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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参展商 

尊敬的参展商： 

欢迎贵公司参加第三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为便于参展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我们编写了这本参展手册。仔细翻阅参展手册中的相关内

容，将帮助您顺利参加本次展览会，手册中的各种表格，填写后请您若是纸质的请您复印一份存

档，原件交于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以便今后查证。根据贵公司选定签订的展位形式和

需要请分别填写后续表格（见第 9 页列表）。 

 

展览会日程安排 

参展商报到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会展服务区 

特装参展商、搭建商报到 2015 年 4 月 6 日 10:00—16:00 

参展商报到 2015 年 4 月 7 日—8 日 08:30—16:00 

布展时间 
特装 2015 年 4 月 7 日 08:30—17:30 

标摊/特装 2015 年 4 月 8 日 08:30—22:00 

开展时间 

2015 年 4 月 9 日 08:30—17:30 

开幕式（4 月 9 日） 10:00 

2015 年 4 月 10 日 08:30—17:30 

2015 年 4 月 11 日 08:00—16:00 

撤展时间 2015 年 4 月 11 日 16:00—22:00 

在开放期间，观众每天 9:00 开始进馆参观，16:30 开始停止入场，17:00 清馆。 

11 日观众 15:00 停止入场，16:00 清馆。 

 

  

 

 

 
             www.citex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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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确认书 

                                       ： 

欢迎参加第三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贵公司参展费用已收到。 

贵公司展位确定为               。 

请于 2015 年 4 月 7 日（特装展位）、8 日（特装展位、标准展位）

9:00—16:00 持本确认书，按所在展馆位置分别到深圳会展中心二层会展

服务区以下相应服务台报到，领取参展证并办理相关参展手续。 

1 号馆：205 服务台；4 号馆：216 服务台；6 号馆：205 服务台 

为加快特装报到速度，特装展台的承建商可提前于 4 月 6 日

10:00—16:00 到深圳会展中心以下服务区服务台办理特装的有关手续。 

 1 号馆：206 服务台  4 号馆：216 服务台   6 号馆：201 服务台 

注： 

1．参展商请持本确认书的原件报到，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失误。 

2．这份确认书的背面，是本届展会的安全责任书。请贵公司在责任

书上签字盖章。当你在组委会报到时，就视同你公司了解了责任书的相

应条款。 

3．报到时，请附上一张您的名片。 

       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组委会（代理商） 签章：           
  

                                   （盖章有效） 

                            20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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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安全责任协议书          展位号：               

为确保本届展会安全、顺利进行，展览会组委会与参展商签订本协议。 

你公司的参展主要展品（请列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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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服从展览会组委会的管理。 

2．参展人员须佩戴参展证，凭证进入展馆。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到岗和离岗。 

3．不得在电子信息博览会上展出与电子信息博览会无关的产品（如首饰、保健器械、服装等），

或主办单位不认可的展品。 

4．严禁将易燃、易爆、有毒、有放射性物品携入馆内。严禁使用弹力布等不符合消防要求的装

饰材料。所有展具均应符合消防要求，并做防火处理。 

5．严禁在展馆内吸烟，严禁明火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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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具。 

7．展览期间携小件物品出馆须到组委会现场业务组登记，开具携出证。 

8．每天早 8:30 参展商开始进入各自展位。开馆期间（ 9:00 到 17:00 ），展位内安全责任由各参

展商承担， 17:00 开始清场，参展单位工作人员应在保安人员清场到本展位时，方可离

馆。17:30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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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易丢失的小件、贵重展品，在布展安置时请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如高挂、拴牵、固紧、加

防护罩等）。如有必要，可在每天闭馆时携出展馆，第二天开馆时再带进馆，但必须到现场业

务组开具携出证，由展馆大门保安验证放行。 

11．参展工作人员个人物品如背包、手机等要妥善保管，以防丢失。 

12．各参展商要切实遵守知识产权的有关规定，严禁侵犯他人的正当利益。 

13．国际展位为海关监管区，属海关监管物品出馆时须由组委会开具携出证，经海关核准后放行。 

14．展览会于 11 日 16:00闭幕。其后，组委会开始为参展单位统一开具所有展品携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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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本参展商已购买相应的保险或承担相应的风险。保证主办单位免于承担任何因本参展商或其

代理商的错误，疏忽引起的各类赔偿要求、损失、破坏、责任、裁决、开销、成本和费用及

直接造成的损失。 

17．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备查。 

参展单位：                                  展览会组委会                       

 

代表人（签字）：                             日期：                             

（此表复印留底，以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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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南 
会展中心位置图： 

 
 
途径深圳会展中心的巴士线路 

会展中心北门（福华三路）： 

76、38、109、235、374、375、379、K578 路 

会展中心南门（滨河路）： 

229、337、338、353、369、382、E13、J1 路 

会展中心西门（益田中路）： 

64、71、76、80、235、374、M223 路 

会展中心东门（金田路）： 

34、K113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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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地铁： 

1、4 号地铁会展中心站，D 出口出，从会展中心北门进入展馆。1、3 号地铁购物公园站 D 出口

出，从会展中心西门进入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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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深圳机场--深圳会展中心 

○1 机场穿梭巴士-327 路机场巴士（竹子林下车转乘地铁至会展中心） 

○2 机场穿梭巴士-9 路 会展中心站下车即到 

○3 地铁 1 号线会展中心站 
 
深圳火车站--深圳会展中心 
 

○1 地铁 1 号线会展中心站 

○2 337 路巴士会展中心 
 
 
深圳西站（火车站） 
 

○1 229 路：火车西站--会展中心南 

○2 353 路：火车西站--会展中心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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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搭建商需填写反馈表格列表 

A．所有参展商必须书面（或上网）填写以下表格： 

内容（项目） 截止时间 页码 费用情况 接收单位 

安全责任协议书 2015 年 4 月 6 /7 /8 日 第 4 页 免费 组委会 

1、公司名称或标准展位楣

板字 2015 年 3 月 13 日前 第 12 页 免费 组委会 

2、会刊登录表 2015 年 3 月 13 日前 第 14 页 免费 组委会 

B．特装展位的参展商(搭建商)必须书面填写以下表格： 

内容（项目） 截止时间 页码 费用情况 接收单位 

6-5 场地管理费/清洁安全

押金 2015 年 4 月 6 日前 第 23 页 付费 相应展厅主

场搭建商 

14、特装展位设计方案表 2015 年 3 月 13 日前 第 32 页 免费 相应展厅主

场搭建商 
深圳会展中心进馆作业安

全承诺书 2015 年 4 月 6 /7 /8 日 第 33 页 免费 相应展厅主

场搭建商 

 

C. 通用表格（请各参展商根据展位的需要填写、申请） 

内容 截止日期 页码 费用情况 接收单位 

3、展商胸卡 2015 年 3 月 20 日 第 16 页 免费 组委会 

4、会刊广告 2015 年 3 月 13 日 第 17 页 付费 见表格 

5、现场广告预订 2015 年 3 月 20 日 第 18 页 付费 见表格 

6-1 展位电源申请 2015 年 3 月 20 日 第 20 页 付费 相应展厅主

场搭建商 

6-2 移动空压机 2015 年 3 月 20 日 第 20 页 付费 相应展厅主

场搭建商 
6-3 INTERNET、电话

租赁表 2015 年 3 月 20 日 第 21 页 付费 相应展厅主

场搭建商 
6-4 电器设备及展具

租赁表 2015 年 3 月 20 日 第 22 页 付费 相应展厅主

场搭建商 

6-6 灭火器租赁 2015 年 4 月 7 日前 第 23 页 付费 相应展厅主

场搭建商 

7、货车登记反馈表 2015 年 4 月 1 日 第 24 页 免费 见表格 

11、客户邀请 2015 年 3 月 20 日 第 28 页 免费 见表格 

12、贵宾提名 2015 年 3 月 20 日 第 29 页 免费 见表格 

13、预定酒店、返程火

车票、飞机票 2015 年 4 月 1 日 第 30 页 付费 见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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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位有关规定与说明： 

1．标准展位的配置图： 

 

 

 

 

 

 

 

 
2．标准展位包括：带公司名称中英文楣板一套，三面围板，两支射灯（100W），一张简易桌，两把折椅， 220V
（500W）电源插座一个，垃圾桶一个。 
 
3．标准展位的电源容量最大为 500W，只供参展企业用于手提电脑、小容量展品演示用。标准展位如果需要大容

量电源，如加热、加工型用电器，请按表 6-1（第 13 页）提前向各展厅主场搭建商申请独立电源。应并经检查合

格后方可使用。 
 
4．标准展位不能随意更改布置。如果参展企业调整标准展位的基本配置，须向标准展位所在场馆的主场搭建商

申请。 
5．选择标准展位的企业，不能自行更改其展位的结构及内部设施。 
 
6．为了增加展览整体效果，主办单位将对标准展位进行一定程度的修饰。请各位参展商共同遵守主办单位的改

动。 
 
7．若将标准展位进行除楣板字以外的自行更改、重新搭建，主办单位将按特装展位处理。标准展位的自行修改、

重新搭建必须报主办单位备案。设计、施工尽量由各展厅的主场搭建商来实施，以避免对其他的标准展位造成不

良影响。各展厅主场以外的搭建商，若搭建超过标准高度（2.45 米）的方案，必须报主场搭建审核，施工单位必

须具有施工资质。参展企业应向所在展厅的主场搭建商交纳施工管理费、清洁押金、施工安全押金，申请电源、

展具。主办单位不再提供原标准展位的任何设施（包括地毯）。 

特装展位申报及搭建要求 
1．设计图纸消防审批：参展商必需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前将展位设计草图及用电布置图呈交各场馆主场搭建商

审批。注明实际尺寸，详附平面布置图、展位正视图、电话、电力装置、用色及用料、视听器材等资料。主办机

构有权拒绝批出设计草图及图则，或要求参展商做出修改。除非设计草图及图则获主办机构书面批准，否则参展

商不得在展览场地自行搭建展位。 

2．高度限制：除非参展商事先获得主办机构书面批准，否则所有展位装饰、装置及展品高度均不超过 5 米。 

3．相临两个特装展位，其中一方不得利用另一方的展板做背板，要有自己独立的背板。并且即使背板的高度符

合展馆的统一要求，其高出相临展位的部分，也不可露出结构，要进行有效遮挡，并在背面高出相临展位部分不

可张贴任何文字与广告图片。 

4．电力装置：所有电力装置必须由大会指定的主场搭建商负责安装。有关费用由参展商负责。电力装置设计草

图及图则须连同上述展位设计图，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前呈交贵公司所在场馆的主场搭建商审批。 

5．选择搭建商：租用特装展位的参展商可委托所在展厅的主场搭建商或自己聘请搭建商设计及搭建展位。但施

工设计图纸必须经所在场馆的主场搭建商审核。必须遵守会展中心的各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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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服务联系名单 
组委会/主办单位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大会综合信息咨询：贺琼华 杨晓东 电话：010-51662329 转 23/26  传  真：010-68132578 
大会现场信息咨询：郝宝恒 电话：010-51662329 转 32            传  真：010-68132578 

 邮  件：haobh@189.cn 

主场搭建商（特装报图、展具租赁、用电申请等） 

1 号展厅 深圳会展中心 
工程部 

电话：0755—82848710 
传真：0755—82848714 
报图邮箱：2382442541@qq.com     黄小姐 
电话：0755—82848711         翟小姐 
传真：0755—82848714 
预租邮箱：292932124@qq.com   

 

6、7、8、9
号展厅 

深圳市中智兴 
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电话：0755—81488483-609/638 
传真：0755—28153794 
报图邮件：zzxzl@zzexhibit.com 
报电、租赁邮箱：project@zzexhibt.com 
http://www.cnzthz.com/ 

肖  妮 
赵思捷 

4 号展厅 北京东方世源 
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电话：18501340132 
18611913066 

传真：010—88381285 
邮件：dfsy@163.com 
http://www.bjdfsy.com/ 

徐建华 
陈经岗 

 

境内企业展品提货/存放 
深圳会展中心储运部 
联系人：陈忠春                      联系电话：0755-82848646  传真；0755-82848748 

境外展品指定承运商（保昌展览搬运有限公司） 

香港 

香港九龙九龙湾大业街 59号三湘九龙湾货运中心 1字楼 A座 

电话：(852) 2798 6628  传真：(852) 2796 5606 

联系人：叶静雯小姐：(852) 3420 5415（直線）  verby.yip@exhibition.baltrans.com 

陳柏涛先生：(852) 3420 5419（直線）  chris.chan@exhibition.baltrans.com 

www.baltrans-exhibition.com 

广州 

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六马路 33号宜安广场 2401、2414室 

电话：（020）2883 5008 

传真：（020）2883 5001 

联系人：雷锦桥先生 

        jay.lei@exhibition.baltrans.com / info.can@exhibition.baltrans.com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7号汉威大厦 16B15室 

电话：（010）6561 4171 

传真：（010）6561 4170 

联系人：何淑隽            Jenny.he@exhibition.baltrans.com 

 

签证申请 
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               地址：北京市复兴路 49号（100036） 

电  话：010-5166 2329转 68    传真：010-6813 2578 

邮  件：zhangxi@ceac.com.cn 

联 系 人：张  曦 

         

mailto:haobh@189.cn�
mailto:292932124@qq.com�
mailto:zzxzl@zzexhibit.com�
mailto:verby.yip@exhibition.baltrans.com�
mailto:chris.chan@exhibition.baltrans.com�
http://www.baltrans-exhibition.com/�
mailto:info.can@exhibition.baltrans.com�
mailto:Jenny.he@exhibition.baltra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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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名称或标准展位楣板字 

截止日期：2015 年 3 月 25 日 

 
表格 1  标准展台楣板公司名称                         

 
标准展台楣板公司名称与会刊信息中的公司名称相同。 

请回执：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市复兴路 49 号（100036） 

电话：010-51662329 转 95 

传真：010-68132578 

邮件：yaoyixian@ceac.com.cn 

联系人：姚一娴 

展位号：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授权人签名： 

所有申请展位并已付款的参展商，必须填写该表格，并在截止日期前返还至主办单位。对于

标准展位参展商，名称将印在楣板及大会有关资料上，特装展位的名称将印在大会有关资料上。 

1-1 公司名称或标准展位楣板字（中文） 

请保持字迹清晰，并限定在 15 个汉字以内。多于 15 个汉字，可能无法刊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2 公司简称 

为使贵公司简称出现的引导图上，请斟酌贵公司的简称，并填入下表。简称须 4 个汉字以内。 
 

 

1-3 公司名称或标准展位楣板字（英文） 

请用书写体填写贵公司的英文名称，或用打印机打出，以便主办单位确认。主办单位均采用大

写。 

               

               
• 如果在截止日期仍未提交的，主办单位将采用合同书上的公司名称和内容，现场修改楣板，

每块楣板收费 200元，并只能在 2-4小时内完成更换。 

•同一展位楣板出现两个以上公司名称，展商名称上下排列且不标注英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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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要求的楣板请直接与相应的主场搭建商直接联系，缴纳相应的费用。 

 
 

标准展台楣板公司名称与会刊信息中的公司名称相同。 

对于标准展位参展商，名称将印在楣板及大会有关资料上，特装展位的名称将印在大会有关

资料上。 

• 如果在截止日期仍未提交的，主办单位将采用合同书上的公司名称和内容，现场修改楣板，

每块楣板收费 200元，并只能在 2-4小时内完成更换。 

•同一展位楣板出现 两个以上公司名称，展商名称上下排列且不标注英文名称。 

特殊要求的楣板请直接与相应的主场搭建商直接联系，缴纳相应的费用。 

 

 

 

 

 

 

 

 

 

 

 

 

 

 

 

 

 

 

 

 

 

 

 



                                   2015 第三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CHI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O 

14 
 

 

 2、 会刊登记表（截止时间：3 月 25 日） 
 
凡参加 CITE 2015的展商，提交《会刊登记表》给组委会，展商的信息将会刊登在 CITE 2015会

刊上。会刊资料的提交非常重要，请展商务必按时提交。 

请填写并提交至您的业务代表，或者将以下表格填好发至：yaoyixian@ceac.com.cn   

CITE2015组委会姚一娴女士电话：010-51662329 转 95 传真：010-68132578 

 

公司名称*  展位号*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手机  

电话* +86- 传真* +86- 

E-mail  网址  

LOGO* （请粘贴图片于此处） 

产品关键字 /

品牌* 
 

公司和主要 

产品简介* 
（中英文最多不超过 50 字） 

典 型 应 用 产

品 
请填写公司产品在应用领域中应用的具体产品，可多填。 

产品分类（多

选）* 

口 数字视听（智能电视、音响、数字家庭、数码产品）； 

口 移动智能终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口 智能汽车； 

口 软件与互联网（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软件产品）； 

口 平板显示类（LCD、OLED、LED、触摸屏；      口 智能机器人展区；     口 3D 打印展区； 

口 智慧城市；        口 产业互联网；            口 互联网金融 

口 可穿戴和创客；    口 电子烟； 

口 电子仪器与设备；  口 锂电新能源；            口 IC 与元器件  
 

展品 1  

展品名称*  

展品图片* “01.jpg”（jpg 或 gif 格式） 

展品型号  

展品类别*  

展品特点* 80 字以内 

采用标准 80 字以内 

展品结构 80 字以内 

典 型 应 用 产

品* 
请填写此产品在应用领域中应用的具体产品，可多填。 

展品 2  

mailto:yaoyixian@cea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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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名称*  

展品图片* “02.jpg”（jpg 或 gif 格式） 

展品型号  

展品类别*  

展品特点*  

采用标准  

展品结构  

典 型 应 用 产

品* 
请填写此产品在应用领域中应用的具体产品，可多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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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展商胸卡                                               
 截止日期：2015 年 3 月 20 日 
 
展商胸卡     

请回执：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市复兴路 49 号 

邮编：100036 

电话：010-51662329 转 95 

传真：010-68132578 

邮件：yaoyixian@ceac.com.cn 

联系人：姚一娴 

展位号：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授权人签名： 

日期： 

所有参展商均须填写此表。若参展商没有填写此表，可能仅得到一张通用卡。 

每一个标准展位（9 平米），可分配 4 张参展商胸卡。以此类推。 

1．胸卡申请和截止日期 

请将需要胸卡的展位工作人员信息完整地填入下表。展商胸卡仅限参展单位现场人员使用。

为避免胸卡名字有误，请用 EXCEL 表格填写，并请于 2015 年 3 月 20 日前发送邮件至主办单位： 

yaoyixian@ceac.com.cn   姚一娴收 

参展商登记表 

姓名 职位 公司名称 国家或地区 

    

    

    

    

 
 
 
 
 
 
 
 
 
 
 

mailto:wanghm@ceac.com.cn�
mailto:yaoyixian@cea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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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会刊广告                                              
 截止日期：2015 年 3 月 23 日 

 

单位名称  

单位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  机   

传真  E-mail:  

彩色广告价格 黑白广告价格 

封底 210×285mm              15000 元 
封二 210×285mm              10000 元 
封三 210×285mm               8000 元 
 

首页（彩插一）210×285mm       10000 元 
彩插三 210×285mm               8800 元 
彩插五 210×285mm               6800 元 
彩插   210×285mm               5800 元 

注： 外商广告加收 100% 

 
申请广告版面和要求： 
 
我单位申请在大会会刊上刊登彩色广告    页，每页     元，费用共计        元 
 
将于 2015 年   月   日汇出。 

 
申请单位授权签名                             授权签名 

 
申请单位公章                                 授权单位公章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付款方式： 
请将此广告款        元于本合同有效期    年    月    日前汇出。 
 
款项请汇至：收款单位：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万寿路支行 
银行账号：861382076910001（请注明“电子信息博览会参展费”） 

其它事项： 
本会刊成品尺寸：210×285mm； 出血尺寸：216×291mm； 
请提供电子文件储存格式为 jpg 或 tif 格式，分辨率为 300Dpi 以上，大小比例为 1:1 
电子文件发到： E-mail: yaoyixian@ceac.com.cn 
菲林片寄至：北京市复兴路 49 号 A 座 706 室（100036）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mailto:wangying@cea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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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场广告预订                         
截止日期：2015 年 3 月 23 日 

以下是为参展商提供的广告机会 

请准确填写所需的广告数量（所有广告含发布费、制作费，但均不含设计费） 
广告名称 价格（RMB）/展期 大小 预订 

可移动广告板 北广场：20,000 元/个/双面； 
东面入口：15,000 元/个/单面 5m×3m（w×h）  

广告太阳伞 200 元/把（客户自带） 直径 2.5m  

展厅外喷绘系列 7000 元/幅 12m×1.2m （w×h）  

展厅内喷绘系列 6600 元/幅 4m×4m（w×h）  

展厅内喷绘系列 8600 元/幅 4m×6m（w×h）  

展厅内喷绘系列 13400 元/幅 6m×8m（w×h）  

全彩 LED 显示屏 3000 元/15 分钟/两个 11.3m×8.5m（w×h）  

《参观指南》广告 5000 元/个 7.5cm×5cm（w×h）  

手提袋赞助 1 元/个/单面（最少 5000 个，客户自行制作）  

展位号：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授权人签名：  日期：  
注意：以上的广告数量有限。外商广告加收 50%。 

• 请在截止日期之前将设计光盘（若为喷绘制作请提供小样）快递送至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 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定单可能不予受理，并且费用将加收 50%，而且可能不能保证时间与广告位置。 

• 请在开展前一周将所有款项付清,未收到汇款之前,预订服务不予受理。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49 号         邮 编：100036 
电  话：010-5166 2329 转 32       传  真：010-6813 2578 
电  邮：haobh@189.cn 
联系人：郝宝恒 
收款单位：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开 户 行：招商银行北京万寿路支行       银行帐号：861382076910001 

 
• 上述各租赁项目不可互换。如若取消定单，费用不返还。 

• 部分广告式样取决于场馆——深圳会展中心，将由深圳会展中心负责制作、放置。 

 

 

 

 

 

http://www.icef.com.cn/spring/ad_locale01.shtm�
mailto:haobh@189.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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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设施、展具、场地管理费、安全清洁押金、搭建胸卡 
 
各展厅主场搭建商相关信息 
 

1 号展厅：深圳会展中心工程部 

电话：0755—82848711                 传真：0755—82848714 

邮件：292932124@qq.com 翟小姐 

网上预租流程：www.szcec.com深圳会展中心官方网站首页、参展指引（下方）→展具、

水电在线预租（点开）→右边、开始网上预租（点开）→选择展会名称→详细填写参

展商公司资料（点下一步）→选择相关类别→预订→结算→提交订单 

 

汇款信息：  收款单位：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 户 行：招商银行深圳中心城支行 

银行帐号：814983226810002 

 

4 号展厅：北京东方世源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电话：18501340132/18611913066      传真：010-88381285 

邮件：dfsy@163.com                 联系人：徐建华/陈经岗 

 

汇款信息：收款单位：北京东方世源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首都体育馆支行 

银行帐号：0200053709024584447 

 

6、7、8、9号展厅：深圳市中智兴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电话：0755—81488483-607/638  

邮件：project@zzexhibit.com     钱小姐、赵小姐收 

 

汇款信息：收款单位：深圳市中智兴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景田支行 

银行帐号：7905 0154 7400 1892 4 

 
 
 
 
 
 
 
 
 
 

http://www.szcec.com/�
mailto:dfsy@163.com�
mailto:project@zzexhib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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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电源                                                   

截止日期：2015 年 3 月 20 日 
序 
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价格 服务内容 数量 金额 

1 动力电源 
（室内） 

380V/15A 个 1400 1．含材料费、施工费、管

理费、电费。 
2．更高容量电源请直接向

各主场搭建商咨询。 

  

380V/30A 个 2600   

380V/60A 个 4700   

2 照明电源 
（室内） 

220V/10A 个 600 
含：材料费、施工费、管理

费、电费 

  

220v/15A 个 900   

220V/20A 个 1400   

3 布展期间施

工临时用电 

220V/15A 处 400 布展期为 2 天，每增加一

天临时用电费增加 300 元 

  

380V/15A 处 500   

费用合计（元）  
 

展位号：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授权人签名：  日期：  

 

 

6-2 移动空压机                                                   

 截止日期：2015 年 3 月 20 日 

型号 功率 KW/HP 使用电压 
220/380V 

压力 
（公斤） 气量（升/分） 租用价格 

（元/展期） 
打包价（元/展期） 
（含电源、压缩机） 

AV808 0.75/1 220/380V 8 80 800 1400 

AW40012 4/5.5 380V 12 400 1300 2000 

展位号：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授权人签名：  日期：  
 
注：本服务项目由展馆指定技术人员接驳。其它规格请向主场搭建商咨询。场馆不允许自带空压机进场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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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INTERNET、电话租赁                               

 截止日期：2015 年 3 月 20 日 

序号 名称 规格 说明 单位 单价（元） 数量 合计 

1 电话 

国际长途
IDD 

（押金

3000） 

安装完工后变更

拆迁，需交纳手

续费 200 元 
部/展期 700+押金   

2 INTERNET 局域网接入 
国内共享 100M
带宽，仅供一台

电脑上网。 
IP/展期 550   

3 ADSL ADSL 拨号上网 4 兆 设备押金

1000 元/台 
1500   

总计（元） 
 

展位号：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授权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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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电器设备及展具租赁                                    
 截止日期：2015 年 3 月 20 日 

序号 名称 规格 价格
（元） 数量 小计 

1 白色折椅  40   

2 黑皮椅 押金 200 100   

3 简易桌 1×0.5×0.75M（长×宽×高） 100   

4 射灯  100   

5 咨询桌 
1×0.5×0.75M（长×宽×高） 150   

1×0.5×1M（长×宽×高） 200   

6 圆桌 
木制直径 1.0M/0.8M 150   

玻璃直径 0.7M 押金 300 300   

7 方桌 0. 7×0.7×0.715M（长×宽×高） 150   

8 折门 1×2.5M 锁押金 50/把 300   

9 矮柜 1×0.5×0.75M（长×宽×高） 300   

10 高陈列柜 1×0.5×2.5M（长×宽×高） 800   

11 低陈列柜 1×0.5×1M（长×宽×高） 550   

12 金卤灯 150W 200   

13 盆栽植物 
大盆（0.8 米~1.2 米） 50   

小盆（0.8 米以下） 30   

总计（元）  

展位号：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授权人签名：  日期：  

 
 
 
 
 
 
 
 



                                   2015 第三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CHI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O 

23 
 

 
 

6-5 场地管理费/安全清洁押金/搭建胸卡                     

布展期 2015 年 4 月 6 日交纳 

场地管理费 所有特装展位必须交纳。请在布展期，

将款交各自场馆的主场搭建商         20 元人民币/㎡ 

特装面积 安全清洁押金 清洁押金及施工安全押金，根据特装展

位的面积交纳。 
待展览结束，展位拆除、清理完毕，地

面无损坏，并保持清洁，对临近通道无

影响的，主场搭建商将全额返还清洁押

金。如搭建安全无恙，也将全额返还施

工安全押金。 

100M2以下(含) 人民币 6500 元 

101M2-200M2 人民币 9000 元 

201 M2-400M2 人民币 15000 元 

401 M2以上 人民币 20000 元 

搭建胸卡 10 元/ 个 特装展位搭建，必须凭搭建胸卡入场。 

注： 

1．场地管理费/安全清洁押金由展位所在展厅的主场搭建商在布展期（2015 年 4 月 6 日开始在展

馆以下服务区收取。为了能保证顺利入场搭建，请尽量提前交纳（可与各展厅主场搭建商联系）。

-1 号馆展厅：206 服务台  4 号馆展厅：216   6 号馆展厅：201 

2． 1 号馆安全清洁押金，须用刷卡支付； 

    4 号馆安全清洁押金，提前汇款或现场缴现金。 

6、7、8、9 号馆清洁安全押金：缴现金免手续费，撤展当日可退回；刷卡为 1%手续费，撤

展 1 个月内退提供的对公账户（撤展后尽快在 1 周内将对公账户盖公章及押金单原件寄予我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商报路 7 号天健创业大厦 721-729。 

 

3．搭建商在向主场搭建商支付场地管理费、安全清洁押金后，方可取得施工许可证，可凭收据

购买搭建胸卡。 

 

6-6 灭火器租赁表（特装展台面积 50 ㎡以上必须配置）        

 布展期 2015 年 4 月 7 日交纳 

项目 押金 租金 备注 

ABC 干粉灭火器（4kg/瓶） 60 元 50 元 归还时如灭火器无明显划痕、掉油漆、

凹坑、配件丢失损坏等情况，可退还

押金，否则不予退还。 悬挂式干粉自动灭火器（8kg/瓶） 150 元 100 元 

展位号：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授权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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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表 6-1 至 6-6） 

1． 所有表格中所列价格，均为出租价格。除特别注明，均为一个展期。 

2、所有表格中的付费项目，必须在截止时前预订并交付费用。 

现场（布展期间）申请电源、水、空压机、网络、通讯、展具等，费用加收 50%，并可能不

保证供应。请按期预订。 

3．参展商若要现场局部改动展位或用电，费用另计。请与所在展厅的主场搭建商联系。 

4．预订并已安装的展具，需退换要扣租赁展具费用的 30％作为人工费、材料费及施工费。 

5．表 6-1 至 6-6 请与各展厅主场搭建商联系，联系方法见 11 页。 

 

7、货车登记反馈表 

展位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参展商名称  货车数量  

运输公司名

称 

 

邮寄地址：  

邮寄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深圳市交管局进入深圳会展中心外地货车(1.5 吨以上)有时间段和行驶路线要求，但给组

委会的批复时间较晚。最好能直接邮寄到货车运输公司手中，故请一定要将收件人的邮寄地址等

填写清楚。 
 
如果有什么问题和要求，请与中电会展联系，您将获得满意答复。表格反馈联系方法如下：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复兴路 49 号        邮编：100036 
电话：86-10-51662329 转 26     传真：86-10-68132578    邮箱：yxd@ceac.com.cn 
联系人：杨晓东                  手机：13901243962  发 Email 之后，敬请电话确认！  

 

 

 

 

 

 

 

mailto:yxd@cea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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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内展品运输 

A．展品运输安排： 

通过公路、铁路、空运，以上方式的运输，我公司可在深圳市区内相应提货地点提货，直接

送货到展位。展品到达深圳时间，最迟于布展前一天（展品到达深圳最后截止日期 2015 年 4 月

6 日展商须在展品发运之后，将货单传真到“深圳会展中心 陈忠春”，并请注明“第三届中国电子信

息博览会”字样。同时需使用提货单正本提货的展商，发货后三天内将正本速递交“深圳会展中心 
陈忠春”。相关费用参照“提货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B．展品包装要求： 

 请在展品包装箱两侧，按以下规格刷制： 

展览会名称：第三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箱  号：                                                          

体  积：长      ×宽      ×高       （厘米）     毛重：        （公斤） 

 请在包装箱上，注明收货人、单位名称 

收货单位：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收货人：陈忠春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深圳会展中心 1 号展厅 8 号门 1109 

邮编：518048 

 每件展品必须在展品包装箱上，标明起重点、起吊点、并在箱体上标示易碎、防潮及禁

止倒置物品标贴。不同类别的展览品分类包装。 

C．结算方法： 

 收费按“展览品代理收货服务”及“进出馆搬运服务”计算。 

 所有费用我公司将在布撤展现场以现金形式结算或提前联系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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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品代理收货服务： 

代收展品服务费     100/票            参展商需要展馆代收展览品的收取此费用 

仓库卸货费         20 元/ m³         展馆代收展品的，收取卸货费 

展品存储费         20/ m³/天         存入之日起开始计费 

展品进馆服务       90 元/ m³         卸车并将展品运送至展台、就位 

注：1．境外参展商由指定运输商受理相关展品运输事宜，会展中心不提供境外展品代收服

务。 

2．代收展品服务咨询电话：0755-82848646。 

进出馆搬运服务： 

1、空箱存储费：    10 元/ m³/天 

2、空箱搬运费：    40 元/ m³（空箱从展台运送至空箱仓库） 

3、展品进馆服务：  90 元/ m³（卸车、拆箱、就位） 

4、机器翻身、竖立、组装、二次移位服务费： 

    3 吨叉车         200 元/小时              5 吨叉车         300 元/小时 

5、超限附加费： 

 单件设备长超 5 米、宽超 2.1 米或高超 2.4 米，任一项超限加收 10%超限费，几项超限

费用累加。 

 单件重量超过 5 吨的展品，吊机附加费按照 400 元/吨收取。 

 对于超限展品，展商未能事先联系我司而直接送至现场，我公司尽量安排，但不能保证

安排卸货、就位时间，并加收 50%加急费。 

 

 

1、请事先联系有关展品运输事宜，如实申报展品单件尺码和重量（包括毛重/净重），如果由于未

能事先预告，或不能提供准确资料造成展品驳运/现场搬运无法正常进行，会展中心不承担由此产

生的一切责任； 

2、对于展览布撤展规定时间以外进出场的加收 50%加班费； 

3、选择全部进出馆服务给予免除空箱搬运费、空箱存储费的优惠； 

4、以上服务费不包含保险费。为维护展商的权益，提醒展商安排适当的全程保险（包括展

览期间）。保险范围应包括会展中心及其代理的责任事故保险。展商请备妥保险合同文本或其副

本，以备可能在展览现场发现缺少、残缺时申报检验之用。 

5、严禁非指定承运商的搬运设备在展馆范围内使用（如吊车、机动叉车、堆高机等）； 

6、严禁随车起重运输车（俗称随车吊、自卸吊）的车载吊车在展馆红线内使用，随车起重

运输车在展馆红线内只可以作为运输车辆使用； 

7、收费项目最少 1 个计量单位起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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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境外展品运输 

大会指定保昌展览搬运有限公司为本届展会境外展品的运输商。 

凡境外企业的展品，若需将展品运至深圳会展中心，请与保昌展览搬运有限公司联系。 

保昌展览搬运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龙九龙湾大业街 59 号三湘九龙湾货运中心 1 字楼 A 座 
电话：（852） 2798 6628    传真：（852） 2796 5606 
电邮：info.hkg@exhibition.baltrans.com 
项目负责人：叶静雯小姐 

若境外企业需要运输展品，请与保昌展览搬运有限公司联系，索取《货物运输委托书》，并

认真填写后加盖公章后于 2015 年 2 月 24 日前传真至保昌展览搬运有限公司。 

箱体唛头：请在展品包装箱两面按以下规定刷制唛头： 

展览会名称：第三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暨 2015 中国（深圳）国际电子展 

参展单位： 

展位号：                              箱号：                              

体积：长         X 宽         X 高         （CM）毛重：               （KG） 

重件展品必须在包装箱上标明起吊点、重心、易碎、防潮字样，禁止倒置的展品必须标明特

殊标志。 

展品包装要适于长途运输、反复装卸及重复包装，贵重展品不适宜用纸箱包装。 

保险： 

参展单位应自行投保展览品的往返运输和展览会及仓储期间的保险，如展品发生意外情况，

请参展单位自行向保险公司办理索赔手续。 

因非保昌展览搬运有限公司原因造成展品晚到而产生的延误参展保昌展览搬运有限公司不

负责任。 

为保证全部展品在吊运、装卸及进出馆操作中的安全，请务必如实填报所有展品的尺码、重

量等资料。由于申报不实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展商自负。 

费用结算：进馆费应于展览会开幕前结清，出馆费在安排运输前结清，有关费用参展单位在

现场以现金结算。 

如展商需委托保昌展览搬运有限公司在展览结束后安排展品出关，请提前十天与我公司预订。

运费另议。 

境外展品运输费率不适用于境内展品运输费率。境外展品的运输费率请与保昌展览搬运有限

公司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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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来华签证申请                                  
截止日期：2015 年 3 月 10 日 
 
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               地址：北京市复兴路 49号（100036） 

电  话：010-5166 2329转 68    传真：010-6813 2578 

邮  件：zhangxi@ceac.com.cn 

联系人：张曦  

11、客户邀请                                              
截止日期：2015 年 3 月 20 日 

请回执：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市复兴路 49 号 

邮编：100036 

电话：010-5166 2329 转 19 

传真：010-6813 2578 

电邮：haobs@ceac.com.cn 

联系人：郝博森 

展位号：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授权人签名： 

日期： 

 

所有希望收到免费“客户邀请卡”的参展商均应填写此表。 

1. 您可将收到的客户邀请卡提供给您的客户以便邀请他们参观您的展台。邀请卡上将留有专门空

间，可填写上展商公司名称及展台号，以便受邀客户参观。 

2. 本次展览会只对专业观众开放，18 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入内。 

3. 主办单位将根据参展商要求提供观众邀请卡。 

□ 我们需要            份观众邀请卡。     

□ 我们需要个性化电子门票 Email 邀请客户（注：须提供贵司的 logo，以便客户更易于辨认贵

司）。 

请将观众邀请卡寄至： 

姓   名  职 位  

公司名称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如需个性化电子门票请填写） 
 

mailto:haobs@cea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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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贵宾提名                           
  截止日期：2015 年 3 月 20 日 

请回执：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市复兴路 49 号 

邮编：100036 

电话：010-5166 2329 转 19 

传真：010-6813 2578 

电邮：haobs@ceac.com.cn 

联系人：郝博森 

展位号：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授权人签名： 

日期： 

作为我们宣传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确保展览，尤其是作为参展商的您能享受向买家进行最

大程度地展示的机会。因此，我们邀请您提名您中国一些大客户或潜在客户作为此次展览的贵宾。 

您的提名人将在展前收到“贵宾邀请函”。贵宾身份能给享受以下待遇： 

1. 赠予论坛门票一张，可从同期举行论坛中选择一个免费参加（价值 500-1,000 元）； 

2. 入场免登记：提前获得入场胸卡，不用现场排队注册； 

3. 展场 VIP 休息区域免费使用，提供饮料、上网等服务； 

4. 免费获得会刊一套（价值 100 元）。 

5. 展会现场如贵宾客户到场，组委会将安排贵宾客户与您会面洽谈。 

我们确保您的提名人的情况被严格保密。 

请把您特别希望主办方邀请参加展览会的客户或期望买家列入下表，并发电子邮件至：

haobs@ceac.com.cn。 

如需邀请多名客户，可复制此表。 

姓   名  职 位  

公司名称  

通信地址  

主要产品  

邮政编码  电 话  

城市/国家  传 真  

电子邮件  

mailto:haobs@ceac.com.cn�
mailto:haobs@cea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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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预定酒店                                                                                        截止日期：2015 年 4 月 1 日 

 
同程（深圳）旅行网        电子信息博览会指定接待单位                             www.u0755.com    企业QQ：800019145       微信号：TCCCT8 

          2015 年 4 月 9 日–4 月 11 日     第三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酒店预定回执表 

精选酒店 星级 房标 优惠价格 房间面积 车程 宽带 洗 漱

品 停车 酒店位置 

深圳福青龙华天假日酒

店 准五  标双/单 520 元/间含西早 40-45 平 走 9 分钟 免费 免费 免费 福田区彩田南路 2030 号 

香樟商务酒店 最近展馆 准四  高双/单 418 元/间 30 平 走 5 分钟 免费 免费 收费 福田区金田路金中环 A 座 10 楼 

新大洲酒店 部分无窗  准四 豪双/豪单 350 元/间含早 30 平 5 分钟 免费 免费 免费 福田新洲北村 51 号 

楚天大酒店   准四  高双/单 400 元/间 28 平 5 分钟 部分 收费 免费 福田区滨河大道 9003 号 

华之沙酒店 三星 标双 348 元/间含早 20 平 5 分钟 免费 免费 免费 福田区新洲九街 

皇福轩酒店 最近展馆 准三 标双/标单 368 元/间 22 平 走 5 分钟 免费 免费 收费 福田滨河大道 7051 号 

金广快捷会展中心店 三星 豪双/豪单 288 元/间含早 28 平 走 9 分钟 免费 免费 免费 福田彩田南路 2038 号社保大厦 

福瑞诗酒店  准四 豪双 290 元/间含早 25 平 5 分钟 免费 免费 免费 福田区福虹路 华强 C 出口 

国丰酒店  三星 标双 238 元/间含早 25 平 走 10 分 免费 免费 免费 福田彩田南路 12 号 

绿茵假日商务酒店  准三  标双   280 元/间 29 平 5 分钟 免费 免费 免费 福田红荔西路莲花大厦东座  

皇悦大酒店   准四  豪双/豪单 420 元/间含早 30 平 5 分钟 免费 免费 免费 福田区福民路 131 号 

沙嘴酒店   准四  商双房 380 元/间含早 35 平 5 分钟 免费 免费 免费 福田区福强路与沙嘴路交汇处 

兴华宾馆/1 号地铁直达  准三 豪双/三人 230 元/间 23 平 8 分钟 免费 免费 免费 罗湖区深南中路 2026 号  

金广快捷科学馆店 准三 豪双 238 元/间含早 26 平 8 分钟 免费 免费 收费 福田区松岭路 62-64 号  

保留因酒店临时调价而做出相应调整的权利 

http://www.u075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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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展会期间住房紧张,为保证展会顺利进行, 请将定金￥1000 元费用收到确认表格后一周内汇入我司以下帐号，并回传转帐凭证（注明预定的酒店名及

公司名）至 0755—25592289 或邮箱 newcct@vip.163.com 方视为有效预定。（有变动请提前 48 小时通知，48 小时内取消、更改超过预订 10%，产生损

失自付） 

  咨询预定电话：0755-82112127/13316883998 (24 小时） 
参展单位名称（盖章） 展 位

号   

公司电话: 公 司

传真   

入住人（名字）: 电话   
预定酒店名称: 间数   
入住时间/退房时间                2015 年 4 月  日—— 4 月  日（   ）晚 

香港一日游 99 元/人，澳门一日游 118 元/人。（需自备港澳通行证，户籍公安局办理）预定电话 0755-25595456 李小姐 

市区/酒店到展馆接送 45 座大巴 550 元/单趟。 会展到香港机场 700/趟起  预定：0755-82112091 李小姐   现场工作人员派遣 700 元/4 天.人. 

公司帐号：深圳市同程康辉商务差旅服务有限公司  11004647231301    深圳平安银行红宝支行           
个人帐户：黄海燕  9558884000000578426  深圳工行红宝支行                              黄海燕  40551286315742503    深圳交行深圳分行   
预订电话：0755-82112127/88826668/82477415    
联系人：黄海燕/张红梅（粤语）/周小姐/李小姐     传真：0755-25592289/82477417（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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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特装展位设计方案审核表                           截止日期：2015 年 3 月 10 日 
请回执各展厅主场搭建商： 
 

1 号展厅： 
深圳会展中心工程部 
电话：0755—82848710 
传真：0755—82848714 
邮件：2382442541@qq.com 黄小姐 
 
4 号展厅： 
北京东方世源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电话：18501340132/18611913066 
传真：010—88381285 
邮件：dfsy@163.com 徐建华/陈经岗 
 
6、7、8、9 号展厅： 
深圳市中智兴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电话：0755—81488483-622 
传真：0755—28153794 
邮件：zzxzl@zzexhibit.com 赵继兵 

展位号：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授权人签名（公司盖章） 

日期： 

  

1．展商可以自行指定具有资质证明的搭建商，但展位设计图纸必须经过审核备案。 
主办单位授权深圳会展中心工程部（1 号展厅）、北京东方世源展览展示有限公司（4 号展厅）、

深圳市中智兴展览工程有限公司（6、7、8、9 号展厅）对所有搭建商的资质及搭建图纸进行审核，

并在施工现场进行安全施工监督。 

2．凡预定特装展台（光地）的参展企业，请在 2015 年 3 月 10 日前，将特装展位设计方案（包

括立体设计图）和资质证明报展位所在的场馆主场搭建商审核。在特装展位设计方案获得批准后方

可搭建。 

3．凡未向主场搭建商提交特装展位设计方案的参展企业，主办单位有权拒绝其搭建、参展。 

4．所有负责特装展位搭建工作的搭建商，均需与主办单位签署搭建安全协议（见下页），并

向所在展厅主场搭建商申请电源（见表 6-1）、交纳场地管理费、清洁押金、施工安全押金（见表

6-5）。 
 
 
 
 
 
 
 
 
 
 
 
 

mailto:dfsy@163.com徐建华/�
mailto:zzxzl@zzexhib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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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会展中心进馆作业安全承诺书 

（特装展位承建商） 
 
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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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进一步落实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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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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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进馆作业时因违章所造成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并作出如下郑重承诺： 

 

1、我单位指定               同志，工作电话或手机                       ， 为自    年   月     日 

 

起至    年   月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 

 

展位地点：       号展厅、 展位编号：          、参展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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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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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消防安全和展位搭建安全的各项规定，自觉接受和服从公安机关、消防部门及会展中心安全检查和监督，对公

安机关、消防部门及会展中心提出的整改要求，及时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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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配备足够数量的消防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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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匹配的电气开关、线缆容量，以保证所作业工程用电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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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施工人员人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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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务先行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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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的封闭区域等违反会展中心管理规定的行为，会展中心有权视情况严重程度，采取警告、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等措

施、并保留根据进馆作业单位安全事故备案情况，取消发生安全事故作业单位今后进入会展中心施工资格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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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规定”给予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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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 

进馆作业单位（盖章）：                   

进馆指定安全管理责任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特别说明： 

1、承诺书盖章有效； 
2、展会布展时进馆作业单位名称应与展会主（承）办单位提供的展位地点、展位编号、参展商名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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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位审图、办理施工手续流程说明 

一、特装展位的审图 
特装图纸报审注意事项：（截止日期：2015年 3月 10日前） 

1号展厅： 请发至邮箱 2382442541@qq.com  （不接受传真）   

联系人：黄小姐  电话：0755－82848710 

4号展厅：请发至邮箱 dfsy@163.com    

北京东方世源展览展示有限公司（不接受传真） 

联系人：徐建华/陈经岗   电话：18501340132/18611913066 

6、7、8、9号展厅：请发至邮箱 zzxzl@zzexhibit.com  （不接受传真） 

联系人：赵继兵    电话：0755-81488483-622    手机：18128860285    QQ：532110860  

     参展商及其施工单位请于 2015年 3月 10日以前，以电子邮件形式进行报馆，（注意：由于邮

件可能出现发送与接收不成功的问题，如在发送邮件三天后还没有收到任何邮件回复，请及时联系

主场审图负责人。）并于 2015年 3月 31日之前通过报图审核（通过审核会收到一份审核通过回执，

请查看附件样本），31日以后不再接收报图邮件（已到展馆现场做准备工作），如 3月 10日以前没

有报图和 31日之前没能通过审核的（以收到特装审核回执为准），现场审图(包括补资料）将加收

现场审图费用 2000元，并顺延进场施工时间。（请将资料全部备齐后，再一起发予审核）  

序号 需递交材料 备注说明 

01 

填写：1、特装展位设计方案审核表 

2、《深圳会展中心进馆作业安全责任

承诺书》  

要求：必须填写完整，签字盖章（参展公司与

搭建公司双方） 

02 搭建商施工资质证明 要求：施工单位具有展览工程搭建的等级认证 

03 搭建商营业执照复印件或扫描件 
要求：要显示经营范围的内容（新版营业执照

可到工商局网站截图后发送） 

04 
搭建商公司法人和现场施工负责人身份证

复印件或扫描件 

要求：要留好现场负责人的联系方式（手机号

码），以便及时处理各种问题 

05 
现场施工电工的电工证（IC卡正反面）复印

件或扫描件 

要求：按期复审合格和未过期 

06 设计方案彩色效果图 要求：含平视图、俯（透）视图和立面图 

07 设计方案施工结构图 要求：标明各部位尺寸和材质 

08 配电系统图 

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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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用电量计

算书 

09 电气分布图 
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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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平面图包含展馆中间空调玻璃柱和消火栓的展位，请注意预留好足够的空间。 

注：发邮件时请注明：参加第三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参展公司。展位号：             

二、办理进馆施工手续： 

1．各特装搭建商到深圳会展中心办理进馆施工手续时，需向主场搭建商提供以下材料： 

mailto:请发至邮箱dfsy@163.com�
mailto:dfsy@163.com徐建华/�
mailto:zzxzl@zzexhib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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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 

B．参展及施工资格证明； 

C．填写“特装展位施工安全责任书”（需加盖展商公章并签字，本责任书一式两份，见上页）； 

D．施工单位需持有参展商授权施工委托书； 

E．施工单位法人代表证书及施工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及电话号码等资料。 

2．办理施工手续的时间： 

 

日期 时间 地点 备注 

2015 年 4 月 6 日 10:00—16:00 深圳会展中心服务

区 

特装展位搭建商办理手续 

2015 年 4 月 7 日—8 日  9:00—16:00 布展期 

 

  1 号馆展厅：206 服务台  4 号馆展厅：216 服务台   6 号馆展厅：201 服务台 
 
展览会须知 

 
 
1．进场守则： 

参展商须要展览开放前做好一切准备，按时进馆、离馆。参展商进场时必须佩带参展代表证。 

参展商所需要的代表证，可以在报到时在会展服务区大会报到处领取。 

参展商布展须严格按照布展时间表进行。 

参展商如需延长布展时间或须加班需事前提出申请，并交付有关费用，否则无法安排。 

2．宣传服务 

⑴ 会刊发送：展览会会刊将发送给用户和观众，还将发送给政府部门、贸易公司和各参展商。 

⑵ 会刊广告：会刊在展览会期间可作为展览会指南，用途广泛，并在展览会结束后仍可作为

参考，为观众所保留。因此，在会刊中登广告不仅会吸引观众到贵公司所在展位，而且会为贵公司

将来的产品促销带来益处。 

3．新闻办公室 

组委会将邀请多家国内外专业媒体和有广泛影响的大众媒体参观展览会，在展览会期间，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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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一定数量的公关宣传资料和新闻通稿给组委会，以便记者们收集信息，撰写稿件。 

4．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办理 

外地参展厂商及参观人员到深圳参加展览会之前，应到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办理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5．展品出馆 

参展商携带展品出馆，所有展品必须在大会组委会现场办公地点登记清楚后方能于 2015 年 4

月 11 日（下午 16：00 开始）离场。为确保展品安全，所有展品于进场后未经主办机构同意不可撤

离会场。 

主办机构已指定货运公司处理展览会各项展品货运及清关事宜，海外参展商如非必要，应委托

该货运公司处理展品以确保能如期运抵展位，避免自行清关所遇到的困难。 

6．展品提早离场申请 

未经大会许可，所有参展商及其展品在展览会正式结束前（即 2015 年 4 月 11 日 16:00），均不

得撤离会场。此规定为了保持展览会的整体气氛及保安问题着想而设定。如参展商有特别原因需要

提早撤离会场，请在开展前以书面通知主办机构。敬请各参展商注意。 

7．保安服务 

本届展览的保安工作，由大会主办机构统一负责，各参展商应遵守大会的各项规定，按规定接受

保安人员的检查。为保证参展商的展品安全，参展商务必于早上 9:00（早 8:30 开始）前进入展馆，于

下午清场至本公司展位时退场。 

贵重物品请自行保管或与主办单位联系，如丢失展品参展商自行负责。 

主办单位强烈建议各参展商为您的展品及参展人员投保，以保证活动安全。 

8．展览会规则 

A．参展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将参展费用付清，否则将被认为自动退出不予保留其展位。 

B．除非参展申请不获主办单位接纳否则已交定金概不退还。 

C．展览会的主办单位有权统一安排展位，参展单位应服从安排。 

D．展位内的装饰，产品的陈列，均由参展单位自行负责。在展览会举行期间，所有展位必须

有职员看管及布置妥当并摆放展品。展览期间每天闭馆时，各展位人员必须等保安人员清场到本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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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时方可离开。 

E．展品、参展人员的保险由参展单位负责。主办机构对涉及参展商、参观者的个人物品任何

风险，概不负财务或法律责任。参展商应为其展品、展位装置、会场及其他第三者投保。参展商如

有贵重展品需要通宵贮存，应自行投保或聘请特别护卫服务，一切费用由参展商负责。参展商如需

特别协助，请与主办机构现场办事处联络。 

F．所有参展商及其搭建商，在进场、离场和展览会举行期间，必须佩戴本次大会所发相应证

件。否则不得进入展馆，每一参展公司（一个标准展位，9 平米）可获发给三个参展商证。 

G．展览期间，主办机构不负责接收或贮藏任何参展品或展位物料，参展商需自行安排职员负

责。在 2015 年 4 月 11 日下午 16 时展览会正式结束前，参展商不得将产品搬离会场。 

H．展览结束时，参展商应配合向主办机构提供有关参展资料，有关资料在未经参展商同意之

前，不会向外界透露。整体统计数字则可对外公布而无需先征询参展商同意。参展商请填写有关参

展商问卷。 

I．主办机构将于展出最后一天（即 2015 年 4 月 11 日）下午收集填妥的问卷。 

J．在展览期间展品一概不得带出会场。参展商品须在正式离场时向保安人员出示离场许可证

并经检查后方可携带展品离场。参展商如需特别协助，可与主办机构现场办事处联络。 

K．展览期间参展商不得以任何理由中途撤展。 

L．参展单位必须是经过注册的公司或办事处。必要时，主办单位有权要求参展单位出示企业

营业执照或商业登记证明。 

M．根据展览中心规则，参展商不得携带食品（饮料除外）进入会场。如需餐饮，可到会场内

的自助食品部或餐厅。 

N．参展商不得在会场内的公众地方派发任何宣传品、纪念品或同类物品，只可在本身的展位

范围内派发产品目录及小册子等宣传品。现场演示、宣传音响音量最大不得超过 50 分贝。 

O．任何参观者、参展商或其代理，如被主办机构认定为精神不健全、醉酒或会对展览会、其

他参展商或参观人士造成骚扰或不便，主办机构有权禁止其进入会场。参观人员人士不满十八岁或

非业内人士均不准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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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参展商如张贴任何大会认为违反展览会宗旨或损坏展览会形象的标语海报，主办机构有权

拆除该标语或海报。 

Q．参展商须奉公守法并尊重其他参展商的权利。参展商及其职员，如非经邀请，不得擅进其

他参展商展位。 

R．参展商不得随意搬动其他展商展位内的展具和展品。 

S．未经主办机构书面许可，不得在会场内擅自摄影、录影或录音。 

T．本条例的解释权在展览会主办机构。主办机构有权在遵守我国有关法律、条例的前提下，

更改本条例而不必事先通知。 

U．参展商不得损坏展览设施，必须服从展览馆的场内管理、保安等方面统一要求。 

V．所有进馆的境外展品必须首先向海关申报，申报手续由参展商委托展会指定运输商办理。

展区内禁止烟火，不得私自在展区内使用易燃易爆物品，不得侵占公共通道。不得使用易燃材料搭

建展位。对出现不符合阻燃要求的，主办单位有权要求改正，或要求其退展。 

W．在操作演示时一定要严格控制，保证安全。对于有可能伤害观众的设备，应采取一定的保

护措施，把展品和观众隔开。组委会将制止任何超出参展合同所标定本公司展位之外的演示活动。 

X．参展商不得在展位上乱拉电源线，避免观众无意接触电线时导致触电事故的发生。每天闭

馆后展台上所有电源将被切断。如需 24 小时供电，请与组委会联系。撤馆期间，如需超时供电请

预先向组委会申请。 

Y．展览会开幕前和展览会开放时间，组委会将安排展位及其周围地区的清洁工作，由参展商

负责时刻保持自己展位清洁，每天开馆期间至闭馆前，展商应把废弃物品放入指定的垃圾箱内。 

在布展期间和撤展期间，展商如需加班，请提前向场馆方提出申请，并交纳加班费。 

Z．参展展品必须是与本展会展览范围相符的产品和技术，若与不符，主办单位有权拒绝参展

商参展或将不符的展品清理出展览现场，并不退返有关参展费用。 

 

 

第三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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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报到流程 

特装展位（光地）搭建商： 

首先请持设计图纸打印稿到深圳会展中心服务区各展厅的主场搭建商服务处交付清洁押金、

施工安全押金、电箱费（电源费）、场地管理费及其它设施费。此前，特装的图纸应由主场搭建商

进行过审核并合格。 

1 号展厅主场搭建商：深圳会展中心工程部 

4 号展厅主场搭建商：北京东方世源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6、7、8、9 号展厅主场搭建商：深圳中智兴展览有限公司 

1． 交纳安全清洁押金： 

特装面积 安全清洁押金 

100M2以下(含) 人民币 6500 元 

101M2-200M2 人民币 9000 元 

201 M2-400M2 人民币 15000 元 

401 M2以上 人民币 20000 元 

2．交纳施工管理费： 

施工管理费收费标准：20 元人民币/㎡ 

3．购买施工胸卡：10 元人民币/张 

施工人员凭施工胸卡进入场馆。 

有卸货车辆的展商可将车在场馆保安许可的前提下，将货车开至距贵公司展位最近的卸货门外

卸货，并不能影响其它展商卸货。货车严禁进入展场。 

如需特殊卸货要求，请与深圳会展中心储运部（1 号展厅 8 号门 1-109）联系（0755-82848646，

陈忠春先生）。 

不可使用自动扶梯运送展品，必须使用货梯运送展品。 

参展商： 

凭参展确认书（在本手册内，需经主办单位或其代理商确认盖章）到深圳会展中心服务区大会

报到处报到，办理相关手续，领取展商证，进馆布置展品。 

各参展企业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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