潢公司配合与遵守下列规定： 

1.展位为四面开岛状及三面开半岛状之参展厂商： 

正方形摊位：邻走道边上之背景墙长度不得超过其摊位单边长度之 1/2。 

非正方形摊位：邻走道边上之背景墙较长边的长度不得超过其摊位单边长度之  

 2/3，较短边仍依照正方形摊位规范。 

若因特殊要求需单边背景墙全封者，其设计无遮挡面积不得少于所围整体面积之 

 1/2。 

2.同意以上规定之参展商，需请装潢公司于 4/13 前填写此保证书且将装潢图交审查。

 并于进场装潢施工时缴交每摊位 RMB500 保证金，完成后始可进场施工。若施工完

 成后未违反规定将立即退还保证金，若有违反则没收保证金。(未按时缴交保证书、

 装潢图及保证金者不予进场施工) 

 如同意上述规定，请参展商将表 2－特装展位承建商摊位背景墙施工保证书确认并

 盖章后于截止日前传回指定窗口。 

c. 参展厂商必须告知其指定之装潢承包商，有关摊位施工的规定并确保其承包商遵守以

下规定：参展厂商之摊位装潢承包商必须注意并遵守进、退场时间。因延长进、退场

时间费用非常昂贵，且须由申请之参展厂商及装潢承包商负担。 

d. 本展会所有车辆（除大会指定之堆高机及叉车除外）均不得驶入展馆内，车辆应缴完

押金后由展馆货车等候区等候进场，并于卸货区卸货。 

e. 空地展位或标摊展位需要增加设计需大会承建商代为搭建摊位者，以及需额外申请家

俱租赁，请填写表 3－展位搭建、额外设备租用申请书，并于截止日前传回指定窗口。 

注：额外设备租用图标，请参考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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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依据展馆规定，针对光地展位(特装)搭建进场手续，向主场搭建-捷恩斯缴交(分为纸

质邮寄及 Email、现场备查)文件：可参考《附件一》之「光地展台搭建进场手续」 

  ￭ 缴交文件包括： 

    ￭ 相关装潢电子文件图纸 (含施工平面图、彩色效果图、电路图、使用材料说明等) 

  ￭ 其它审图环节提交文件：以下六项皆需加盖搭建公司公章    

    (1)营业执照         (2)展会安全员授权委托书、身份证  (3)光地搭建登记表  

    (4)搭建安全承诺书   (5)电工资质  

          (6)展商委托搭建公司搭建的委托合同/协议复印件(合同金额可以隐去) 

￭ 请留意参展手册 4.2 展厅管理规定中 j 项之注意事项(第十及十一页) 

g. 应于摊位招牌或其明显位置标示参展公司名称及摊位号码。 

h. 展览大楼为水泥地面，摊位高度搭建以 6 米为限。 

i. 凡超过 2.5 米之装潢背墙、广告招牌及产品标志，其前后左右视线所及部份，均应予

白色油漆或布条加以美化。 

j. 面临走道或相临摊位之隔墙、背墙及招牌背面应予美化，并先与隔邻摊位协调，取得

协议后施工，如违反此项规定主办单位将不供电。 

k. 利用相邻摊位隔墙而未加美化者，将禁止展出。如摊位装潢采木制方式，应事先于展

场外施工完成后运往展场组合，禁止在展场内使用电锯及喷漆，以免噪音及污染。 

6.2 用水、用电、空压气体申请 

a. 所有供排水、电力、空压气体工程「必须」由指定承建商捷恩斯公司执行。 

b. 每条电力仅供一台机器设备使用。电力过度负荷可能会导致跳电，严重跳电可能需要

几小时去修复，导致对其他参展厂商之不便。 

c. 申请照明用电 220v 及展品(设备)用电 380v、特殊用电、用水、用气(展馆为中央供

气)、24 小时用电者及电话、宽带者，均需填写表 4－电力、水、气、电话、宽带申

请表及表 5－配电箱/气管/水管/电话线/宽带位置图，并于截止日前回传指定窗口。 

d. 标准展位追加照明灯具请向指定承建商申请，若属 220V 展品用电，须另行申请电箱，

不得直接以插座接驳，以免影响摊位照明用电失效。净地展商须按实际用电量申请照

明及动力用电配电箱，不允许随意接驳。给排水设施，仅供应水阀不供应水龙头。 

e. 装潢承建商若于进场布展期间须临时用电（220V/10A）请于进场时付费申请。 

f. 展出前一天(5/15)中午 12 时前全面供电(视整馆装潢进度而定)，下午 5 时关闭电源。 

g. 为保护特殊展品之用电安全，如有需要，请参展商自行加装稳压器或不断电系统。 

h. 任何动力用电之电源，仅施工第一次工程（亦即电力配送仅至摊位上之电箱）。自电

箱至机器段，将由厂商自行派请持有上岗证的电力技术人员(具执照之专业电力技师)

或另行报价施工。 

i. 由于空压气体统一由展馆供气，若对于空气湿度有特殊需求者，请自行准备相关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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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两层摊位设计 

a. 摊位面积达 72 平方米以上者，方得申请搭建两层摊位搭建。 

b. 二楼摊位仅限贸易洽谈之用，不得作为储藏室、展品展示间或说明会等用途。 

c. 申请搭建两层摊位者，4/13 前必须提出设计图（包括平面、立体及透视图）予承办

单位及展馆申请核准，并应于申请前询问承办单位有关搭建二层楼之规定。任何申请

搭建二层楼之摊位须附上由合格开业建筑师或土木结构技师，签证之设计图、结构图

及结构计算书（含二楼楼板载重）。建筑师亦应在现场负责监造之责。以上图样必须

置于摊位上供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及展馆之查阅。 

d. 申请搭建两层摊位者，须于截止日前准备下列资料，以传真或扫描件传给承办单位： 

1.搭建两层摊位申请表/责任书，如表 6。 

2.搭建两层摊位（建筑师、土木、结构技师）责任书，如表 7。 

3.经合格开业建筑师或土木、结构技师签证之设计图、结构图及结构计算书（含二楼

楼载重）各一份；设计图须包含平面图、正立面图及侧立面图。 

4.摊位搭建建筑师或土木、结构技师必须具备执照、开业证书及当年相关协会之会员

证明文件，以备特殊情况时提交复印件备查，必需事先传给承办单位。 

5.每人每一事故保额人民币五十万元之意外险及第三责任保险单复印件一份以备核

查，保险期间自 5/13 零时起至出场最后一日(5/19)二十四时止。 

e. 搭建两层摊位必须额外缴纳费用，收费标准以其摊位总价之 50%计算。两层搭建费

用需在 4/30 前电汇至承办单位指定账户，否则不得进场施工。 

f. 签证之建筑师或土木结构技师应负监造之责。 

g. 两层楼高度不得超过 6 米，二楼四周须设置安全护墙，其护墙与其它厂商摊位相连接

之一面，应自相邻界限内向内缩 1 公尺起搭建，且墙板背侧必须美化；如未能内缩，

则须事先取得相邻摊位之参展厂商书面同意书。违反者，展览主办单位有权请合约装

潢商代为美化，所有费用由参展公司负担，不得有任何异议。 

h. 一楼及二楼摊位本体，包括公司招牌、标志等，在临走道之一面，应自摊位外缘向内

缩一米起搭建。 

i. 二楼楼板总面积（含楼梯）不得超过地面摊位面积之 70%，且其总面积不得超过 100

平方米。 

j. 摊位之搭建不得破坏任何展场设施并不得封闭消防设施及水电管线，违者强制拆除。 

k. 本须知如有未尽事宜，依承办单位及展馆解释之。 

6.4 装潢细节 

a. 禁止用钢钉、电钻等固定展示物于地面。任何违反规定发生损坏之费用将由参展厂商

及其合约商负担。 

b. 天花板及管道不得悬挂任何物品，地板、墙柱亦不得固定或张贴任何宣传品，除非预

先得到主办单位及展馆之许可，并缴交相关之费用。 

c. 所有摊位地面需铺设地毯或作适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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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除了岛状摊位，每个摊位皆需搭建本身的背墙。若任何摊位之背墙阻挡到其它摊位合

理之视线，主办单位有权要求变更、修改、降低或缩短背墙。 

e. 若摊位背墙高度超过隔邻较矮的背墙，视线可及之超出部份必需以白色油漆或布条处

理，且隔邻摊位有权使用超出之背墙。 

f. 参展厂商不可展示其公司或 LOGO 于隔邻摊位之背墙或侧墙。任何用作公司名、

LOGO 或美工图案展示之架高结构或广告牌必须离隔邻摊位至少 1.5 米。 

g. 除主办单位许可外，摊位搭建、展品及装饰品（含招牌、旗帜、盆栽、投射灯等）之

布置，不得超出摊位地面基线及垂直空间以外的范围。 

h. 参展厂商及其承包商必须通知或咨询指定电力承包商，若参展厂商及其承包商未尽告

知责任，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及指定电力承包商将不负任何损失赔偿责任。 

i. 参展厂商之承包商在完成摊位搭建移交给参展厂商前，必须做好摊位之清洁工作。指

定清洁承包商仅负责清理展场之走道地毯。 

j. 苏州博览中心展厅内不允许吊点，请参展商设计展位时考虑好展位支撑结构安全。 

6.5 参展厂商自行指定之摊位装潢承包商 

a. 主办单位乐见各参展商选择本展特约工程承包商之外的装潢承包商。参展厂商必须保

证其承包商适当之行为、工作进度与维护展览场地之完整。并需向主场搭建商-捷恩

斯缴交参展手册第十一页 4.2 之 j 项所示文件。 

b. 进场施工前必须完成缴交「光地展位保证金」（收费标准请详见参展手册第十页 4.2

之 i 项所示） （于退场时待承办单位会同展馆人员完成验收后，待展后 45 个工作日

内退回）以及「特装管理费」RMB153/摊位 (即 RMB17/每平方米) 、特装电力测试

费 RMB300/家、布展证申请 RMB 10/张后，方可进场施工。 

c. 所有装潢承包商必须恪遵主办单位及苏州博览中心相关规定。（请详见〖附件二〗苏

州国际博览中心装潢作业一般规定以及〖附件三〗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场馆管理制度相

关规范） 

6.6 装潢拆卸规定 

a. 施工废料及包装材料应立即清除，不得置于走道，妨碍交通与安全。 

b. 严禁将剩余之油漆倾倒入厕所洗面台及马桶。违反此规定，因此必须清洁之费用由参

展厂商及装潢承包商负担。 

c. 逾时清除之废料由参展厂商及装潢承建商负责完全清除，费用由参展厂商及违规承包

商负担。 

6.7 规定违反 

参展商或承建商如违反上述规定，主办单位将保留拒绝退还摊位押金之权利，不得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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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标准展位说明 
7.1 租用标准展位(表 3) 

所有标准展台的设计、搭建及装修工作均划一由指定承建商(捷恩斯)负责。捷恩斯不会主

动到各展位询问厂商是否要租赁家具，请参展商在现场不要直接在摊位上与他人承租， 

请需要追加家具的厂商至捷恩斯服务柜台，以免造成不必要损失。承建商将因应参展商

之展位数量而提出不同的设计及设施。主办单位有权在展览会开幕前更改所提供的设施。 

标摊展商请于年 2018 年 4 月 13 日之前把填妥之招牌(楣板)资料交回指定承建商。如于

截止日期后承办单位尚未收到该表格，则以展览会申请表内所填写之公司名称为准 (如

没有中文名字则标示英文)。 

标摊展商不得擅自改动展台结构或拆卸展台的任何部份。参展商如有特别需要，如加减

设施、更改设施位置等，均必须把有关要求于年 2018 年 4 月 30 日之前知会指定搭建商。

若于上述限期前仍未收到有关更改展位设备的要求，指定承建商将假设参展商接纳原本

的展位设计图并将随之搭建展位。所有没有使用的设备将保留不退款之权利。 
7.2 标准展位规定 

1. 非主办单位供应的设施或其它额外设备(未经大会同意)不得装嵌在标准展台结构物料

上。 

2. 任何展品及装饰物品的布置，均不得超出划定的展台界限，包括展位地面基线及垂直

空间外的范围。 

3. 任何装置的高度不得超过 2.5 米，或超出划定的展台界限，包括展位地面基线及垂直

空间外的范围。有关装置包括展品、参展商提供的公司楣板、宣传材料及标记等。 

7.3 额外设施 

参展商如需额外设施(如电话、家俱及影音设备)应联络指定承建商(捷恩斯)。请填妥〝表

3”并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或之前交回捷恩斯。有关申请需先付清租金作实，而所有于

申请截止日期后缴交之申请将加收 30%费用，现场申请加收 50%费用。 

7.4 标准展位内容 

楣板:蓝色贴字（中文公司名或英文公司名及展位号） 

地毯:灰色 背板:白色背板(W-100cm X H-250cm) 

注：颜色若有更改将另行通知 

标准展台基本配备 

 展位面积(平米) 9 平米 18 平米 27 平米 36 平米 

地毯 面积 9 平米 18 平米 27 平米 36 平米 

家俱 
询问台 1 2 3 4 

折椅 2 4 6 8 

电器 
投射灯(100w) 3 6 9 12 

220V/500W 插座一个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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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运输报关申请 
 

A. FREIGHT HANDLING TARIFF - INWARD MOVEMENT 来程费率 
 

1. Basic Services fee 基本服务费– RMB 450.00/exhibitor/consignment/展商/运次 
 

2. Overseas shipment arriving Suzhou via Shanghai port / Airport  
展品从海外至上海口岸转苏州费率 

From free arrival Shanghai port / airport delivery up to stand Suzhou incl. customs 

clearance, assistance with unpacking, repacking, positioning and removal packing 

material. 

展品由上海港口/机场至苏州展台包括海关清查, 协助开箱, 封箱，一次定位及清理包装材料. 

 

■ Sea cargo 海运 – RMB 575.00/cbm/立方米 

Min’ 2 cbm/exhibitor/consignment 最低收费 2 立方米/展商/运次,  

Min’ 23 cbm 立方米/20’ cntr.集装箱,   

Min’ 46 cbm 立方米/40’ cntr. 集装箱,  

Min’ 51 cbm 立方米/40’ HQ cntr. 高箱 

 * Surcharges will be imposed for handling LCL shipments 海运拼箱须加收附加费 
 

■ Air cargo 空运 – RMB 6.65/kg 每公斤,  

Min’ 100kgs/exhibitor/AWB 最低收费 100 公斤/展商/运次 

* On Direct MAWB only 只限航空公司直达主运单, 货代分运单费用另计 

 

3. Custom Data Entry 海关数据输入费–RMB 45.00/cbm/立方米/ 
(Min’ RMB 450/exhibitor/consignment 最低收费 RMB 450.00/展商/运次 
 

4. Freight Transfer from other exhibitions 转展费率 
Collection from customs bonded storage place in Shanghai delivery up to stand Suzhou 

incl. Temporary Import Customs Registration, assistance with unpacking, removal and 

storage of empty cases.  

展品从上海海关保税仓库至苏州展台包括海关临进报关清查, 协助开箱, 一次就位及存放空箱. 

 
 RMB 575.00/cbm/立方米 (Min’2 cbm/exhibitor/consignment 最低收费 2 立方米/展商/

运次) 

 Custom Cover for bonded transportation handling 关封费– RMB 735.00/handling/运次 

 
5. Closing Services / Sold Exhibits 闭馆服务 / 留购展品费率 

Return empty cases to stand Suzhou for re-packing, customs registration of the sold 

goods and deliver to Shanghai customs bonded warehouse excl. customs duties, storage 

fee and application of import permit etc.   

展品自展台协助装箱, 海关清查, 转至上海海关仓库(不包括关税及仓库存储费) 

 

 Sea cargo 海运– RMB 480.00/cbm/立方米 

(Min’ RMB 480.00/exhibitor/consignment 最低收费 RMB 480.00/展商/运次) 

 Air cargo 空运 – RMB 4.80/kg/公斤 

(Min’ RMB 480.00/exhibitor/consignment 最低收费 RMB 480.00/展商/运次) 

 Storage Charges for Sold Exhibits 仓库储存– RMB 8.00/cbm/day/立方米/天 

(Min’ 1cbm/handling 最低收费 1 立方米/展商/天) 

 Warehouse handling 仓库进出费 – RMB 45.00/cbm/time/立方米/运次 

(Min’ 1cbm/handling 最低收费 1 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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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rks 备注 
SOLD exhibits needed to be accepted by Chinese Customs before processing.  
Ineligible for such application should be arranged re-export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留购展品需得到中国海接受可方可办理，不获海关接受办理留购之展品需尽快安排退港手续。 
 
6a. Heavy-lifting Surcharge (for each package over 3000 kgs) 超重附加费 

  每件货物重量如超于 3000 公斤 

■3001 – 5000kgs/公斤   RMB 30.00/100kgs/公斤 

■5001 – 7,000kgs/公斤   RMB 50.00/100kgs/公斤 

■7001 – 10,000kgs/公斤   RMB 70.00/100kgs/公斤 

■Over 10, 001kgs to be quoted upon request 另作报价 

 
6b. Oversized (for each package over 3m (L) x 2.2m (W) x 2.2m (H) 超限度附加费 

Any one of dimension exceeds the above, surcharge of RMB 37.00/cbm will be imposed. 
 每一件货物体积超于 3 米(长) x 2.2 米(宽) x 2.2 米(高), 须征收 RMB 37.00/立方米. 

■1 dimension exceeds the above, the surcharge will be RMB 37.00/cbm/立方米 

■2 dimensions exceed the above, the surcharge will be RMB 74.00/cbm/立方米 

■3 dimensions exceed the above, the surcharge will be RMB 147.00/cbm/立方米 

 
B. Others 其他服务 
a. Translation Of List Of Exhibits  RMB 37.00/page/页 

展品清单翻译费     (Min’ RMB 147.00/exhibitor/consignment) 

(最低收费 RMB 147.00/展商/运次) 

 

b. Container Detention Fee 滞箱费  Per outlay+10% Reimbursement fee 实报实销加 10% 

Hereunder are the today’s rate:- 

Equipment Type Equipment Freetime & Tariff (per Day per Container in RMB) 

 1 – 7 days 8 – 15 days 16 – 20 days 21 days onwards 

20’ Dry Free RMB55.00 RMB150.00 RMB300.00 

40’ Dry Free RMB110.00 RMB300.00 RMB600.00 

40’ High Cube Free RMB120.00 RMB330.00 RMB660.00 

45’ High Cube Free RMB150.00 RMB360.00 RMB720.00 

 1 – 7 days 8 – 15 days 16 days onwards 

20’ Open Top / Flat Rack; 

Open-Side/Open Top; Tank 

Free RMB180.00 RMB360.00 

40’ Open Top / Flat Rack; 

Open-Side/Open Top; Tank 

Free RMB250.00 RMB500.00 

 1 – 4 days 5 – 10 days 11 – 20 days 21 days onwards 

20’ Reefer Free RMB170.00 RMB300.00 RMB600.00 

40’ Reefer Free RMB340.00 RMB600.00 RMB1,200.00 

 

c. Storage Fee Of Bonded warehouse/Terminal 仓储费 

 Sea cargo (LCL)海运(散货拼箱)   RMB 55.00/cbm/立方米/week /星期 

 (Min’1cbm/week) (最低收费 1 立方米 1 星期) 

 Sea cargo (FCL)海运(整箱)  

20 呎集装箱 RMB 125.00/20’cntr/集装箱/day/日,  

40 呎集装箱  RMB 250.00/40’cntr/集装箱/day/日 

 Air Freight 空运 RMB 0.15/kg/公斤/ day/日 

(Min’100 kgs/day) (最低收费 100 公斤/日) 

d. Terminal Handling 码头/机场处理费 

 Sea cargo (LCL)海运(散货拼箱) Per outlay +10% Reimbursement fee 实报实销加 10%  

 Sea cargo (FCL)海运(整箱) Per outlay +10% Reimbursement fee 实报实销加 10%  

 D/O Fee or other terminal charges  Per outlay +10% Reimbursement fee 实报实销加 10% 

   (换单费及其他杂费)   

 Air cargo 空运 Per outlay +10% Reimbursement fee 实报实销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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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eturn / Pick Up Empty Container to depot RMB 1800.00/20’ 集装箱 

 退回/提取空集装箱至上海码头        RMB 2500.00/40’ 集装箱 

 

f. To Store Shipper’s Own Empty Container RMB 2210.00/20’ 集装箱,    

 during the show 存放自备集装箱        RMB 3685.00/40’ 集装箱 

 

g.  Preparation of customs envelope for   RMB 1105.00/exhibitor/consignment,  

freight transfer to / from other exhibition  RMB 1105.00/展商/运次  

申请转关函 

    

h. Quarantine Inspection Handling Service 检疫费   

(carton & wooden packing materials)       RMB 34.00/case(纸板箱/木箱)   

               RMB 800.00/20’ cntr/集装箱   

               RMB 1200.00/40’cntr/集装箱  

 

i. Quarantine Custody Fee 卫检监管费       RMB 30.00/cbm/立方米 

(LCL Only) 只应用于散货拼箱        (最低收费 RMB 600//展商/运次) 

 

j. Arrange Insurance on exhibitor behalf       3.2% of insurance amount. 

代购保险 (if applicable): 

 

k.   Crane Charge 吊机租用      10 tons at RMB 442.00/hour,  

     15 tons at RMB 590.00/hour,  

     20 tons at RMB 737.00/hour 

   ■Min’ 4 hours per order, Public Holiday & Overtime charge double 

 以每四小时为租用单位，假日及加班加倍 

     Over 20 tons to be quoted upon request.  20 吨以上另行报价 

 

l. Empty Storage 空箱存放     RMB 8.00 / cbm / 每天 (最低收费 1 立方米) 

 

m. Vacuum Packing 真空包装     RMB 310.00/cbm/package/立方米/件 

            (Min’2cbm/package 最少 2 立方米)   

Exhibitor provide packing materials   RMB 280.00/cbm/package/立方米/件 

展商提供包装材料       (Min’2cbm/package 最少 2 立方米)  

  

 
C. FREIGHT HANDLING TARIFF - RETURN MOVEMENT 出馆运输服务 

Same as inward movement above with reversed services.与来程收费相同 

SHIPPING SCHEDULE 运货时间表 

 Overseas shipment arriving 展品从海外发运至上海 
Shanghai port (for FCL cargo only) 海运(整箱) 

Shanghai port (for LCL cargo) 海运(散货拼箱) 

Apr. 23
rd

 – Apr. 25
th

, 2018 

Apr. 23
rd

 – Apr. 25
th

, 2018 
 Shanghai airport 空运 Apr. 23

rd
 – Apr. 25

th
, 2018 

■ Please fax us your List of Exhibits and transport order (Form A & B attached) at least 4   

  working days prior to picking up your cargo.  

  展品清单(Form A) 及委托书(Form B) 必须在货到前 4 个工作天传真到我司办事处。 

■ Cargo arriving after our deadlines will incur a 30% late arrival surcharge. Cargo arriving  

  earlier than the specified dates above will incur storage fee.   

  所有展品必须按上述运货时间表抵达. 晚于截止日期会加收 30%的晚到附加费，且不保证送货  

  至展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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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MPORTANT NOTES (重要事项) 
 Shipment re-exported from Shanghai port/air port may take at least 21 days of Customs 

formalities.  
 退港回运需时约 21 天。 
 All arrival Port/Airport terminal charges will charge per outlay cost plus 10% re-imbursement fee. 
 机场/港口费用将以实报实销另加 10%代支费用收取。 
 The volume / weight ratio for air cargo is 6:1 (i.e. 1 cbm = 166.7 kgs).  The chargeable weight is 

based on the volume weight or actual weight whichever yields the greater 
 当计算轻件空运展品费用，将按比例(1000 公斤 : 6 立方米)收费，而将不按其实重计算。 
 All cargo must be sent with Freight Prepaid for inward movement.  10% surcharge will be 

imposed for any shipment sent with Freight Collect 
 所有展品应采用运费预付发货，运费到付会征收 10%附如费。 
 Tariff prices are based on exhibits delivered to ground floor only, and a 20% surcharge will be 

levied for delivery to the upper floor 
 以上费用只限地下一层操作, 如需上落到其它层数, 费率将按原价进馆及现场费用增收 30% 
 Unpacked cargo – there will be a 20% surcharge for handling unpacked cargo 
 如需开箱，将按原价进馆或现场费用增收 20% 
 Dangerous goods – 100% surcharge for handling dangerous cargo for inbound/outbound. 
 任何危险货品则需另加收额外 100%来程/回程附加费。 
 Please note that our freight charges do not include insurance coverage and all work is undertaken 

by Expotransworld at owner’s risk. Exhibitors are suggested to arrange proper round-trip 
all-risks insurance for their exhibits (including exhibition period).  For routing of shipments, it is 
advisable to cover insurance both by air and surface (sea / rail), as there is a possibility of 
returning exhibits back to the country of origin by either way.  Exhibitors should also bring a copy 
of the insurance policy to China.  It will be useful in case exhibitors require claiming for damage 
or loss in China. Please kindly note that Expotransworld Ltd. is only covered our own liabilities at 
owner’s risk. For full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standard trading conditions of Company. 

上述所有费用并没包含保险，展商应自行购买全程运输保险(包括展会期间) 。建议已购买保险之展商随身

携同有效之文件以防展品于国内受到破损或遗失时有所保障。我司所有与展商的商业活动都依照于运展物

流有限公司的营业条款为基础。(如展商需要，可随时向我司索取有关资料参阅)。 

 VAT is applicable if invoices are to be paid in mainland China. 

如于国内付款需另缴付国内增值税。 
 It is requested companies requiring assembling or lifting equipment for erection of exhibits 

(positioning is included in the basic price) to contact us as soon as possible with details of their 
requirements. Prices for hiring equipment will then be quoted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如展商需要机力作组装用途，请及早与我司联系以作安排。费用另行报价。 
 Individual quotation is available under requested, please provide accurate volume, weight and 

dimension for quotation. 

 如厂商需要运输报价作预算，请告知确实展品立方、重量、体积、等以便我司提供准确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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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国内展品从馆外接货(进馆) 
此费率适用条件： 

1.参展商自送展品到达展馆 

2.已课税展品，展商需提供正本之海关课税证明 

符合上述 2 项条件者方得适用下列价格，否则将另行报价。 

注：请填写表 8－国内货品展馆定位作业申请书，于截止日前缴交。 

  

a. 展品从馆外送至展台包括协助开箱。(叉车运送费用) 

＊5000 公斤以下/件：RMB 105.00 / cbm 

＊5001- 10000 公斤/件：RMB 125.00 / cbm(吊机费另外计价，费用如 b.所列) 

＊10001 公斤以上/件：另作报价(吊机费另外计价，费用如 b.所列) 

最低收费 1 立方米/展商/运次 

b. 吊机费 

10 tons at RMB 442.00/hour, 15 tons at RMB 590.00/hour, 20 tons at RMB 737.00/hour 

Min’4 hours per order, Public Holiday & Overtime charge double,over 20 tons to be 

quoted upon request 以每四小时计算，假期、加班双算，超过 20 吨另作报价 

c. 展品从运展环球物流有限公司上海仓库至苏州展台包括协助开箱及存放空箱－ 

RMB 450.00 /cbm 每立方米最低收费人民币 450.00/每展商/每运次 

d. 早到仓储：RMB 3.00 / cbm /day (最低收费 1 立方米) 

e. 空箱存放：RMB 8.00 / cbm /day (最低收费 1 立方米) 

f. 超重或超限度附加费 

每件货物重量如超于 3000 公斤 

＊ 3001 – 5000 kgs at RMB 20.00/100kgs/公斤 

＊ 5001 – 7000 kgs at RMB 35.00/100kgs/公斤 

＊ 7001 – 10,000 kgs at RMB 50.00/100kgs/公斤 

＊ Over 10, 001 kgs to be quoted upon request 另作报价 

 

如厂商需要运输报价作预算，请告知实际展品体积、重量、件数等，请与大会指定或推荐之运输公

司连系以便提供准确报价。 

 

 

 

 

 

 

 

 



28 

九、进出场作业说明 
9.1 展场布置及展品进出场时间 

a. 为维持进退场顺畅，由大会统一安排作业顺序，如已布置完成，仍请派员在摊位照顾，

以免展品遗失，贵重物品请参展厂商自行留意保管或随身携带，主办及承办单位不负

责保管责任。 

b. 依照展馆施工安全规定，所有人员于进出场 时间内进入展厅均须配戴安全帽。 

c. 所有参展物品需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下午 5 时前进场。 所有贮藏物料及包装物料必

须搬离展馆场地以便作出最后清洁及铺设走道地毯。 

d. 所有展位布置亦必须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下午 5 时前完成。 

e. 展览会将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下午 4 时 30 分正式结束，展品于下午 4 时 30 分后开

始撤馆。参展商可于下午 4 时开始打包，若于下午 4 时 30 分前要将手提物品带离展

馆者，请至大会服务台索取放行条；下午 4 时 30 分后撤离展品则不需放行条。请参

展商务必于撤馆时派员照料展品。 

f. 特殊装潢拆卸于 2018 年 5 月 19 日上午 10 时开始拆卸工作（照明装置可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16:30) 拆卸），但堆高机(叉车)及其它重型搬运工具则必须于走道地毯移

走后才能开始进场清理。 

工作项目 日期/时间 

展台搭建(指定承建商：捷恩斯) 2018 年 5 月 13 日至 16 日(09:00-17:00) 

展台搭建(非指定承建商) 

2018 年 5 月 13 日(12:00-17:00) 

2018 年 5 月 14 日(09:00-17:00) 

2018 年 5 月 15 日(09:00-17:00) 

参展商及承建商登记 2018 年 5 月 13 日至 15 日(09:00-17:00) 

展品进场 2018 年 5 月 13 日至 15 日(09:00-17:00) 

展品撤馆及展台拆卸 

(大会指定标准装潢) 

2018 年 5 月 18 日(16:30-20:00) 

2018 年 5 月 19 日(09:00-16:00) 

展台拆卸(所有特殊装潢) 2018 年 5 月 19 日(10:00-16:00) 

照明装置拆卸 2018 年 5 月 18 日(16:30-20:00) 

9.2 进出场时段超时工作 

主办单位规定时间内所有时段均为自由工作时间；若超出主办单位规定时间者，则必须

支付加班费。而加班费计算以参展厂商实际租赁面积为计算标准。 

日期 时间 备注 

5/13(日)~14(一) 09：00~17：00 不开放加班 

5/15(二) 
09：00~17：00 免费时段 

17：00 后付费加班时段 

加班费:RMB 100/平方米/小时，且须于当

日下午 4 时前与主办单位服务台办理。 

(请留意贵公司所找装潢公司是否承接过多

厂商工程而影响施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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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展品及摊位撤除时间 

本展将于 5/18（五）16：30 圆满闭幕，有关撤离展品及装潢材料之规定如下： 

日期 时间 内容 

5/18(五) 

16：00~16：30 
展品打包及装箱（若要于 16：30 前将手提展品撤离，

请至服务台领去展品放行条） 

16：30~20：00 
展品撤离（以轻便及手提展品为主），特殊装潢不得拆除。

各厂商务必派员留守摊位照料展品，以免展品遗失。 

5/19(六) 

09：00 参展厂商务必准时进场照料摊位以免展品遗失。 

09：10 进场撤离各摊位之展品。 

10：00 进场撤离各摊位装潢材料及废料。 

16：00 清除完毕并运离展场。 

9.4 展品进出场期间车辆路线安排 

a.运载设备之车辆入场时间，统一由大会安排并统一停于展馆后之卸货区，由堆高机 

(叉车)进行进场安排。 

b.车辆由展馆外至展馆内之车辆路线，请遵守进场车辆路线图(一)与(二)。 

进场车辆路线图(一) ：货车进入苏州国际博览中心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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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场车辆路线图(二)： 

依据下图中所示，所有进场布展撤展车辆自苏州工业园区华池街入口进入后，按照图中所示

进馆路线方向沿线(玉影路￫月廊街￫苏州大道东￫观枫街￫展馆内马路)至展馆后方卸货区，完成

卸货后，按照图中所示出馆路线方向离开卸货区。敬请严格按照现场指示执行行走路线。 

 

 

注： 

1.布展货车应避免在上午 7:30-9:30；下午 16:30-18:30 之间进入园区相关区域。 

2.撤展货车应避免在下午 18:30 之前进入园区相关区域。 

3.如在以上高峰时间段进入场馆周边区域，交警部门将进行处罚。 

※说明：进场路线图后续可能有调整，最新调整路线以展前通知及现场引导为准，谢谢! 

c. 本展会将进场车辆形式区分为－展品运输车辆（运送展品设备的车辆）及装潢布展

车辆（运送摊位搭建用材料的车辆），请依照车辆形式进行以下流程： 

◎ 展品运输车辆：一站式服务台缴交车辆押金领取车辆通行证排队入场卸货 

定位 

◎ 装潢布展车辆（特装装潢商）：一站式服务台出具汇款凭证 (光地展位保证金(押 

   金)、特装管理费及特装商电力测试费)领取押金单办理车辆通行证缴交布展 

   证费领取布展证排队入场进场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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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 车辆押金为人民币 200 元，并于缴回车辆通行证后退回（为使进场流畅，请 

  车辆务必于 2 小时内完成排队卸货， 否则没收车辆押金。车辆 2 小时排队卸货时 

  间计算如下：从领取车辆通行证开始计时，至车辆出场交保安签章，至服务台缴回

  车辆通行证计时结束。） 

        2. 车辆卸货作业时间超过三小时另额外收费（20 元/小时） 

 3.至一站式服务台完成手续后，请回等候区等待，并等待通知进入卸货区。 

 

9.5 布展人员报到流程 

a .参展厂商： 

「参展厂商服务台」告知摊位号、名片领取资料袋、展商识别证签名进场布展 

b.特装装潢商： 

一站式服务台出具汇款凭证 (光地展位保证金(押金)、特装管理费及特装商电力测试 

费)缴交布展证费领取布展证进场布展  

   有装潢布展车辆需先至一站式服务台缴交车辆押金并领取车辆通行证 

c.机械设备卸货： 

一站式服务台缴交车辆押金领取车辆通行证排队入场卸货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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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其它信息 
10.1 临时电话及宽带申请 

于展览会期间需使用临时电话或网络宽带之参展厂商，请填写表 4－临时电话与宽带申

请表，并于截止日前提出申请。 

10.2 大会手册参展厂商登录 

会场发行的大会手册将刊载参展厂商相关资料，请于期限内（2018.3.30 日前）填写完

成并回传至 ctex@chanchao.com.tw，请详细填写以利大会手册参展厂商名录编排，谢

谢！若有疑问，请来电洽询。 

大陆－台湾电路板协会 TPCA(华东办事处) 电话：+86-512-68074151 *802 曹静 

台湾－展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电话：+886-2-26596000 *315 黄敬涵 

注： 

※登录之「参展产品」限 150 字以内。若超过 150 字主办方有权删减刊登内容。 

※请参展厂商登录完成后详细检查，本专刊将以登录的资料为依据刊登在大会手册上。 

※本大会手册将以简体版刊出，为避免繁体转换成简体中文之过程中有误，请厂商多

以简体字登录，谢谢合作！ 

※若参厂商于期限内未提交大会手册(Show Directory)信息，主办方将以报名表信息

为依据，刊登于大会手册上。 

10.3 参展厂商新产品发表会 

参展厂商可配合展览举行新产品发表会，请填写表 9－新产品发表会申请表，并于截止

日前提出申请。 （注：请详细填写欲申请档次之时间，承办单位有权安排所有文件次时

间。若遇同档次有两家以上厂商申请，原则上会以先申请厂商作为优先安排，若会议室

申请已满则不再开放） 

10.4 邀请函、参展证索取 

参展厂商请将欲申请邀请函、参展证之数量，填写表 10－邀请函、展商识别证申请书，

并于截止日前提出申请。（注：邀请函可于 3/15 前提早申请，参展识别证则请参展厂商

统一于进场 5/13-15 至展览会场参展厂商服务台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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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酒店住宿一览表 

酒店名称+酒店网站+星级 酒店地址 电话 展馆至酒店交通及距离 

苏州尼盛万丽酒店（5 星级）

www.marriott.com.cn 
苏州工业园区苏华路 229 号 0512-67618888 地铁 1 号线 10 分钟 

雅戈尔雷迪森广场（5 星级）

www.youngor-leidisen.com 

苏州工业园区现代大道沈浒路华池街

交汇处 
0512-69172222 步行 15~20 分钟 

苏州玄妙马可波罗酒店（5 星级）

www.sofitel.com 
苏州市干将东路 818 号 0512-68019888 地铁 1 号线 20 分钟 

苏州建屋国际大酒店（5 星级）

www.gihotel.com 

苏州市新加坡工业园区星湖街金鸡湖

商业广场 
0512-62966666 的士 5~10 分钟 

金鸡湖新罗酒店（5 星级）

www.suzhoushilla.com 
苏州市工业园区旺墩路现代休闲广场 0512-62968888 步行 15 分钟 

苏州凯悦酒店（5 星级）

http://suzhou.regency.hyatt.com/ 
苏州工业园区华池街 88 号 0512-62881234 步行 10 分钟 

万怡酒店（5 星级）

www.courtyardsuzhou.com 
苏州市工业园区星海街 188 号   0512-67066666 地铁 1 号线 10 分钟 

洲际酒店（5 星级）

www.ichotelsgroup.com 
苏州市工业园区望墩路 288 号 0512-62858888 步行 10 分钟 

雅都大饭店（4 星级）

www.aster.com.cn 
苏州市三香路 488 号 0512-68291888 地铁 1 号线 30 分钟 

苏州汉庭全季酒店（4 星级） 苏州市临顿路落瓜桥下塘 66 号 0512-67778888 地铁 1 号线 20 分钟 

富驿时尚酒店（4 星级）

www.fxhotels.com 
苏州市干将东路 938 号 0512-65091010 地铁 1 号线 20 分钟 

 

http://www.suzhoushill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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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文博诺富特酒店(4 星级)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 688 号 0512-62882800 步行 1 分钟 

邻里假日酒店玲珑店 www.huilv.com 苏州市工业园区玲珑街 58 号 0512-62759889 的士 5 分钟 

苏州金鸡湖乐璟服务公寓 苏州市工业园区嘉瑞巷 8 号 0512-62622288 地铁 1 号线 5 分钟 

柏宜苏州金鸡湖博览中心店            
苏州市工业园区金鸡湖商业广场 F 幢

（地铁星湖街站） 
0512-62953688 地铁 1 号线 5 分钟 

苏州桔子酒店

www.orangehotel.com.cn 

苏州市工业园区金鸡湖商业广场 7 楼

（地铁星湖街站） 
0512-62387171 地铁 1 号线 5 分钟 

昆山君豪酒店（5 星级）

www.huaminsovereign.com 
江苏省昆山市前进中路 33 号 0512-57168888 展场往返免费接送车 

苏州晋合豪生行政公寓 
苏州 工业园区 融安街 18 号（星湖街

和钟园路交叉口） ，近西洲路。 
0512-62650888 的士 7 分钟 

汉庭酒店（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店） 
苏州工业园区西沈浒路与和众街西交

叉口和众街 106 号 ，近现代大道。 
0512-62382666 步行 10 分钟 

苏州商旅美居酒店  苏州 工业园区 凤里街 336 号  0512-62967888 的士 15 分钟 

苏州李公堤瑞贝庭公寓酒店 
苏州 吴中工业园区 李公堤三期 E 区

商业街 9 幢 ，近金鸡湖大道。 
0512-69995666 的士 15 分钟 

苏州园区国际博览中心宜必思酒店 苏州园区苏州大道东 292 号 0512-81879966 地铁 1 号线 21 分钟 

苏州和丰商旅酒店 
苏州市吴中区翠园路 199 号金鸡湖商

业广场 5 幢 
0512-62969196 地铁一号线 10 分钟 

苏州唐吉商务酒店金鸡湖商业广场店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商业广场 2 幢，

近星湖街地铁站 1 号口 
0512-65235595 步行 13 分钟 

苏州希尔顿逸林酒店 苏州市吴中区苏州大道东 275 号 0512-62928888 地铁 1 号线 10 分钟 

苏州翰尔酒店月光码头店 
苏州市吴中区月光码头 B1、B2，近现

代大道（金鸡湖畔） 
0512-68565887 步行 10 分钟 

苏州云顶之星酒店金鸡湖店 苏州市大道东 288 号  0512-62726222 地铁 1 号线 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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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托尼洛 •兰博基尼书苑酒店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 168 号  0512-62859999 地铁号线 10 分钟 

苏州乐福酒店  
苏州吴中区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嘉瑞

巷 18 号金匙望湖大厦 B 幢 
0512-66576665 地铁 1 号线 5 分钟 

苏州中茵皇冠假日酒店（4 星级） 苏州市工业园区星港街 168 号 0512-67616688 地铁 1 号线 20 分钟 

苏州君庭商务酒店星湖街地铁站店  
苏州市吴中区工业园区翠园路 199 号

金鸡湖商业广场 6 幢 
0512-67259972 地铁 1 号线 20 分钟 

如家快捷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地铁站

店 

苏州市工业园区星湖街金鸡湖商业广

场 4 幢 105 
0512-62895553 地铁 1 号线 10 分钟 

苏州法米利欧式酒店金鸡湖摩天轮店 
苏州吴中区工业园区星湖街旺墩路交

叉口香天下火锅后面 
0512-69363222 的士 7 分钟 

苏州戴斯酒店 苏州市工业园区葑亭大道渔泾路 9 号 0512-62995888 的士 9 分钟 

苏州君地金煦公寓酒店 
苏州市工业园区阳澄湖大道与亭隆街

交汇处 
0512-62816666 

的士 14 分钟/127 公交 25

分钟 

苏州李公堤亚朵酒店  苏州吴中区工业园区李公堤 1 号 0512-69581777 的士 15 分钟 

苏州金函商务酒店国际博览中心店 苏州工业园区蠡塘路 163 号  0512-69369777 的士 12 分钟 

     注：酒店信息，如有更动，会另行公布在网站上 http://www.circuitex.com，请上网查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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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交通信息 

一、上海机场→苏州 

a. 距上海虹桥机场 80 公里     TAXI 行程约 90 分钟     车资约:RMB300 元 

b. 距上海浦东机场 120 公里    TAXI 行程约 120 分钟    车资约:RMB400 元 

c. 距无锡硕放机场 40 公里        TAXI 行程约 40 分钟   车资约:RMB200 元 

d. 高速公路：沪宁高速，苏嘉杭高速 

e. 国道主干线 3 条（204、312、318 国道） 

 

二、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交通网 

a. 距苏州火车站 12 公里，苏州市中心 10 公里  TAXI 车资约: RMB30 元 

b. 距沪宁高速公路苏州工业园区出口 10 公里 

c. 距沪宁高速公路苏州东出口 8 公里左右 

d. 距沪宁高速苏州市区出口 10 公里左右 

e. 距苏嘉杭高速公路苏州市区出口 10 公里 

f. 南有机场快速公路，北有 312 国道 

g. 距苏州火车站车程 15 分钟 

h. 距高铁站车程 15 分钟 

（从上海搭乘火车到苏州需要 1 个小时、从杭州搭乘火车到苏州需要 2 个小时） 

 

三、苏州城区路线→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a. 公交车：以下公交车可达国际博览中心：219 路、2 路、28 路、47 路、106 路、108 路、

127 路、129 路、206 路、158 路、812 路、156 路、120 路、215 路、258 路、快线 2

号 

b. 轨道交通信息如下： 

￭ 请搭乘苏州地铁 1 号及 2 号线至文化博览中心站下车 

(1) 苏州地铁 1 号线起点钟南街站，途经文化博览中心、中央公园站、东环路站、乐桥站、

广济南路站（1、2 号线换乘站）、西环路站、苏州乐园站、金枫路站，终点木渎站。 

(2) 苏州地铁 2 号线起点高铁苏州北站，途经苏州火车站、山塘街站、石路站、广济南路

站（1、2 号线换乘站）、桐泾公园站、石湖东路站，终点宝带桥南站。 

(3) 苏州地铁 4 号线起点龙道浜站、张庄站、姚祥、活力岛、孙武纪念园、平泷路西、苏

锦、苏州火车站(换乘 2 号线)、北寺塔、察院场、乐桥(换乘 1 号线)、三元坊、南门、

人民桥南、团结桥、宝带路、石湖东路(换乘 2 号线)、、清树湾、花港、江陵西路、

江兴西路、流虹路、笠泽路、顾家荡、苏州湾东、松陵大道、吴江人民广场、吴江汽

车站、庞金路、终点同里站。（2017 年 3 月通车投运） 

 

 

http://baike.so.com/doc/9957172-103047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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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酒店住宿： 

国际博览中心 2 公里以内酒店：苏州雅戈尔雷迪森广场酒店、苏州建屋国际酒店、桔子

水晶酒店、苏州金鸡湖新罗酒店、苏州金鸡湖名致精品公寓、苏州和丰商旅酒店、苏州

洲际酒店、沃姆酒店、苏州凯悦酒店、如家快捷酒店、瀚尔酒店、汉庭酒店、乐福酒店、

亚朵酒店等。 

 

四、展览期间免费接送车路线及时间表请上展览网站 http://www.circuitex.com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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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申请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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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TO：捷恩斯(上海)/捷恩斯(台北) 表格提交截止日期 

FAX: 86-21-62568969 (上海) 

FAX: 886-2-27297855(台北) 

2018 年 4 月 13 日 

特装展位必须回传 

特装展位承建商安全责任保证书 
依据苏州国际展览馆规定，非指定装潢承建商必须提供相关信息及缴交施工押金及各项费用方

可进馆布展。请参展厂商交由装潢承建商详细填写并经参展商确认盖章后，连同表 2－特装展

位承建商摊位背景墙施工保证书(注：表一及表二缴交窗口不一样，请分别传给指定窗口)，于

截止日前缴交。 

一、非指定装潢承建商资料：《进退场期间请务必配戴安全帽，否则禁止进场施工》 

承建商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负责人 
姓名： 

手机： 

展会现场 

联络人 

姓名： 

手机： 

展商名称  展位号  

展位面积        平米   

二、非指定装潢承建商必须于进馆布展时于 “一站式服务台”完成费用缴交： 

支付单位(勾选) 项目 数量 金额 收款单位 

展商 承建商 

a. 光地展位保证金(押金):100 m2 以内为 RMB 

5000 元/展商/展期；100~300 m2 为 RMB 10000

元/展商/展期；300~500 m2 为 RMB 20000 元/展

商/展期；500 m2 以上为 RMB 30000 元/展商/展期 

  主场搭建 
捷恩斯 

（汇款缴纳） 

 
展商 承建商 b.特装管理费：人民币 17 元/m²   

展商 承建商 c.特装商电力测试费：人民币 300/家   

展商 承建商 e.布展证：人民币 10/张(含税)   主场搭建 
捷恩斯 

（现场缴纳） 展商 承建商 f.布展临时用电：220V 10A 每处人民币 350   

总计  

※ 展位押金请于撤馆时经承办单位与展馆人员验收后，待展会结束后的 45 个工作日内，确 

   认没有损坏展馆设施并将装潢材料清理完成后按原账户退回保证金 

三、特装承建商进场时间：5/13 12:00~17:00 ；5/14 09:00~17:00 ；5/15 09:00~17:00 

    特装承建商撤场时间：5/19 10:00~16:00 ；照明装置拆卸时间：5/18 16:30~20:00 

四、本公司委托上述装潢承建商协助本公司于展览期间之展位各项工程 

展商名称：                             展位搭建商：                         

填表人：                               填表人：                             

电话及分机：                           电话及分机：                         

     

    公司盖章处：                          公司盖章处：                           
五、此表电子档提交窗口:  display@zion-x.com 程圆凤，电话: 86-21-6814-8206#31 

                           pattylu@zion-x.com 吕静雯，电话: 886-2-2729-0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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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TO：TPCA(华东办事处) /展昭 表格提交截止日期 

FAX：86-512-68074152(苏州) 

FAX：886-2-26597000(台北) 

2018 年 4 月 13 日 

特装展商必须回传 

特装展位承建商摊位背景墙施工保证书 

有鉴于过去参观买主反应，展商装潢采取的封闭式搭建造成参观展览视线不佳，买主们无

法有效拜访许多优质厂家，而导致参观买主采购商机或拜访成效减少。故主办方经整体考虑，

规范参展厂商「避免」采取封闭式装潢而影响买主参观视线，请参展商及所属装潢公司配合与

遵守下列规定： 

1. 展位为四面开岛状及三面开半岛状之参展厂商： 

‧ 正方形摊位：邻走道边上之背景墙长度不得超过其摊位单边长度之 1/2 

‧ 非正方形摊位：邻走道边上之背景墙较长边的长度不得超过其摊位单边长度之 2/3，

较短边仍依照正方形摊位规范。 

‧ 若因特殊要求需单边背景墙全封者，其设计无遮挡面积不得少于所围整体面积之 1/2。 

2.所有同意以上规定之参展商，需请装潢公司于 4/13 前填写此保证书且将装潢图交由主办方

审查。并于进场装潢施工时缴交每摊位 RMB500 保证金，完成后始可进场施工。若施工完

成后未违反规定将立即退还保证金，若有违反则没收保证金。(未按时缴交保证书、装潢图

及保证金者不予进场施工) 

3.装潢承建商资料：(请填写下列表格，并阅读及遵守上述规定后，于下方盖章处盖章) 

承建商名称  

承建商电话  e-mail  

负责人 
姓名： 

手机： 

会场 

联络人 

姓名： 

手机： 

展商名称  展位号  

展位面积        平米 联络人 
姓名： 

手机： 

 

 

展位搭建商盖章处：                           参展厂商盖章处：                       

附注： 

※请将装潢图 E-mail 至 289106415@qq.com 及 ctex@chanchao.com.tw 进行审核。 

※针对光地展位(特装)搭建进场手续，须向主场搭建商-捷恩斯提交(分为邮寄、邮件及现场备

查)文件，请参考参展手册第十一页 4.2 中 j 项规定，以利进场布展顺利。 

※现场缴纳光地展位保证金：100 m2 以内为 RMB 5000 元/展商/展期；100~300 m2 为 RMB 

10000 元/展商/展期； 300~500 m2 为 RMB 20000 元/展商/展期；500 m2 以上为 RMB 

30000 元/展商/展期 

※特装承建商进场时间：5/1312:00~17:00 ；5/14 09:00~17:00 ；5/15 09:00~17:00 

※特装承建商撤场时间：5/19 10:00~16:00 

 

mailto:※请将装潢图E-mail至28910641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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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TO：捷恩斯(上海)/捷恩斯(台北) 表格提交截止日期 

FAX：86-21-62568969 (上海) 

FAX：886-2-27297855(台北) 

2018 年 4 月 13 日 

需要使用者申请 

展位搭建、额外设备租用申请书 
1.□我公司需要特殊「木制造型」或「组合造型」装潢，请跟我联络。 

2.□我公司报名申请为「标准展位」，请跟我联络：（招牌中文、英文二择一） 

展位号：     展位数：       

"招牌"中文                或 

a.标准展位内容请参阅 7.1 说明 b.以上标准展台之基本配备均不可交换、转让及退款。 
c.租赁两个或两个标准展台以上的展商如未向主办特别说明，其摊位中间的隔板均被视为自动取消。 

3.□我公司选择下列额外设备租用 

编号 家具内容 人民币 数量 小计 编号 家具内容 人民币 数量 小计 

A01 咨询桌 1000L*500W*750Hmm 160     B01 日光灯 40W 55     

A02 
玻璃低柜(不含灯,需灯者另选配) 

1000Lx500Wx1000Hmm 
600     B02 射灯 100W 110     

A03 锁柜/承重 15KG 以内 1000L*500W*750Hmm 210     B03 长臂射灯 100W 110     

A04 
全透明玻璃高柜/层板承重 5KG 以内

1000L*500W*2000Hmm 
850     B04 白光灯 HQI 150W 320     

A05 标准展示柜 1000Lx500Wx750Hmm 180     B05 插座 10A/220V 160     

A06 1 米围板 125     B06 柜内灯(2 个一组) 160     

A07 斜层板 1000L*300Wmm 75     B07 铲灯 75W 200     

A08 层板/承重 5KG 内 1000L*300Wmm 75     C01 饮水机(含一桶水) 300     

A09 圆桌 φ800*800SHmm 160     C02 资料架 160     

A10 会议椅 105     C03 名片盒 300L*120D*200Hmm 85      

A11 折椅 45     C04 
洞洞板 950L*2353Hmm 

(附挂勾 10 个) 
450     

A12 吧椅(黑/白) 160     C05 42 吋电视 2000     

A13 吧桌(白) 450     C06 伸缩围栏 150   
 

注：1、捷恩斯对于租赁出去的任何设备保有所有权。租赁设备如有损毁或遗失，需全额赔偿! 

2、因使用不当发生展品损坏、人员受伤等意外情况，捷恩斯不负任何责任!（对于纠缠不清涉及赔偿金额最高上限不得高于所租

用设备之租赁价格）。 

※逾期订单需加收 30%附加费。现场申请加收 50%费用。               总计(含税)  

展商名称：                                   摊位号码：                

电话：                             传真：                              

公司负责人：                      申请人签名或盖章：                   

【注意事项】 
  1、请各位参展厂商在布展参展期间，不要损坏任何展具，包括不得将任何胶布及胶类物(泡沫胶等)黏贴或是开洞钻孔于展具或背墙上,展

板不得油漆或涂改,一经发现必须即刻现金赔偿！【附赔偿明细：展板每片人民币 300 元；八棱柱每根人民币 500 元；扁铝每根人民币

800 元；方柱每根人民币 1000 元。】 

2、请不要在灯具上悬挂任何物品，我们对此引起的展品损坏或人身安全不承担任何责任！ 

3、所有标准展位的插座只能用于电脑、移动电话充电及饮水机，展商切勿私自将灯接入其中。请勿向除大会指定搭建商捷恩斯公司以外的

人员租用家俱、电器或者盗接电力，不要使用超出规定范围内的电力。我们除无法保证您使用的品质及服务外，并将采取断电措施以确

保所有参展厂商的用电安全及权益！ 

※ 若有任何疑问，请来电询问。上海捷恩斯 TEL：86-21-68148206 或台北捷恩斯 TEL：886-2-27290003 

 

 

 

"招牌"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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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TO：捷恩斯(上海)/捷恩斯(台北) 表格提交截止日期 

FAX：86-21-62568969 (上海) 
FAX：886-2-27297855 (台北) 

2018 年 4 月 13 日 
需要使用者申请 

电力、水、气、电话、宽带申请表 (本表必须连同 “表 5” 一同回传) 

展商名称：                                       摊位号码：              

电话：             传真：               地址：                                                                  

一、电力申请(申请电力者必须再填写表 6) 

项目名称 规格 单价(人民币) 单位 申请数量 费用小计 备注栏 

照明电源 

(室内) 

220V 

20A 750 条   

 

30A 1,300 条   

60A 2,170 条   

动力电源 

(室内) 

380V 

15A 1,085 条   

20A 1,350 条   

30A 1,520 条   

60A 2,400 条   

100A 4,540 条   

150A 6,240 条   

临时用电 10A/220V 每处 350 元    

合计:            条 RMB_________  

※电箱保证说明：本公司保证妥善使用电箱及善尽保管责任，若因人为因素导致电箱损害或遗失，本公司将无条件赔偿主办

单位 RMB 5,000/电箱 

※24 小时用电申请依标价乘以三倍 

※仅提供电力电箱至展位。若有电箱至机器之施工或者机器接线施工等事宜，需展商自备相关材料（如线料、接头等）并自

行派请专业工程师或技师处理为宜。 

二、水、气申请（特殊供气压力和供气要求需另行租赁空压机组，价格另行商谈） 

项目 规格 单位 单价 (人民币) 数量 金额 

给/排水 
In 供水 dn20 处 

1,860   
Out 排水 PVC dn32 处 

供/排气量

6kgf/cm² 

0.1 米³/分   外径 8mm 气管 个 1,010   

0.2 米³/分   外径 10mm 气管 个 1,550   

0.35 米³/分  外径 12mm 气管 个 2,020   

0.5 米³/分   外径 16mm 气管 个 2,250   

1 米³/分     内径 19mm 气管 个 2,650   

中央供气，管径申请错误，恕不退费。若超过限额请事 

先告知。所有管线仅提供裸管(不含油.水过滤器)，请自备

转接头等材料。 

合计    

三、电话与宽带申请 

名称 单位 租赁单价 RMB 押金 RMB 数量 租金(元) 押金(元) 服务内容 

市内直线 台 250 150    含线路、电话租金和电话费 

国内直拨 台 310 1,000    含线路、电话租金；电话费另计 

国际直拨 台 800 2,000    含线路、电话租金；电话费另计 

IP 宽带 条 1,100 2,000     

合计  

1.国际、国内长途通话费从押金中扣除，多退少补；于展后经展馆计算通话费后退给申请厂商（约一星期） 

2.线路施工完成后，客户要求退装，需扣除工料费 100 元 

注：以上各项申请(水电气/电话/宽带)如超过展览会报名申请安装截止日期，增收 30%，现场申请加收 50%费用。 

※ 于 4/13 前提出申请并完成缴费，将享有 95 折优惠。 

※ 所有项目为租赁用途，展会进场前十五个工作日将不再接受订单，请需要的展商于现场进行申请。展会进场前十个工

作日取消订单，将不予退款。 

※ 若有任何疑问，请来电询问。上海捷恩斯 TEL：86-21-68148206 或台北捷恩斯 TEL：886-2-27290003 

公司负责人：                      申请人签名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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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TO：捷恩斯(上海)/捷恩斯(台北) 表格提交截止日期 

FAX：86-21-62568969 (上海) 

FAX：886-2-27297855 (台北) 

2018 年 4 月 13 日 

表 4 申请者 

配电箱/气管/水管/电话线/宽带位置图 

请参展厂商绘制电箱、气管、水管、电话线、宽带摆放位置，以利电箱、水管、空压气体管线、

电话、宽带铺设正确位置。(以下示意图请给电子档案为优先考虑) 

 

展商名称：                            摊位号码：                    

  

电话：                 传真：                连络人：               

 

示意图（请标明相关方向及周边厂商，以确定正确电箱/气管/水管/电话线/宽带位置） 

 

 

         

 

 

         

 

 

         

 

 

         

 

 

         

 

 

         

 

 

         

 

 

         

 

 

         

 

 

         

本表必须连同 〝表 4” 一同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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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TO：展昭公司方强先生 表格提交截止日期 

FAX：886-2-26597000(台北) 

TEL：886-2-26596000#153 

    86-512-68074151#716 

2018 年 4 月 13 日 

需要者申请 

搭建两层摊位申请书/责任书 

本公司                            参加贵公司在 5/16~18 假苏州国际博览中

心所举办「2018 华东电路板暨表面贴装展览会」，因展出需要，特申请搭建两层摊位。 

本公司保证确实依照合格开业建筑师(或土木、结构技师)签证之设计图施工，除遵

守「苏州博览中心展场装潢需知」、「两层楼搭建需知」及「参展手册之各项规定」

外，并就摊位之安全责任负一切法律责任。 

本公司保证如因摊位之设计、施工、使用或拆除不当等情况而发生任何财物损失、

人员伤亡、或因其它侵权事故，除自负一切法律责任外，并保证贵公司免于受到因此

所衍生之任何民事、刑事追诉；否则本公司将负责赔偿贵公司包括诉讼费、律师费在

内之一切损害。 

此致 

主办单位：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 

摊位编号：              摊位数：              

联络人：                 电话：                 传真：                 

本公司应付主办单位使用费：摊位总价款 50% 

公司盖章  负责人盖章 

 

装潢公司名称：                                                             

地址：                                                                     

联络人：                    电话：                    

请将表 6、表 7 连同下列资料，以扫描件发送至 

（台湾）展昭公司 方强 ctex@chanchao.com.tw 及 

（大陆）TPCA 华东办 李冬玲 show@pcbshop.org 

1.经合格开业建筑师或土木、结构技师签证之设计图、结构图及结构计算书（含二楼 

楼载重）各一份；设计图须包含平面图、正立面图及侧立面图。 

2.建筑师或土木、结构技师执照复印件、开业证书复印件及当年相关公会之会员证明文 

件复印件各一份。 

3.每人每一事故保额人民币五十万元之意外险及第三责任保险单复印件一份，保险期间 

自 5/13 零时起至出场最后一日(5/19)二十四时止。 

mailto:展昭公司%20方强ctex@chanchao.com.tw
mailto:李冬玲show@pcbsho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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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TO：展昭公司方强先生 表格提交截止日期 

FAX：886-2-26597000(台北) 

TEL：886-2-26596000#153 

    86-512-68074151#716 

2018 年 4 月 13 日 

需要者申请 

搭建两层摊位（建筑师、土木、结构技师）责任书 

  关于                            公司参加贵公司在 5/16~18 假苏州国际博览

中心所举办「2018 华东电路板暨表面贴装展览会」，（摊位编号：           ），申请

搭建两层摊位一事，本事务所已对其摊位设计、结构、材料予以审查，确认安全无虞，

且符合「苏州博览中心展场装潢需知」、「两层楼搭建需知」之各项规定，本事务所同

意负责与设计及监造有关之一切责任。 

此致 

主办单位：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 

 

 

建筑师（土木、结构技师）事务所名称：                                        

 

联络地址：                                                                  

 

建筑师（土木、结构技师）姓名：                                              

 

电话：                                传真：                                

 

建筑师（土木、结构技师）事务所印鉴章 建筑师（土木、结构技师）印鉴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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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TO：运展环球眭杨先生 表格提交截止日期 

FAX：86-21-58708719(上海) 

TEL：86- 21- 58708717*208 

2018 年 4 月 13 日 

需要者申请 

国内货品展馆定位作业申请书 
展商名称：                          摊位号码：          摊位数：             
地址：                                                                     
部门/职称：              /               联络人：               
电话：              分机：       传真：            E-mail:                   

一、费用说明： 

1.展品从馆

外 送 至 展

台(含开箱) 

a.5,000 公斤以下/件:RMB 105.00/cbm 

b.5,001-10,000 公斤/件:RMB 125.00/cbm 

(吊机费另外计价，费用如 b.所列) 

c.10,001 公斤以上/件，另作报价 

(吊机费另外计价，费用如 b.所列) 

d.最低收费 1 立方米/展商/运次 

左 列 费 率 仅 适 用

下列条件 

1.展商自行运送展

品到达展馆 

2.已课税展品，展

商 必 须 提 供 正

本 之 海 关 课 税

证明 
2.吊机费 a.10 tons at RMB 442.00/hour 

b.15tons at RMB 590.00/hour 

c.20 tons at RMB 737.00/hour 

d.每次最少以 4 小时计价 

e.公定节日及超时工作时 2 倍计价, 20 吨以上另外计价 

3.超重附加

费 

每件货物重量如超于 3000 公斤 

a.3001–5000kgs at RMB 20.00/100kgs  

b.5001–7000kgs at RMB 35.00/100kgs 

c.7001–10,000kgs at RMB 50.00/100kgs  

d.超过 10,001kgs 另作报价 

4.空箱存放 RMB 8.00 / cbm / day /立方米/每天(最低收费 1 立方米) 

二、数量统计： 

重量 
数量 

(立方米) 
小计 吊机费 

空箱 

存放费 

超重 

或其它附加费 
总计 

5000 公斤以下/件       

5,001-10,000 公斤/件       

10,001 公斤以上/件：另作报价       

合计 (未税)       

三、保险： 

1.为使现场展品运输作业顺利，现场展品定位工作均由「运展环球物流有限公司」统一提供，严

禁厂家自行作业。 

2.为确保展品展示权益，参展厂商务必自行针对展品保险。起运点--展馆(含展示期间)--展品回存

点，保险金额最好能够都以全损为最低保障。 

四、责任范围： 

运展环球物流有限公司、海湾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之货运服务均按照标准营运契约规定：凡在我

司照料，监管期间，有足以证明由于我司过失而产生的展品短少、损坏，我司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金额最高为作业费用 130%。不足部份参展公司务必加保，以确保权益。 

公司印章  负责人印章  
应缴费用 

总计人民币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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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TO：展昭公司黄敬涵小姐 表格提交截止日期 

FAX：886-2-26597000(台北) 

TEL：886-2-26596000#315 

    86-512-68074151#716 

2018 年 2 月 27 日 

需要者申请 

新产品发表会申请表 
将于展览馆会议室举办新产品发表会(New Product Introduction,NPI)。所有参展厂商
皆可发表其产品、技术、服务或公司之介绍。对于所有参展厂商而言是展览会中另一
种产品呈现方式，请所有参展厂商把握此机会。 
欲申请发表之参展厂商请填妥下列资料后并附上发表主题简介，传真回本公司。 
 

展商名称  

联络人  

电话  传真  

E-mail  

发表主题 

（中） 

 

（英） 

 

需求日期与时段 

日期：5 月       日 (若要申请数场次，请分开填写申表) 

时段：□10：00~10：40 □11：00~11：40 

□13：00~13：40 □14：00~14：40 □ 15：00~15：40 

※此场次是否 □谢绝同业参与 □开放同业参与 

其它需求： 

备注： 
1. 请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前传真回本公司，以配合大会邀请函制作。 
2. 每场次为人民币 2000（含税），每场次时段发表暂订 40 分钟，请厂商衡量时间。 
3. 新产品发表会空间大约可坐 30-40 人(教室型)。 
4. 本产品发表会仅限「参展厂商」方可报名，相关场次时段有限，请即早报名。若场

次已满则不再对外开放申请。 
5. 若申请厂商过多，本公司原则以先报名之厂商优先取得发表场次。 
6. 发表会中不得有任何交易行为及征才活动，只能针对参展厂商之产品、技术、服务

或公司做介绍。 
7. 本公司仅提供发表场地、座椅、讲台、投影仪、投影幕布，麦克风等基础设施配备

及相关场次文宣推广工作，不负责现场出席人数多寡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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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TO：视邮寄区域传给相关窗口 表格提交截止日期 

FAX：86-512-68074152(苏州) 

FAX：886-2-26597000(台北) 

2018 年 4 月 13 日 

参展商务必回传 

邀请函、展商识别证申请书 

请参展商依「需邮寄地点」传给指定窗口： 

大陆及香港地区－FAX：86-512-68074152 曹静小姐 咨询电话：86-512-68074151#802 

台湾及其它地区－FAX：886-2-26597000  黄敬涵小姐 咨询电话：886-2-26596000#315 

 

展商名称 
 

 

联络收件窗口  

收件人 

邮寄地址 
 

电话  手机  

E-mail  摊位编号  

 

 

项目 数量 申请上限 备注 

邀请函（免费） 

 50 份 

 100 份 

 200 份 

 300 份 

 500 份 

 其它 

          份 

500 份/公司 多摊位特殊需求不在此限 

参展厂商识别证  5 张/展位 
5/13-15 布展时于服务柜

台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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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光地展台搭建进场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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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地展台审图提供资料汇总及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1、图纸审核截止时间于 4 月 13 日。 

  2、展商所属之装潢承建商，应于进场布展时缴交下列费用给「主场搭建上海捷恩斯」： 

￭ 光地展位保证金－100 m2 以内为 RMB 5000 元/展商/展期；100~300 m2RMB 

10000 元/展商/展期；300~500 m2 为 RMB 20000 元/展商/展期；500 m2 以上为

RMB 30000 元/展商/展期 

       （待展会结束后的 45 个工作日内，确认没有损坏展馆设施并将装潢材料清理完成后 

         按原账户退回保证金） 

￭ 光地展位(特装)管理费－RMB17 元/平方米/展期，即 RMB 153/每摊位 9m2/展期       

￭ 光地展位(特装)电力检测费－RMB 300/家 

￭ 布展证 10 元/张 

  3、每个光地展位，搭建商或展商需配一名安全员，并需签署安全员授权委托书(需加盖公章)。 

  4、依照展馆施工安全规定，所有人员进出场时间内进入展厅均须配戴安全帽。 

5、施工证办理前必须提供展台搭建所有施工人员的姓名、工种、身份证号码，并重点标注 

   特殊工种（电工、登高作业工及登高作业保护工等） 

6、在办理施工人员进馆施工证后，方可进馆施工。 

  7、其它相关规定，请参照附件二＜苏州国际博览中心装潢作业一般规定＞。 

  8、请详见下页--光地展台搭建准备工作流程示意图 

序号 环节 内容 备注 

一 
邮件审图环

节提交文件 

电子档装潢彩色图纸，主要用于确认装潢是

否符合高度规定、背景墙规定(详见表二)、

消防安全规定及展馆规范，请转发上述规范

之装潢图供审查 

只 需电子文件,主办单位-李冬玲小姐

TEL:0512-68074151#702 

EMAIL：289106415@qq.com   

 

二 

审图环节提

交文件 

(邮寄/电邮/

现场备查) 

发相关电子档图纸（含：施工平面图、彩色

效果图、电路图、使用材料说明等资料） 

 

加盖搭建公司或参展商公章， 

联系方式： 

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 

Email：display@zion-x.com 

联络人：程园凤 小姐  

电话：+86-21-68148206#31 

           或  

（台湾）捷恩斯企业有限公司 

Email：pattylu@zion-x.com 

联络人：吕静雯小姐   

电话：+886-2-27290003#10 

 

展会安全员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光地搭建登记表 

搭建安全生承诺书(标准格式、场馆提供)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必须具备关联性） 

展商委托搭建公司搭建的委托同意书/协议

复印件(合同金额可以隐去) 

电工资质 

tel:0512-68074151#702
mailto:289106415@qq.com
mailto:display@zion-x.com
mailto:pattylu@zion-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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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地展台搭建准备工作流程示意图 

 
 

 

预缴费用 

 
 

 

现场布展 

 

 

 

 

 

退场 

贵公司须 2018 年 4 月 13 日前递交特装展位背景墙施工保证书（表 2）及装潢设计图稿 

（包括平面图、尺寸图、三维效果图）以待批准，以电子文件 

EMAIL：289106415@qq.com  主办单位-李冬玲小姐 TEL:0512-68074151#702  

2018 年 4 月 13 日前请向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捷恩斯公司递交 

特装展位承建商安全责任保证书（表１）及电力申请表（表４），以电子文件 EMAIL： 

display@zion-x.com 或 FAX :86-21-62568969 捷恩斯-程圆凤小姐 T：86-21-68148206 

贵公司须 2018 年 4 月 13 日前向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递交搭建商营业执照及展台设计图稿 

（包括平面图、尺寸图、三维效果图及电路图）以待批准，以 EMAIL 电子版文件及寄走纸质文件一式至捷恩

斯公司查核，并回填（表 1 及附件一），现场搭建请先落实下列费用：  

1) 缴付展台搭建管理费-光地展位特装管理费（人民币17元/平方米） 

2) 缴交光地展位(特装)保证金、光地展位(特装)电力检测费 

3) 电力申请表（依需选择，请参考表4及表5） 

4) 进场时请务必自行携带搭建商营业执照及展台设计图稿(包括平面图、尺寸图、三维效果图及电路图)，以

利必要时现场查验。 

特装展台搭建商请出具汇款凭证至一站式服务台领取押金单， 

并办理施工证及车辆通行证，方可进场施工。 

1)  购买搭建布展证（人民币10元/每张） 

2)  车辆通行证押金（人民币200元/每张，限2小时内出场） 

 

 

 

待展台完全拆除且将垃圾清除完毕后，由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捷恩斯企业有限公司」协同展馆承办人， 

验收确认无毁损情况，于展后 45 个工作日内退回汇款至指定账户。 

mailto:28910641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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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员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                                （公司名称）  

              

   ￭ 受托人姓名：                            （自然人姓名）  

                     

   ￭ 联系方式： 

     我                         （公司）指定上述受托人为我公司展会安全 

 员事项， 特此授权。  

 权限范围： 

1、对博览中心提出的安全整改要求，安排现场工作人员立即整改； 

2、在展会期间，对我公司搭建的展台，根据博览中心的安全管理规定进行

安全管理 

 3、其它                                     

                         

委托人（盖章）：  

                         

                                              年      月      日 

 

   ￭ 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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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地搭建登记表 

    

   

参 展 商  联 系 人  

展 台 号  联系电话  

展台面积  展台高度  用电功率  

搭建商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地    址  邮    编  

现场负责人  施工证号  

装修材料：（请另附图和相关材料） 

装修材料已防火处理                 是              否 

现场施工时有防火措施               是           否 

是否已备有防火涂料                 是           否 

电器名称 规格 数量 

日 光 灯   

射    灯   

高温灯具   

其他灯具   

插    座   

设备用电   

注意：被批准安装的高温灯具必须有足够的散热空间 

施 

工 

人 

员 

情 

况 

姓 名 工 种 身 份 证 号 码 

   

   

   

   

   

   

   

   

   

审核意见：                 同意                    不同意 

     

    审核人：                         客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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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安全承诺书 

   苏州文化博览中心有限公司： 

  我公司作为展会期间在苏州文化博览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博中心）场地内的施工单位/搭

建方，我公司承诺遵守以下安全责任要求： 

  1. 严格遵守《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05 号)和文博中心相关规章制度，服从 

     文博中心的施工管理和监督检查，保证展台在施工、展出和拆展过程中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2. 施工单位/搭建方对展览会展台施工安全质量承担责任。展台的结构必须牢固、安全，如因违规 

     施工等行为造成展位坍塌、坠物、失火等，造成现场人员生命及财产损失，均由施工单位/搭建 

     方承担赔偿责任，展馆方不承担任何损害赔偿责任及连带责任。 

  3. 施工现场的安全和防火由施工单位/搭建方负责，施工单位/搭建方应明确施工现场安全负责人， 

     组建施工安全管理小组，全面负责施工现场的安全、防火工作及施工队伍的管理。展览会开幕后， 

     施工单位/搭建方必须留电工、木工等值班人员，负责展台的安全管理和维护，发现问题及时处 

     理。严格、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05 

     号《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消防、安全工作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落实各项防火、安全责任和措 

     施，明确防火、安全负责人，并认真履行职责。 

  4. 室内展台严禁采用全封式顶棚，展台顶棚不得阻挡展馆顶部消防设施。顶棚保证要有 50%以上平 

     面开放面积，以确保展台的消防安全。背景板高出相邻展位时，背面必须使用（整块）白色 PVC 

     布做遮挡，不得有广告宣传等行为。 

  5. 展台施工人员须佩带本届展会核发的施工证件，一人一证，定人定岗。进入施工现场必须佩带并 

     系紧经相关单位检测合格的安全帽（违约金 500 元/次）。搭建施工超过 2 米视为高空作业，施 

     工人员要佩戴安全帽、安全带（违约金 500 元/次），升降车进入要设有防护栏。 

     注重各项安全环节。高空作业时，施工人员必须时刻遵守安全规章制度。脚手架等登高工具必须 

     固定，禁止在登高工具上有人的情况下移动登高工具；作业时地面必须设有监护人员；禁止在非 

     安全地带休息；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工具以防掉落伤及下方行人。违反上述规定或出现上述禁止 

     情形的，交纳违约金 1000 元/次 。 

  6. 展馆内禁止吸烟（违约金 200 元/次）。所有搭建材料、包装物及其它杂物应存放于展馆指定的区 

     域，不得摆放在展馆划定的消防分隔区域内，不得存放于过道及展台背后，不得遮挡、圈占、堵 

     塞消防设施，严禁在展馆内存放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品、压力容器及气瓶。 

  发生上述第 5 条、第 6 条的，将由直接在光地展位保证金中扣除。 

   7. 展台搭建限高 6 米，结构必须牢固、安全，墙体及横梁中间必须加有钢结构连接、固定。搭建 

      材料应使用难燃或经过阻燃处理的材料，符合环保要求，禁止使用弹力布等针织类材料作为装 

      饰。线材必须使用双层绝缘导线。如展馆方或组委会发现展台有不符合施工安全规范的情况， 

      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限期整改及停工处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将给予停工及清场处理，         

      并给予相应处罚。 



55 

 

   8. 严禁未按要求在展馆顶部、柱子、围栏及各种专用管线上吊挂、捆绑，所有结构应和自身主体 

      结构连接。如有违规现象，展馆方或组委会有权对该做出处罚。因吊挂、捆绑对场馆设施、设 

      备造成损坏的，将要求该展台方对场馆的损失进行赔偿。 

    9. 展馆内严禁油漆、喷漆、万能胶粘贴、腻子作业，展台施工不得使用电锯、电刨、电切割等加 

       工工具，不得使用易燃易爆物品，严禁明火作业。不准携带原材料在展厅内现场加工制作，只 

       允许现场组合安装作业。 

    10. 使用玻璃装饰展台，应采用钢化玻璃或夹丝玻璃，确保施工安装牢固并设有明确标识，以防玻 

        璃破碎，造成人员伤亡。 

   11. 特殊装修展台必须按消防要求配置合格、有效的灭火器材(2 公斤起)，灭火器在布展施工期间 

       必须均匀摆放在展台内，便于消防检查和使用，施工单位/搭建方未经允许不得擅自动用展馆 

       配电箱、水源、气源等固定设施。每个展台应单独申请施工及展期用电，严禁私拉乱接电源。        

   12. 照明灯具、布展电动工具等各种用电设施及材料应具有国家专业安全认证，并应按照国家电气 

       规程标准施工、安装、使用。电路施工人员必须持有国家认可的电工证施工。严禁在展厅公共 

       区域的空间架设强、弱电电缆，禁止使用麻花线或双绞线、电工胶布、接线必须使用接线端子。 

       广告牌、灯箱、灯柱内必须留有足够的通风散热孔。筒灯、射灯、石英灯安装时要离装饰物 

       30 公分以上，并加装接线盒，电线不得外露。 

       展厅内严禁使用霓虹灯、碘钨灯等高温灯具。 

   13. 施工单位/搭建方施工完毕后，应及时将剩余材料、工具等物品清理出馆，不得在展位外堆放 

       展品、工具等。  

       对在通道上堆放的物品，主办单位及展馆方有权予以清理，一切后果由施工单位/搭建方负责。 

   14. 撤展期间，各施工单位/搭建方不得野蛮施工（推、拉倒展台），违者将视情节轻重给予严肃处 

       理。必须将搭建材料全部撤离展馆。不得堆放在展厅连接处等展馆周边。 

   15. 现场施工管理部门有权对不符合要求的展位设计提出修改意见，并对搭建中存在隐患和不符合 

       安全消防要求的施工单位/搭建方提出整改意见并下发整改通知书。施工单位/搭建方必须按期 

       完成整改，并将整改结果及时回复现场施工管理办公室。 

   16. 施工单位/搭建方需购买企业责任险，特殊工种人员（如电工、登高作业人员等）需持证并按 

       规范要求进场作业。 

   17. 本承诺自签字盖章日生效，有效期包含展会全程期间，包含搭建期间、展览期间、撤场期间等。 

   18. 因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规定，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和责任，将由本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并承 

       担由此给展馆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 

  本展台施工单位/搭建方的法人委托授权人已仔细阅读此搭建安全责任书及上述提及的相关制 

  度，并保证严格遵守相关安全管理规定，否则愿意承担全部安全责任。 

 

施工单位/搭建方：（公章）                                                        

日期： 

 

施工（参展）单位现场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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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 

  

兹有  2018 华东电路板暨表面贴装  展览会参展企业，企业名称为                                  

，展台号为               ，搭建面积为             ㎡， 

现委托                                            公司为我公司展台搭建商，并且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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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搭建公司已同本企业签订相关搭建合同，确保展台安全施工及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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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安全； 

4、 配合组委会施工办对展台安全进行监督，如违反组委会施工管理办公室相关规定，组

委会施工管理 

  办公室有权对责任方进行处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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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单位（盖章）                             被委托单位（盖章） 

 

委托单位地址：                               被委托单位地址： 

 

代表授权签字：                               代表授权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2018  年     月     日                        201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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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装潢作业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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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国际博览中心装潢作业一般规定 

一、布展施工需知 

a. 需要对展台进行特殊装修的施工单位，请提前联系。获准进馆施工的单位须于进场前缴

交： 

(1)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 

(2)施工平面图、效果图(彩色)、电路图、使用材料说明等资料 

(3)展会安全员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搭建安全承诺书、展商委托搭建公司搭建委托书 

(4)经核准后，缴纳特装施工管理费、施工证件费、光地展位保证金等相关费用 

(5)在办理施工人员临时进馆施工证后，方可进馆施工。 

b. 布展期间，电锯、电刨等木工制作应在展馆外的指定场地操作，禁止在展馆内进行木工

材料及油漆类基础加工。 

c. 对统一搭建的标准展台及配置的展具,不得擅自拆装改动。严禁在展板、铝材及地上涂

漆及涂料、打钉和开洞。严禁用展馆的桌椅做登高工具,凡需自行搭建登高器具，需采

用安全器材，安全责任自负，也可向场馆营运部门租用。 

d. 在展览会开幕前，所有自行组织展台施工的参展单位应准时参加由公安、消防等部门组

织的安全检查，对检查出的问题应在开幕前解决，不得拖延。 

e. 中心允许使用可擦洗的粉笔或经批准使用的胶带在展览大厅地面上标识摊位位置，其它

地面划线方法不可使用。去除未经批准的地面划线的费用由主办单位负担。 

f. 展馆物流车辆限高 4 米，馆内搭建限高 6 米。 

g. 任何临时搭建物与展厅墙面必须保持 1.5 米距离。 

h. 撤展时，特装展位的搭建物由谁搭建由谁运回，不得遗留在场馆，否则不予退回清场押

金。 

二、安全管理规定 

为了维护展览会的良好秩序，防止各类事故的发生，确保展会安全顺利进行，依据社会治

安管理有关要求，制作本规定： 

a. 展会主办(承办)单位应遵守公安部关于【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治安管理办法】和【机关、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精神依法办展。须办理：公安机关“许可举

办活动决定书”、消防部门“同意举办展会消防审核意见书”方可进馆布展。 

b. 实行安全保卫责任制。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主办(承办)单位对展会的安全

负责，布展结束后，主办(承办)单位会同文博中心相关部门和公安、消防部门组织一次

以防火为主的安全大检查，对查出的安全隐患必须立即进行整改。 

c. 加强证件的使用管理。展会应统一制作，并盖有印章的有效证件。参(布)展人员须配带

证件进场，并服从安保人员的检查，证件不得转借，遗失立即向主办单位报告。 

d. 展厅严禁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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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参展商在展期内要妥善保管个人的提包、现金、手机、证件等贵重物品，不得随意丢放 

展位上，贵重展品要定人看管，提高警惕，严防盗窃、诈骗行为。 

 f. 参展商用餐请到展馆设置的餐饮区，禁止外来盒饭带入展馆，避免发生食物安全事件。 

g. 严禁在展馆内使用不符合安全要求的电气品动火焊接，严禁携带和展出各项毒品、易燃、

易爆、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严格执行文博中心【文博中心防火规定】，违者视情给予

严肃处理。 

h. 所有展台、展品、广告牌的布置不得占用消防信道，不得影响展厅消防设施的使用。不

得占用安全疏散通道，消防黄线内严禁布展。 

i. 室内展台严禁采用全封式顶棚，展台顶棚不得阻挡展馆顶部消防设施。顶棚保证要有

70﹪以上平面开放面积，以确保展台的消防安全性。背景板高出相邻展位时，背面必

须使用（整块）白色 PVC 布做遮挡，不得有广告宣传等行为。 

j. 参展单位的装修必须按消防部门的要求，所用材料必须必须使用难燃或进行防火阻燃处

理；电线走线必须套管。 

k. 全馆禁止使用易燃易爆和危险性化工产品，包括天那水、松节水、酒精以及火机气、氢

气、氧气等挥发性易燃溶液和可燃气体。 

l. 特殊装修展台必须按消防要求配置合格、有效的灭火器材(2 公斤起)，灭火器在布展施

工期间必须均匀摆放在展台内（每 50m2 配置 2 具），便于消防检查和使用，施工单

位未经允许不得擅自动用展馆配电箱、水源、气源等固定设施。 

m.参展单位应如实向文博中心工程部提出用电负荷，严禁私接线路和超负荷用电，自带   

 电工必须持有上岗证，服从文博中心工程部门对用电安全的管理。 

n. 室内展出的车辆油箱内的燃油不得超过红线。进场的机械、展品按承重规定不得超重，

服从文博中心设备保障部门的检查管理。 

o. 布、撤展货车按主办单位规定的间时进场，按指定地点临时停放，卸货(装货)后立即驶

出展馆，货车严禁在馆内过夜。展出期间进馆车辆按规定路线行驶，按指定位置停放，

所有车辆应服从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疏导。 

p. 特装展位的搭建按规定不得超高，场馆限高 6 米；广告牌的搭建必须牢固可靠，符合

安全要求；室外广告牌应具有抵抗风雨冲击的能力。搭建单位和使用单位应签订安全责

任书。 

q. 所有在布（撤）展期间进入苏州文化博览中心展会现场的人员必须佩带安全帽。搭建施

工超过 2 米视为高空作业，施工人员要佩戴安全帽、安全带、升降车上要设有防护栏

进入。高空作业时，施工人员必须时刻遵守安全规章制度，禁止在非安全地带休息，须

精心保管随身携带的工具以防掉落伤及下方行人。 

r. 展馆内严禁油漆、喷漆、万能胶粘贴、腻子作业，展台施工不得使用电锯、电刨、电切

割等加工工具，不得使用易燃易爆物品，严禁明火作业。不准携带原材料在展厅内现场

加工制作，只允许现场组合安装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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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施工单位应加强施工及施工人员的管理，因管理不善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和伤亡事故，责

任均由施工单位自负。 

t. 消火栓和地埋式消火栓等消防设施，严禁遮挡或覆盖。 

u. 展会布展前，参展商所有化工类展品、有毒有害展品及需要作特别处理的展品应提早向

场馆进行报备，在展览期间产生的污水及污染物有相应处理措施。展会结束后应当自行

带出馆外。 

v. 展场内不准有明火，如果动火作业（明火、电焊、气焊），必须向市消防局申报并办理

动火证后方可施工。 

w. 馆内装修禁止吊点。 

x. 展馆不得私自张贴广告；不得将背面有粘性的图案或宣传品粘于建筑物的任何部位；仅

允许使用非残留性的单面、双面布底胶带将地毯和其他地面覆盖物固定于水泥地面。不

得在花岗岩地面或墙面上使用粘胶物。展馆任何部位不得打入钉子、螺丝或钻洞。 

三、物业管理规定 

各参展单位及观展人员，除应当遵守本服务手册其它相关规定外，还应当遵守本物业管理

规定。 

a. 博览中心物业管理部门负责场馆有关物业管理事项的监督与管理工作，检查参展商及观

展人员的行为。 

b. 各参展商凡未向展会主办机构办妥相关手续的，应当向主办机构补办；必要时，可到本

馆一站式服务中心办理或补办。一切影响展馆安全、卫生、环境、美观、展场使用、设

施设备运行的事项均需事先征得本中心的许可。 

c. 为保证防火卷帘门的正常使用，展台或展品不得跨越防火分区布置。 

d. 广告牌、灯箱、灯柱内必须留有对流的散热孔，日光灯镇流器应采用合格的电子产品。 

e. 各摊位的筒灯、射灯、石英灯等灯具的安装必须与展品、装饰物等保持 30 厘米以上的

距离，并应加装接线盒，电线不得外露。 

f. 展馆各摊位不得使用电水壶、电壶、电炉、电熨斗等大功率电器设备，如确实需要使用，

应当申请批准后方可使用。大功率的灯具应加装防护罩。 

g. 为保证展场的安全，凡含有易燃展品的摊位不得增设照明设备。如：抽纱、纸、绢等展

品。此类展览品只能使用代用品。 

h. 展会闭幕后，参展商所有化工类展品、有毒有害展品及需要作特别处理的展品应当自行

带出馆外。 

i. 每日闭馆时及展会结束后，各参展商应配合安保人员做好清场工作，如： 

(1)清理摊位内的可燃杂物、火种和其它灾害隐患； 

(2)关闭本摊位的电源； 

(3)保管好贵重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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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展区内非经特别许可、不许带进包装箱存放物品。展区内禁止存放松散物体、包装物、

易燃易爆混合体、垃圾、液体或其它危险品。 

k. 电器安装时须线路连接可靠，充分考虑通风及散热，不与易燃物直接接触，以免发生

意外。 

l. 室外的电器照明设备应采用防潮型，并要落实防潮等安全措施。 

m. 未委托本中心保管的物品被盗，本中心不负责任。 

n. 在租用区域内分发的食品及饮料样品，主办单位应获得有关机构书面批准。 

o. 所有食品及饮料的样品应符合现行的健康、安全、卫生标准和其它一切中国食品卫生

管理部门规定。 

p. 未经许可不得在展馆钢结构的拱架、桁架、檩架上悬挂物体，如特殊需要应先征得博

览中心客户服务部许可，并固定在钢结构的结点位置，避免在上下弦杆、腹杆等结构

件上单独施加外力。 

q. 玻璃幕墙的拉杆和拉索、干挂花岗岩板材、板缝、板背钢结构件严禁悬挂、栓拉任何

悬挂物和绳索。 

r. 禁止将气球、拱门和横幅等广告物体栓在树杆、消火栓、伸缩门、石凳、窨井盖、小

品、雕塑、喷泉石板、室外音响、旗杆等设施上。 

s. 使用空调期间，主办单位必须协助做好展厅、会议厅等门窗的关闭工作，做到人员进

出随手关门，以确保空调的效果，减少能源的浪费。 

t. 展品和展示装修的主要油漆和涂料工作不得在中心内进行。进行修补润色性的表面涂

刷工作须征得博览中心客户服务部的许可，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禁止使用有

毒油漆和涂料；涂装施工应铺垫作业；不得在展馆内或展馆周围冲洗油漆物。 

u. 展馆仅允许使用非残留性的单面、双面布底胶带将地毯和其它地面覆盖物固定于水泥

地面。不得在花岗岩地面或墙面上使用粘胶物。 

v. 不得将背面有粘性的图案或宣传品粘于建筑物的任何部位。 

w. 参展单位不得在防碍消防设施、监控设施、空调送排风口和室内空气流通地方搭建隔

离物或展板以及堆放任何物品。展馆任何部位不得打入钉子、螺丝或钻洞。 

x. 禁止把垃圾、塑料袋及烟头等杂物投入到地面线槽、地下消火栓及厕所便坑、便池内。 

y. 车辆停泊在中心内部时必须熄火。漏油车辆下必须铺垫保护性材料。 

z. 进入展厅的叉车、运输车辆、手推车严禁在地面线槽盖板、地面诱导灯和其它地面设

施上碾压。 

aa.硬质轮子及可能在地面上留下痕迹的运输工具必须用软质材料包裹轮子后才能在中心

内行驶。履带式车辆必须在行驶方向的地面上铺垫木版或双层麻袋。 

ab.搬运桌椅、布展材料、装饰物品、展品等物体时严禁在地面上拖、拽，以免损伤地面

材料。 

ac.搬运超过（2 米长以上）对象时必须由两人扛抬，以防对象两头磕碰展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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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自动扶梯和客梯不能被用作运送任何货物、设备或家具。布展和撤展期间不得开动使

用自动扶梯。 

ae. 自动扶梯在停开期间严禁当作楼梯通行使用。 

af. 租用区域外所有区域视为公共区域。使用公共区域应事先经场馆管理方同意。 

ag. 展品运输、安置和展品操作等均应考虑楼面负重能力。如有疑问，主办单位和其承包

人应于搬入物品前向中心查询。展品有操作振动的机械机构，地面负重能力按减少

50%计算。 

ah. 有关分散载荷的方法和措施必须向中心有关人员书面说明物体的重量、尺寸大小、方

位、安装的方法等。 

ai. 凡涉及主要结构构件关键部位，中心保留有请相关专家到现场进行技术鉴定的权利，

其费用由参展商或主办单位承担。 

aj. 租馆期间对租用区域内的任何损坏均应由主办单位负责，相关参展商负连带责任。修

复及替换费用由中心测算，对费用金额有异议的，可在交费后委托双方认可的第三方

重新复核和结算差额。 

ak. 主办单位应当对其组织的观众人数按约定进行限制。 

al. 观众参观时间应尽量避开举行开幕式和闭馆时间，并控制当天观众人数总量。 

am.所有参展人员、观展人员与车辆应当按照本中心指定的出入口、通行线路及交通规则

进出本馆。 

an. 所有参展人员、观展人员与车辆应当配合本中心安保人员进行安全检查。对于有碍展

馆形象与安全的人员与车辆，本中心安保人员有权谢绝其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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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场馆管理制度 

 

一、消防及安全管理规定 

     a.展会现场消防安全管理要点提醒 

(1)本展馆是无烟展馆，严禁在展馆内吸烟，违者罚款 200 元/次，屡教不改者禁止进 

入展馆。 

(2)各施工单位施工人员须统一着装、佩戴合格的安全帽进出展馆（未戴安全帽罚款 500 

元/次），并持有由文博中心营运部门核发的有效施工证件出入展馆，自觉接受有关 

人员的验证工作。 

(3)每个光地展位必须自备 2 具以上灭火器。 

(4)馆内严禁动火。如确需动火作业的，必须经场馆物业部门书面审核批准后，在指定 

 场地、有专人监督情况、并做好相关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方可操作。 

      (5)根据公安消防方面要求，展馆将随时调整更新管理规定，现场参照正在实际实行的 

要求执行。 

     b.场地规划布局防火要求 

      (1)搭建展位或其他建筑所使用的材料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和苏州市地方消防安全    

        法规所规定的非易燃物且燃烧扩散率不低于 B1 级。 

(2)严禁任何妨碍火警警铃触点、消防栓，灭火器，安全门等消防安全以及监控设施正 

常运行的行为，消火栓不得被占用、遮挡或防碍开启。 

(3)保证消防通道、通向紧急疏散门之通道、以及出入口的畅通无阻，不得被占用、遮 

        挡或防碍开启，消防黄线内严禁布展。 

(4)不允许在吊顶喷淋装置或照明装置上附着或悬挂任何物品，不允许将聚光灯和其他 

        热装置对准或靠近消防喷淋装置。 

(5)展厅内所有展位最大搭建高度不能超过 6 米。 

(6)展台严禁采用不透光的全封闭式顶棚，展台顶棚不得阻挡展馆顶部消防设施，要保 

证展台顶棚至少有 50%以上的平面开放面积，以确保展台的消防安全性。 

(7)展馆有权拆除和移开任何未经批准或违反上述规定的搭建物或结构物，风险和费用 

  由参展商承担。 

      (8)凡进入中心开展特种作业，作业人员（如电工，焊割工，铲车驾驶员等）必须持有 

        政府规定的有关操作证，特殊工种无证人员一律不得作业，操作必须严格按各种规 

        程执行，杜绝一切违章操作和指挥。 

      (9)严禁在展馆内使用不符合安全要求的电气产品，严禁擅自动火焊接，严禁携带和展 

        出各种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和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 

      (10)展馆各摊位不得使用电水壶、电壶、电炉、电熨斗等大功率电器设备，如确实需要 

         使用，应向场馆申请批准后方可使用。大功率的灯具应加装防护罩。 

      (11)为保证展场的安全，凡含有易燃展品的摊位不得增设照明设备。如：抽纱、纸、绢   

         等展品。此类展会活动品只能使用代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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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场馆内严禁进行各类食品（饮料除外）的制作加工行为。 

       (13)其他消防安全事项参照《苏州市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执行。 

c.双层展台搭建设计图纸审查的规定 

        为了加强现场展位搭建管理，保证施工安全，相关单位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凡室内搭建展位层次为双层，多层展台及室内展台其展位搭建设计图纸（包括三 

 维效果图、详细尺寸图、展台平面图、立面结构图、恒载图、材料明细清单及相 

 关计算数据）必须经过主办方及展馆认可的审图公司审查或复核，否则禁止在展 

 馆范围内施工，并确保送审的展台在结构设计、承重、稳定性、强度上均符合国 

 家相关标准，具备足够的安全性。 

d.展台设计和搭建 

        (1)展台所设计的结构强度应当满足荷载所需要的强度，搭建应确保展台结构的整体  

强度、刚度、稳定性以及局部稳定性。 

(2)使用玻璃材料装饰展台，必须采用钢化玻璃，要保证玻璃的强度、厚度（幕墙玻 

璃厚度不小于 8mm），玻璃的安装方式应合理、可靠，必须制作金属框架或采用 

专业五金件进行玻璃安装，框架及五金件与玻璃材料之间要使用弹性材料做垫层， 

确保玻璃使用安全。大面积玻璃材料应粘贴明显标识，以防破碎伤人。若使用玻 

璃地台，则结构支撑立柱、墙体必须固定于地台下方，不得直接在光滑玻璃面上 

方搭设展台结构。 

(3)钢结构立柱应使用直径 100mm 以上的无焊接材料，底部焊接底盘，上部焊接法 

兰盘以增加立柱的受力面积，以保证展台结构的牢固性。 

(4)展台结构主体墙落地宽度不应小于 120mm，以确保墙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超 

过 6m 的大跨度墙体及钢框架结构之间应在顶部加设横梁连接，下部须加设立柱 

支撑，保证展台整体刚度和稳定性。 

(5)相邻展台所有结构背板墙必须做出妥善装饰处理。 

(6)展台施工不得使用易燃、易爆物品（如：酒精、稀料、橡胶水等），不得在馆内进 

行喷漆、刷漆等工作。展馆内不得使用电锯、电刨等加工作业工具。在施工期间 

不得使用电、气焊等明火作业，如有特殊要求须到中心物业部门办理手续，经批 

准后，方可施工。施工单位现场做好消防安全防护措施，并有专人负责。 

e.展馆顶部吊顶 

展台结构严禁在展馆顶部、柱子、横梁及各种专用管线上吊挂、捆绑，所有结构应

和展台自身主体结构连接。严禁利用展馆顶部作为吊装展台结构的临时工具。 

f.高空作业 

(1)凡登高作业（2m 以上作业）人员须戴好安全帽并系好安全带，以及其他必要安 

  全措施以防高空物品坠落伤人。 

(2)必须采用符合安全要求的合格登高工具，严禁使用不合格的登高工具。传递工具 

或对象时严禁用抛掷的方式传递，应采用传递方式或装袋或绳子吊等方式。 

(3)凡是不符合高处作业人员，一律禁止高处作业，严禁酒后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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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展台安装使用的升降机械/车辆应经乙方同意后方能进入展馆。 

g.设施安装 

(1)电箱申请-所有参展单位申请用电量时必须考虑安全载流量，保证电气电路、电气 

  设备不过载、不过流，安全运行，设施申请图纸（最终版）应在展会活动进场前 

  一周提交，超大型（超过 10 万平方米）提前一个月。 

(2)电箱接驳注意事项 

￭电气线路、电气设备的安装人员应持有效电工安全操作证。 

￭展台（含普通展台及特装展台）的搭建过程中，应使用合格的器材。材料使用 

双层护套铜芯线、电缆线、导线截面必须≥1。5mm。电气材料必须配备充足 

的安全载流量。严禁使用无护套单线、双绞线、铝芯配线应采用：线电压采用 

三相五线方式（L1、L2、L3、N、PE）；相电压采用单相三线方式（L、N、 

PE）。 

￭所有的金属构架、金属外壳必须可靠接地；导线敷设必须固定，不得随意敷设 

在道路、地坪及通道上，应穿管或采用其他方式敷设固定，电气线路穿越走道 

时必须有过桥板进行保护；导线支路连接时不得采用绝缘胶布直接包扎，必须 

采用绝缘瓷、塑接头连接再做好绝缘保护措施。 

￭标准摊位使用的配电箱必须放入展厅电缆沟内；特装展台使用的配电箱应放入

展厅电缆沟内或展台内；配电箱严禁放在过道、消防通道和展台的明显部位。 

￭各展位的筒灯、射灯、石英灯等灯具的安装必须与展品、装饰物等保持 30 厘 

米以上的距离，并应加装接线盒，电线不得外露。广告牌、灯箱、灯柱内必须 

留有对流的散热孔，日光灯镇流器应采用合格的电子产品。 

￭标准展位内电源只限一般照明及低功率电器使用。如需安装大功率照明灯具、 

电冰箱(柜)和电动工具等设备，需经场馆营运部门同意，并办理相关手续。 

(3)全场送电必须按照管理规定执行 

          按照管理规定时间点进行全场送电，在该时间点前两个小时，将播放事先录好 

          的广播通知，告知送电的时点以及相关的安全注意事项，参展单位应该在此时 

          间段内进行自我检查，并确保符合《低压电器安全操作规程》。 

        (4)展会活动闭馆期间清场及全场断电 

   ￭每日闭馆时及展会结束后，参展商应配合安保人员做好清场工作，如：清理摊 

    位内的可燃杂物、火种和其他灾害隐患；关闭本展位的电源；自行保管好贵重 

    物品。 

   ￭为确保展会活动全场的安全，杜绝消防安全隐患，主办方应确保在当天展会活 

    动结束，所有人员清场后，切断展场内所有设施的电源供应，馆方派专人进行 

    全场安全巡检，主办方应有专职人员会同巡查，如有未切断电源的展位，馆方 

    将关闭总闸，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参展商承担。被切断电源的摊位的供 

    电，由主办方于次日上午向馆方提出书面申请后，并经安全检查后，再由双方 

    共同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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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需要 24 小时不间断供电设施的展位，主办方应在提交最终版申请图纸前 

    以书面方式征得馆方同意，主办方可以保留不间断的电源供应。 

 (5)撤展断电 

           在展会活动闭幕的前一天，馆方收到主办方以书面方式约定的该场展会活动撤 

           展期间的断电时间，断电范围，保留供电的展位号码和保留时间（如有），馆方 

           严格按照该约定进行执行，对于断电后再提出送电的要求，必须经馆方现场检 

           查方能执行并有权收取相应的电费。如果现场不具备条件者，馆方有权拒绝。 

 (6)压缩空气使用 

           展出期间，主办方需延时或 24 小时供应的设施必须事先向馆乙方申请，全场 

           压缩空气供应、切断须由甲方统一安排时间执行操作（该申请需以厅为最小单 

           位）。 

 (7)特装摊位设施的申请 

   特装摊位应独立申请设施，不同展台不能共享同一设施。 

   h.危险物 

 (1)除非另经馆方和有关政府部门的书面允许： 

            ￭不得在中心内使用明火和易燃气体； 

            ￭爆炸物、石油和易燃、有毒、腐蚀性物质不允许在展馆内使用。放射性物质不 

             允许带入展馆； 

            ￭在任何时间，放于租用区域或摊位内的固体或液体危险物的库存不得超过 1 天 

             的使用量； 

            ￭剩余物应置于专用容器内且封存于政府部门、主办方和馆方同意的地点； 

            ￭有毒废物必须密封装入适当容器，相应标明几好，并根据政府相关的废弃物处 

             理方法进行管理。 

            ￭展会期间产生的油污、颜料等特种工业垃圾由展商自行带走或委托展馆方进行 

             特殊处理。展会闭幕后，参展商所有化工类展品、有毒有害展品及需要作特别 

             处理的展品应当自行带出馆外。 

            ￭严禁在租用区域或中心内设有禁止吸烟标志的区域吸烟。 

  (2)未经馆方书面批准，下述物品禁止展示或进入中心：武器、枪支、刀剑、弹药、 

    炸药、易燃物、放射性物质和其他危险物品以及禁止进口的物品，侵犯专利权 

    的物品，可能有碍馆方顺利经营的物品和任何被政府有关部门禁止的物品。 

    i.压力容器 

(1)参展商及主办方应负责对存放氦、压缩气、氩、二氧化碳等任何其他压力容器 

  的合理运输储存。 

(2)一旦收到馆方通知，应立即将非妥善安置受压容器移至馆方指定位置。 

(3)所有带入中心的压力容器和设备应遵守有关安全标准和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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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演示、操作展品 

(1)所有做运行演示的机器应安装安全装置及运行标志，只有当机器被切断动力源， 

并确保无安全隐患时，这些安全装置才能拆除。 

(2)运行的机器必须和参观者保持相对安全的距离，并应该使用安全防护装置。 

(3)仅能在所租用区域的展位上演示机器、设备，并有合格的人员操作，运作时必 

须由上述人员监管，若没有采用充分的防火措施，不得使用发动机、引擎或动 

力驱动机器。 

(4)室内展出的车辆油箱内的燃油不得超过红线。  

         k.油漆 

在中心范围内不允许进行任何方式的油漆作业。 

        l.紧急疏散措施 

(1)所有人员应遵守所制定的紧急疏散方案。 

  (2)在紧急疏散时，应服从馆方工作人员的指挥。 

  (3)对组织的观众人数严格限制，一般以展厅租用面积每天 1 平方米 1 人计算。 

  (4)制定活动期间的火灾应急方案，并报馆方和公安等有关部门审核备案。 

  (5)特殊情况（如特大型展位的搭建与拆除、大型设备的进出与安装等）应制定单 

    项工作方案并经乙方同意。 

  (6)应确保其搭建人员受过训练，能确保使用馆方提供的急救/消防设施。 

 

二、设施保护管理规定 
a.展台的搭建和拆除 

      (1)如搭建隔墙，必须在墙下设置夹板或建筑用纸来保护地面。参展商或搭建商承担 

         所有由于展位搭建和拆除而造成的地面损坏产生的修复费用。 

      (2)未经馆方事先同意，不得在建筑物的任何部分上使用钉子、胶、图钉或类似材料或 

         钻洞；即使经同意，参展商或搭建商也应对此产生的一切损失承担责任。未经许可， 

         不得在入口大厅内施工，展馆内的任何设施、设备和结构不得擅自依靠、借力使用。 

      (3)地毯铺设必须使用环保地毯及布制双面胶，严禁使用含碳酸钙的劣质地毯、双面海 

         绵胶及其他难以消除的材料。 

(4) 应负责去除所有在租用区域内的胶带和残留标记。因使用未经批准的胶带所造成的

对建筑物任何的损害所产生的费用应由参展商或搭建商承担。 

(5) 不允许将可直接粘贴的图案或宣传品粘贴于所属建筑物的任何部位，有关馆方因清

除此类物品并修复任何损害所产生的费用应由参展商或搭建商承担。 

(6) 允许使用可擦洗的粉笔或经批准使用的胶带在展馆地面上表示摊位位置，其他地面 

划线方法不可使用。去除未经批准的地面划线而产生的费用由参展商或搭建商负担。 

b.地面承重 

(1)展馆地面承重能力为：一层展厅 5 吨/平方米，三层展厅 1.5 吨/平方米，室外展场 

2 吨/平方米。展品操作时如有垂直振动部件，上述的地面承重至少应减去 50%。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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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内两条主电缆沟上严禁搭建摊位或堆放重物。展品运输、安置、演示操作等应考 

虑上述地面负重能力。如有疑问，请于搬入物品前向馆方查询。 

      (2)展品运输、安置和展品操作等均应考虑楼面负重能力。如有疑问，主办单位应于搬 

        入物品前向中心查询。展品有操作振动的机械机构，地面负重能力按减少 50%计算。 

        有关分散载荷的方法和措施必须向中心有关人员书面说明物体的重量、尺寸大小、 

        方位、安装的方法等。 

    c.垃圾及废水处理 

      (1)主办方负责清除租用区域、服务区域及装卸货区和运输通道内的所有垃圾及废物。 

        所有展台结构应在撤馆时全部撤离中心范围（包括展馆、卸货区、广场、停车场、 

        周边道路等）。 

      (2)馆方向主办方提供一般垃圾及废弃物处理服务。 

      (3)废水必须倾倒在馆方指定地点，不准在中心室内外地沟及卫生间的洗脸池和水池倾 

        倒任何废水、食物和垃圾。 

      (4)在搭建和拆除摊位时应正确使用展会活动大厅内提供公用事业服务的地沟，必 

        须确保不将废水垃圾、塑料袋及烟头等杂物排入这些地沟，而是正确处理至指定排 

        放区域。 

     d.沙石、泥土及类似材料 

如果展会活动，展示需要使用沙石，泥土，花园用泥炭、苔及其他类似材料，必须

在地板上铺贴一层防漏保护物。必须保证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措施以免使上述材料粘

污中心的任何部位。还需保证不使水渗漏。对于因违反上述规定而对馆方造成的任

何损害将由参展商及搭建商承担全部责任。 

e.粘贴物 

(1)展馆仅允许使用非残留性的单面、双面布底胶带将地毯和其他地面覆盖物固定于 

水泥地面。不得在花岗岩地面或墙面上使用粘胶物。 

(2)不得将背面有粘性的图案或宣传品粘于建筑物的任何部位。 

 

三、展品及搭建物进馆的搬运 

a.物品搬运 

       (1)运货车辆到达中心后，应按照排定的进场顺序及指定的运输通道进入指定的卸货 

位置卸载，并停放至指定专用停车位置。 

(2)在公共区域、观众通道、入口大厅和入口广场范围内禁止搬运物品。 

(3)搬运桌椅、布展材料、装饰物品、展品等物体时严禁在地面上拖、拽，以免损伤地 

面材料。 

(4)搬运超过２米长以上物件时必须由两人扛抬，以防物件两头磕碰展馆设施。 

(5)自动扶梯和客梯不能被用作运送任何货物、设备或家具。布展和撤展期间不得开动 

使用自动扶梯。自动扶梯在停开期间严禁当作楼梯通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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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货物交递 

       在进馆期间，所有参展商提前运抵展馆的货物应由指定的主场运输商处理。馆方不 

       接受任何提前运抵的货物。 

     c.货箱储存 

       (1)由馆方指定的现场搬运商在指定的放置范围内处理所有的货箱储存事宜，搬运商 

         应负责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货箱堆放的安全、整齐、美观。如主办方要指定现 

         场搬运商，必须经馆方同意，负责现场搬运及货箱存储事宜，并缴纳相应的管理 

         费用。 

(2)展会活动样品拆箱后，包装箱、碎纸、泡沫和木板等易燃物必须及时清出展馆，禁 

  止在公共通道上摆放包装箱和展品。 

e.运输车辆 

(1)车辆进入装卸区请事先到馆方一站式或物业管理处办理《运输车辆出入证》，凭证 

装卸货物。保安人员有权阻止未遵守现场管理的车辆进入装卸区。 

(2)办证手续费暂不收取，押金 200 元，按时装卸货完毕离开时，凭《运输车辆出入 

证》及押金收据退押金。《运输车辆出入证》如有损坏或遗失需赔偿人民币 50 元/ 

张。 

(3)运输车辆进入场馆装卸货时间为 2 小时，超过 2 小时押金将扣除。货车严禁在卸 

货区过夜。 

(4)装卸期间司机须服从保安人员的指挥，不得离开驾驶室。装卸完毕应立即离开。不 

得滞留。导致交通堵塞者，将给予扣除押金处理。 

(5)运输车辆进入展馆内装卸货，请事先提出申请，并做好保护场馆装置，根据保安制 

定的地点停放。活动期间运输车辆不得进入装卸区，如有特殊情况，经批准后进入， 

按规定支付管理费 50 元/辆，其他手续同前。 

(6)办证时间从上午 8：30 开始，结束时间视主办方工作时间而定，运输单位如有特 

  殊原因延长工作时间，需提前一小时申请，并至服务点办理相关手续。 

(7)任何车辆未经许可，不得进入展会活动大厅内。 

(8)场内车辆的操作应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作业，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车速 

  不得超过 5 公里/小时。 

 

四、其他服务管理规定 

     a.公共区域及通道 

(1)租用区域外的所有区域皆视为公共区域。使用公共区域的展会活动会/非展会活动 

  活动应事先经馆方同意。凡是未经馆方许可在公共区域内擅自搭建或堆放物品的， 

  馆方有权责令其拆除或移除。不听劝阻的乙方将按垃圾处理上述物品。 

(2)货物通道-展品及大件货物只能由指定的货物通道进入展场。 

(3)展商/观众通道-展商可经指定的展商通道进入展馆；观众只能由指定的通道进入展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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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消防信道-所有消防信道必须保持通畅，严禁在消防通道上搭建摊位或放置物品。 

     b.开馆期安全 

(1)参展商在展期内要妥善保管个人的提包、现金、手机、证件等贵重物品，不得随意 

丢放展位上，贵重展品要定人看管，提高警惕，严防盗窃、诈骗行为。 

(2)参展商应加强本单位参展人员的管理，因管理不善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和伤亡事故， 

责任由参展商自负。 

(3)参展商现场租赁展具请至展馆或主办单位指定的展具租赁服务点办理，禁止向其 

他未经展馆或主办方授权的个人和单位租赁展具，避免造成自己展具丢失。 

c.餐饮及花草  

 (1)馆方场馆内有指定的餐饮和花草供应商，未经馆方同意，任何其他供应商不得经 

   营此类业务。 

(2)凡馆方同意暂时引进的补充餐饮应具备相应的经营资质。在进馆前应到园区政府 

  相应的机构进行备案。并向馆方承诺自行对所出售的食品卫生问题负责。 

(3)凡是被同意引进的补充餐饮，只能在馆方指定的区域内设点销售。不得擅自进入展 

  馆。 

(4)未经馆方同意，自行购买的外来盒饭禁止带入展馆 

     d.声音控制 

       博览中心室内、室外展区和其他功能区的声音音量不得超过 75 分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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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家具租赁参考图，以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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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租赁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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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如何为你的展品买一个适合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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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你的展览品买一个适合的保险 
海湾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黄世政副总经理 

就以往实务上了解一般参展商只有帮其参展品购买一般水险全险保单( CLAUSE Ａ或 ALL 

RISK MARINE INSURANCE POLICY)或俗称水险全险保单就以为所有会发生风险均被承保实

不知此种保单所承保范围实在有限并不足以含盖整个展品在整个参展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风

险现先就展品在整个参展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风险来分析： 

1.从工厂至目的地港后运送至运输公司代理货仓或展览馆货仓暂时存放 

2.从上述地点运送至展台 

3.将展品拆箱后组装并将空箱送至存放地点存放 

4.展览期间可能发生被偷窃或被破坏及任何不可抗拒之灾害而造成之风险如火灾和窃盗或因

展品而造成第三者人身受伤或财物损失 

5.展品因售出须做短暂存仓后运交买主指定地点中之损失 

6.展品于展毕复运回国或转至第三国 

以上为基本上可能会发生的风险但如有特别需求则须事先安排以避免不需要的费用发生及困

扰。 

现就一般水险全险保单所承保范围来分析比较就很容易了解此种保单并不足以确保上述可能

会发生风险均被承保。 

1.一般水险全险保单所承保范围有一定的范围如起点和终点如风险发生在在此范围外不在承

保范围故不赔。 

2.一般水险全险保单所承保范围有一定的时间规定如展品必须在运输工具到目的港后海运 60

天空运 30 天内须从海关仓库运送至保单所标示之终点否则不赔偿且当货到下车后保单立即

无效。 

3.一般水险全险保单所承保之工作风险有一定的限制如当展品运送至终点并且从车上卸至地

面后则此一保单则自动无效。 

由上述之分析比较各位就可以很容易发现以前贵公司所安排之保单并不足以含盖所有可能发

生的风险故事先的规划则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如因事前规划不当可能造成 贵公司之展品于

需求时无法投保或保费偏高等情形发生。 

且对展品所投保之保额也因考虑实际需要是否要加保百分之十因为一旦展品受损保险公司将

负担将展品回复至原来之状况所需之费用而不会因展品有加保百分之十而多赔偿百分之十。 

展商须考虑何种保险条款才适合须视展品之特性和贵司之需求来决定如展品属于一但破损则

无法修复如玻璃制品则可考虑只投保平安险（ＦＰＡ）以节省保费。 

有些参展商误认为当其展品交付于运输公司后所有造成展品之损失则运输公司须负责赔偿孰

不知所有的运输公司于运输合约中均会设定其赔偿条款及限定赔偿金额甚至不赔偿且有些损

失并非在运输途中所发生例如在展品交付展商在展览馆或在展览期间遗失或被破坏及任何不

可抗因素而造成展品之损失则展览馆或主办单位也不于赔偿甚至因展品之操作或外观设计而

造成第三者受伤均可能面临巨大的索赔。另有关第三人责任险和产品责任险绝大部份参展商也

忽视到展品在展览期间可能对第三者造成伤害而可能必须面对巨大的民事赔偿而导致公司遭

受到巨额的损失。 

从上而知所有可能会发生之风险的损失均由参展商自行负担故如何安排一个适合的保险是非

常重要因为它可以把你的损失减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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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展馆周边商业及停车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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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周边商业及停车场分布图 

请参展厂商及参观来宾停放于图上 P1 停车场(入口由观枫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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