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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屋面和建筑防水技术展览会 
China Roofing & Waterproofing Expo 2018 

 

 

尊敬的参展商： 

 

欢迎您参加“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屋面和建筑防水技术展览会”！ 

现将参展商手册印发给您，以便您查阅本届展会的各项细则。您也可以在

协会官网 www.cnwb.net 或展会官网 www.chinaroofexpo.cn 下载本手册。所有回

执请在展会官网中填写提交，用户名及密码请与协会工作人员联系索取。 

如贵单位的展台是委托专门的设计搭建公司设计搭建的，务必将本手册转

交或将电子版转发给设计搭建公司，以利于设计搭建公司及时了解本届展会的

相关规定，使展台的设计、搭建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请注意本手册中各张表格

的截止日期，对于逾期表格，将收取加急费。 

 

   

 特装展台 LED 大屏幕及背投电视音量控制在 70 分贝以内。

请给观众一个舒适的参观环境。 

 

如有任何疑问或需要协助，请致电中国建筑防水协会会展部咨询： 

国内联系人：缑利锋、郝进、曹雪慧 

国际联系人：张娜、张恒瑞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 号 

邮    编：100048 

国内电话：010-88415068、88415066 、88415067      

国际电话：010-88415069    

传     真：010-88415062 

E-mail（国内）：goulifeng@cnwb.net、haojin@cnwb.net、caoxuehui@cnwb.net 

E-mail（国际）：zhanghengrui@cnwb.net 、annazhang@cnwb.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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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商服务回执表格（以下请在展会官网上申报） 

 

展会官网 www.chinaroofexpo.cn。所有回执请在展会官网中填写提交，用

户名及密码请与协会工作人员联系索取 

 

1、参展商基本信息回执          （截止日期：4 月 10 日）     

2、标准展位改装回执            （截止日期：4 月 15 日）                     

3、请柬及参观门票申请回执      （截止日期：4 月 15 日） 

4、参展商出入证申请回执        （截止日期：4 月 15 日） 

5、酒店预定回执                （截止日期：4 月 25 日） 

 

请注意：特装展位报馆时间截至到 2018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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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馆信息 

    1、展馆位置及路线 

展馆的地上建筑由南、北入口大厅，中央大厅、一号、二号、三号展馆；地下建筑由四

号展馆、会议区域、洽谈用房、设备区域与停车库等组成。室外三个广场（南广场、北广场和

下沉广场）和两个卸货区（东卸货区和西卸货区），本届展会租用的世博展馆一号展厅。 

 

 

地        铁：地铁 7 号线、8 号线的耀华路站下，出 4 号出口 

公        交：浦东南路上南路：82 路、314 路、454 路、734 路、786 路、818 路、974 路、
978 路、981 路、南华专线、隧道一线、周南线 

耀华路历城路：82 路、314 路、734 路、786 路、974 路、隧道一线 

上南路国展路：83 路、177 路 

自   驾   车：可通过卢浦大桥、南浦大桥、打浦路隧道到达 

出   租   车：展馆距上海浦东机场约 42 公里、上海虹桥机场约 19 公里、上海火车站 12 公
里、上海虹桥火车站约 25 公里、上海南站 8 公里 

注： 1）、外地牌照的货运车辆在每天 7:00-20:00 不得进入外环线内区域。所有货运车辆应注
意避开早晚高峰 7:30-10:00,16:30-19:00 进入济阳路。高架步道和世博大道之间的区域有规划
项目，不对外开放。 

2）、外地货运车辆进入上海可在曹安路北方停车场、金都路南方停车场办理进沪停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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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区目前没有办证地点。 
 

2、展馆基础设施数据 

 

技术参数                                一号展馆 中央大厅 

展馆面积  125*185.2m=23150㎡ 
36*185.2m=6667 ㎡ 

-9米：27*100m=2700 ㎡ 

地坪材质    强固水泥 大理石 

展馆承重  3500kg/㎡ 1000kg/㎡ 

货物入口                                  

共 6个入口                                                

其中 2个 5.4m×5.75m,4个 4.2m×4.3m（高

×宽） 

  

柱子数/间距                                          无柱   Pillar-free   

电梯                                      无 手扶电梯 6部，客梯 10部 

地沟                                         
共 18条地沟，南北各均匀分布 9条，每条间

距 9米 
  

供电方式                             三相五线制，380V/220V，50HZ                           

展馆亮度                                250Lux 300Lux 

给水口                                  共 208个给水口，管径 25mm   

排水口                          共 208个排水口，管径 75mm   

消  防                                      
  烟感报警、消防栓、大空间喷洒 

中央监控系统         

烟感报警、消防栓、自动喷淋灭火、中

央监控系统 

柱上消防栓宽度 22厘米 - 

空  调                                        中央空调 中央空调 

新  风                            有 有 

安保系统                                 24 小时保安服务、中央监控、传感报警 24小时保安服务、中央监控、传感报警 

问讯台                                南北各 2个 

 广播系统                         有 有 

应急照明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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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会综合信息 

 

1、展会日期及时间安排  

报到时间：    光地展位 2018 年 5 月 26 日、27 日 8:30～17:00 

标准展位 2018 年 5 月 27 日  8:30～20:00 

报到地点：上海世博展览馆序厅“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屋面和建

筑防水技术展览会  展商报到处” 

报到事项：     参展商凭《进馆通知》报到； 

参展商报到时领取资料及参展证。 

 

特装搭建及布展：   2018 年 5 月 26 日  星期二  08:30-17:30（仅限特装展位） 

               2018 年 5 月 27 日  星期三  08:30-21:00 

标准展位搭建及布展：     

                   2018 年 5 月 27 日  星期三  08:30-21:00 

展出时间：   

2018 年 5 月 28 星期一  08:30-17:00（展商）  10:00-16:30（观众） 

     2018 年 5 月 29 星期二  08:30-17:00（展商）  09:00-16:30（观众） 

     2018 年 5 月 30 星期三  08:30-14:00（展商）  09:00-13:30（观众） 

 

撤展时间： 

2018 年 5 月 30 日  星期三  14:0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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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展会指定服务商 

 

2.1   酒店预订 

中国建筑防水协会 

联系人：郝进 010-88415066  手 机：13911593315     传  真：010-88415062 

地  址：北京市紫竹院南路 2号                  

邮  箱：haojin@cnwb.net 

 

2.2  主场服务商\特装展位搭建商\标准展位搭建商 

北京泓景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经理 010-88410237  手 机：13910687633   传  真：010-88410237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邮  箱：1307321050@qq.com  QQ: 1307321050 

 

2.3  运输代理 

中国外运华东有限公司 

国内业务联系人：石润花  13901107292 

曹爱珠  13910429616 

国际业务联系人：刘元兵  13801031892 

重要提示： 

 请您在发货前务必和中外运公司的人联系，索取进库单号及仓库地址。 

 

2.4 电器、花卉租赁 

北京泓景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齐先生 010-88410237  手 机：13801091013   传  真：010-88410237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邮  箱：1307321050@qq.com  QQ: 130732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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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准展位及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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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摊位家具及电力配置表   

                                                                                                                             

                                                                                   

标准展位（9 平方米）含有： 

楣    板：蓝底白字，楣板文字一般为参展商登记提供的英文和中文公司名称，以及展位号。 

楣板文字若有调整，参展商需要在 2018 年 4 月 10 日前以书面方式通知展会组委会，若展会现

场更改楣板文字，应支付制作费用 100 元/条； 

楣板尺寸：每块展板尺寸为 1.0m 宽 x2.5m 高，展板可见部分的净尺寸为 0.98m 宽 x2.35m 高；

楣板高度为 0.37m，楣板可见部分的净高为 0.25m； 

展    具：一张咨询台，两把折叠椅； 

照    明：两盏 100 瓦的射灯将安装在展位的背面隔板上； 

电    源：5A/220V 插座（电视、视频、电脑、饮水机等可用；自制、自备灯具以及展品禁用）； 

地    毯：灰色，满铺； 

展位布展期间，展览馆将不对展位供电。 展位布展时如需用电， 请在展会现场与展会主

场搭建商或展会组委会联系。 

摊位面积 咨询台  折椅 垃圾筒 
40W        

日光灯 

5A/220V            

插座 

 

 
  

9sqm 1 2 1 2 1    

12sqm 1 2 1 3 1    

15sqm 1 2 1 4 1    

18sqm 2 4 2 4 2    

21sqm 2 4 2 5 2    

24sqm 2 4 2 6 2    

27sqm 3 6 3 6 3    

30sqm 3 6 3 7 3    

36sqm 4 8 4 8 4    

54sqm 6 12 6 1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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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装展台搭建注意事项 

4.1 租用光地的展商如使用自己的搭建单位，须事先通知自己搭建单位 2018 年 4 月 17 日前向北京泓

景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网上审图申报并缴纳施工押金、施工管理费、施工电费等费用。 

4.2 施工证办理须先办理完实名认证，实名认证须在展前 15 天以前办理，实名认证办理完毕后，施工

负责人持身份证及（订单、押金单）于进馆前 2 天可至展馆制证中心办理施工证。 

4.3 搭建单位应合理安排搭建进度，按时完成展位搭建。如需加班，请于当天 15：00 前在北京泓景国

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现场服务台办理手续。 

 

服务项目 项目描述 单位 单价（元） 

加班费 

5 月 26 日（17：30-22：30） 1 小时/展台 2000.00 

5 月 27 日（21：00-22：30） 1 小时/展台 2000.00 

5 月 26 日至 27 日（22：30-次日 8：30） 1 小时/展台 3000.00 

其他日期加班价格另议 

4.4 搭建单位注册资金≥50 万元，低于此注册资金的搭建单位不予办理报馆手续。 

4.5 为了防止没有搭建资质的单位或个人进馆搭建而造成安全隐患，参展商须通知并督促其所选择的

搭建单位填写特装展台搭建回执表在截止期限内向北京泓景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备案。 

4.6 光地特装企业须履行将高出相邻展位的毛刺背板以白板或布进行整齐遮挡的义务。 

4.7 凡进入展馆开展特种作业，作业人员（如电工、铲车驾驶员等）必须持有符合相关法规及有效的

操作证，严禁无证人员违规操作，严禁带电操作。操作必须严格按各规程执行，杜绝一切违章操作和指挥。 

4.8 凡进入展馆的施工人员必须佩带安全帽，在 2 米以上高度作业时必须系安全带。严禁使用 2 米以

上的人字型梯子，可改用有支撑的井字型梯子，以确保安全。否则，展馆有权拒绝其入场工作。 

4.9 展台的结构必须牢固可靠。特装装修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制作，局部使用的可燃材料应经防火

处理达到难燃性能等级之后方可使用，严禁使用易燃泡沫板、弹力布、未经防火处理的木质板材及石油化

工系列塑料板材作为搭展、装饰材料。木结构展台的电器线路及灯箱等重要部位，必须经过三度以上的防

火涂料处理。 

4.10 展馆内严禁电焊作业，严禁动用明火，不准喷漆、喷涂。不得擅自悬挂任何物品。 

4.11 进馆搭建期间不得在展馆建筑物的任何部位上使用钉子、图钉、螺丝、油漆或涂料、粘胶或其他

类似材料，凡对展馆建筑、地面及其有关设施造成改观、改变或损坏，搭建商应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4.12 特装展位总体限高4.5米；馆内搭建二层的展台必须经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同意后方能

施工，同时该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所在企业（审图公司）应负责现场施工监理，并承担相应的责任。经审

图公司审核后的“审核意见书”等书面资料一式两份在展会前30个工作日快递给主场服务公司备案。对不

经审核的二层展台，上海世博展览馆有权拒绝其施工，并将按展馆的有关规定对二层展台施工单位进行相

应处理。大会指定审图公司： 上海汉海展览咨询有限公司，电话：021-28906633  

4.13 展台严禁全封顶，特装展位结构性封顶不超过展位面积三分之一（注：封闭的空间不可封顶）；

根据市消防管理规定，特装展位每 48平方米应配置至少 2 具 ABC型干粉灭火器（4KG）以此类推并放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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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开放位置。如经批准允许封顶的展台，必须配备 6公斤悬挂式干粉灭火器（每 20㎡配置 1 个，以此

类推）；展位搭建不得遮挡、埋压、圈占、堵塞和挪用展馆消防设备设施；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进入

展馆；禁止在展馆范围内进行明火作业和演示活动；严禁在展厅及非指定区域吸烟。 

4.14 布、撤展施工人员通行证办理：办理实行施工负责人负责制。办理布、撤展施工人员通行证的施

工负责人必须首先通过展馆实名认证，制证中心不受理施工人员或未通过上海世博展览馆实名认证的施工

负责人办证申请。（实名认证办理流程及说明详请登录 http://www.shexpocenter.com/sheshi_04.html） 

4.15 货车通行证使用说明：运输单位可于进馆当日至上海世博展览馆制证中心凭《上海世博展览馆停

车场通行证》（由主场单位统一发放）办理《卸货区域车辆通行证》。（运输单位办理流程及说明详请登录

http://180.153.108.138/shexpocenter/lcxz.aspx） 

4.16 展台搭建规定 ： 

1) 特装展台不建议参展商自行进行结构施工布展，应委托具有相关特装施工布展资格的搭建商进行； 

2) 大会有权拒绝图纸审批未通过或未提交图纸的特装展台进场布展，所有费用和损失均由该展台参展商

和搭建商承担； 

3) 展台需尽量避免使用单幅背墙结构设计，如需使用，背墙整体结构与地面接触的宽度不小于600mm，

结构的垂直投影不得超过与地面接触的范围且结构重心不得超过整体高度的三分之一；  

4) 展台结构主体墙,落地宽度不小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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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部须加设立柱垂直支撑；  

5) 展台设计必须遵从展馆限高、承重等技术参数（详见场馆技术参数）而进行。展台结构与展品不得以

任何形式超过规定高度，以确保展馆设备的正常运作和达到安保及消防的要求；  

6) 展位不得作为可燃品临时仓库使用； 

7) 展馆内不得擅自悬挂任何物品。经许可的悬挂点每点重量不得大于150公斤，且单位结构重量小于800

公斤，悬挂工作必须由场馆方专职人员实施； 

8) 布展及展览期间，任何单位不得占用或将物品堆放在消防通道和公共区域内，布、撤展结束后，所有

杂物必须自行带离，展馆范围内不得堆放任何杂物； 

9) 地毯的铺设必须使用布制双面胶，严禁使用海绵胶及其它不宜清除的材料； 

10) 严禁用水、用气设备直接接展馆管路，应在设备进水、进气口前加装阀门；  

11) 任何被认为是危险的电气、机械、化学物品都将被视作危险品予以取缔；  

12) 用完后的废弃液体必须倒入自备的密闭容器内，严禁倒入展馆下水道和卫生间水槽等处；  

13) 凡布展用水请到展馆制定水槽处取水，严禁在卫生间取水；  

14) 展览期间严禁携带化学危险品及溶剂、油漆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展馆；  

15) 进馆施工期间必须保持展厅内建筑、结构、设施设备、配件的清洁、完好，不得擅自挪动、改动；不

得擅自倚靠、借力使用。展馆的地坪、墙面及其他部位严禁打洞、敲钉、涂胶张贴；  

16) 所有的电器线路容量配备应均衡，严禁超负荷使用所申请的电量额度，其线路敷设均应架空或采取有

效保护措施敷设，其负载设备均应有良好的接地装置； 

17) 敷设的电线应采用符合国家规范的安全线缆及用电设施，其接头不得采用绝缘胶布直接包扎，应采用

绝缘瓷、塑接头连接。除灯头线外，不得使用花线； 

18) 布展期间，所有接入展馆临时电箱的线缆及接驳设备必须符合国家规范。 

http://www.shexpocenter.com/sheshi_04.html
http://180.153.108.138/shexpocenter/lcxz.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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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装展台报馆（截止日期：2018 年 04 月 17 日） 

1、 特装展位布展流程 

1.1 2018 年 4 月 17 日前，将资料电子版文件发至北京泓景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邮箱

1307321050@qq.com 进行审图申报，并缴纳相关费用（电箱费，特装管理费、特装押金等），

缴费方式电汇。订单在付款后方可生效。2018 年 4 月 18 日至 4 月 27 日期间报馆加收 30%加

急费，2018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10 日期间报馆加收 60%加急费，2018 年 5 月 10 日后报馆加

收 100%加急费。 

1.2 搭建商请办理完实名认证手续后进馆前 2 天持（订单、押金单、和身份证）到展馆自

行办理施工证和货车证。 

1.3 撤展：当展会结束、展位清洁完毕且未造成损坏，需持（押金单）至展馆指定地方找

安保验收盖章，盖章必须当天完成，次日不补。若已将垃圾全部运走，但未至现场盖章的展

台，我们将统一扣除 2000 元押金。请于展会现场将已盖章的（押金单原件）交至我司即进入

退款程序。则在展位结束后 30 个工作日内将押金归还。 

2、特装展台审图需要提交资料 

序号 项目描述 

1 搭建商营业执照副本的复印件（加盖搭建公司公章）、电工操作证复印件。 

2 特装展位平面图、立面图（包括详细尺寸）、特装展位效果图、材料说明图。 

3 电路图（并注明设计尺寸和各种电器设备安放位置及用电量）注：请务必标明电箱位置 

4 附件一至附件七（需加盖公章） 

备注： 

1. 请于 2018 年 04 月 17 日前，将以上资料提交电子版给北京泓景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报馆图纸审核。展位设计图

一经审批，请勿随意更改。未经审批的单位届时将不可以进馆施工，逾期将加收加急费。 

2. 馆内搭建二层或结构复杂的展台以及搭建馆外展台时须提供展台细部结构图并加盖有相关资质设计院审核章和国家一

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印章及审核报告。从设计到施工应充分考虑展台的安全性，确保搭建展台各连接点及展台整体结构

的牢固性。二层面积须小于整个展位面积的 1/3，严禁封顶。只要搭建二层展位不分面积大小均需安装至少 2 个楼梯。 

3. 展馆内使用的所有搭建材料必须采用阻燃材料、非易燃材料或已经阻燃处理的材料（需提供阻燃报告）。 

4. 地毯铺设必须使用环保阻燃地毯及布制双面胶。 

5. 施工单位搭建期间施工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帽。 

6. 施工单位需自己配带灭火器，遵循每 48 ㎡配备 2 个灭火器。 

7. 特装展位封闭空间不得封顶，其它封顶面积不得超过整个展位的三分之一。 

8. 展馆限高： 4.5 米。 

 

回复方式： 

北京泓景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电    话：010-88410237    传    真：010-88410237   QQ: 1307321050 

联 系 人：朱经理 13910687633 

齐经理 13801091013 

邮    箱：1307321050@qq.com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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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特装展台搭建回执表（特装必填）截止日期：2018 年 04 月 17 日 

 

展台号：  光地总面积：  

展商公司名称：  

负责人：  职位：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展商负责人签字：  日期：  

展台搭建公司名称：  

负责人：  职位：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搭建商主管签字：  日期：  

 

相邻展位号： 

 

相邻展位号： 

 

  

 

 

 

★★★ 请务必标明正确的电箱位置，现场电箱移位加收 100％的费用。 

请将此表 Email至北京泓景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电    话：010-88410237    传    真：010-88410237   QQ: 1307321050 

联 系 人：朱经理 13910687633 

齐经理 13801091013 

邮    箱：1307321050@qq.com 

 

 

相邻展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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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特装展位水、电和压缩空气申请表（截止日期：2018 年 04 月 17 日） 

参展商名称：                         联系人：                   电  话：                     

邮      箱：                         展馆号：                   展台号：                     

 

名称及规格 单价（人民币） 数量 合计（人民币） 

施工管理费（含垃圾清运费） ￥38.00   

施工押金：100㎡以下 ￥20000.00   

施工押金：100㎡以上（含 100㎡） ￥40000.00   

吊点（吊点不得用于固定与地面连接的摊位结构。）每个悬挂

点承重不得大于 150 公斤, 且单位结构重量小于 800 公斤。 
￥2800.00   

照明用电 

15A/380V ￥2200.00   

30A/380V ￥3300.00   

60A/380V ￥5600.00   

100A/380V ￥9000.00   

150A/380V ￥14000.00   

施工临时用电 15A/380V ￥600.00   

馆内给排水 

展台用水 ￥4000.00   

馆内空压机 

功率≤5HP 压力 8bar(内径 6mm，接头口径：4 分快接) ￥5600.00   

功率=7HP 压力 8bar(内径 12mm，接头口径：6 分快接) ￥6400.00   

功率=10HP 压力 8bar(内径 18mm，接头口径：6 分阀门) ￥7600.00   

                                                    总计：  

备注 Remarks:  

1. 各展商必须在 2018年 04 月 17日前，将相应的表格和所需的电器设备的订单回传至大会指定搭建商处，超过规定日期

（即 2018年 04 月 18 日至 04月 27 日）收到的订单将加收 30%加急费。2018 年 04 月 28 日至 05月 10 日收到的订单将

加收 60%加急费。2018 年 05月 10 日之后的订单将加收 100%加急费。 

2. 所有订单均以全数缴付作为确认。未付款订单不会被接受，取消订单将不会退还已缴款项。 

3. 上述价格已包含电费及电箱费用。 

4. 当展会结束、展位清洁完毕且未造成损坏，需持押金单至展馆指定地方找安保验收盖章，盖章必须当天完成，次日不

补。若已将垃圾全部运走，但未至现场盖章的展台，我们将统一扣除 2000 元押金。请于展会现场将已盖章的押金单原

件交至我司即进入退款程序。则在展位结束后 30 个工作日内将押金归还。 

5. 申请临时施工用电的展商或搭建商请自备电缆电箱等相关器材。 

 

★★★请将报馆费用汇至北京泓景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账户。 

请填写返至 

北京泓景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电    话：010-88410237 传    真：010-88410237 

联 系 人：朱经理、齐经理（QQ: 1307321050） 邮    箱：1307321050@qq.com 

汇款账户 

开户名称：北京泓景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百万庄支行 

银行账户：020000140920010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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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双层展台施工责任保证书（双层展台搭建商填写） 

（截止日期：2018年4月17日） 
根据上海市和上海世博展览馆的有关规定，为做好本届的安全保卫工作，所有搭建二层的参展商委托

的搭建商都必须签订展期内的二层搭建安全责任保证书。请各参展商及搭建商认真阅读并在以下保证书上

签字盖章。（此表必填）  

本公司受                           公司委托，负责2018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屋面和建筑防水技术

展览会      馆       号展位的搭建管理工作，并全面负责展位搭建安全工作。 

1. 严格遵守《上海市大型社会活动安全管理条例》、《上海市展览、展销活动消防安全管理暂行规定》、

《上海世博展览馆展览施工管理规定》、《上海世博展览馆展览施工管理规定实施细则》、《上海世

博展览馆展览会用水、电及压缩空气管理规定》、《上海世博展览馆展览施工管理处罚规定》、《上

海世博展览馆展览施工环保规定》以及其它相关规章制度，服从上海世博展览馆主管部门的施工管理

和监督检查，保证展台和人身安全。 

2. 馆内搭建二层的展台须提供展台细部结构图并加盖有相关资质设计院审核章和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

程师印章及审核报告。从设计到施工应充分考虑展台的安全性，确保搭建展台各连接点及展台整体结

构的牢固性。 

3. 二层展位限高4.5米。 

4. 主办指定审核单位：上海汉海展览咨询有限公司，电话：021-28906633 /13764539571 

5. 搭建二层展台必须设置年检合格的灭火器，每 24 平米配备两个。 

6. 二层面积应不超过首层面积的 1/3，需安装至少2个楼梯并且楼梯必须采用直梯。 

7. 二层结构部分严禁使用大功率灯具，不能封顶。 

8. 整个展期保证用电安全，如主场运营服务商发现其用电有安全隐患或超过实际申请用电量，搭建商应

立即采取措施并补订电箱。对不予配合的展台，主场运营服务商有权对其展台断电处理并扣除相应的

押金。 

9. 布展、展期及撤展期间，参展商及施工单位须留现场安全负责人及专职人员每天现场值班，保证二层

展台结构安全，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0. 撤展时，施工单位须将所有搭建材料及垃圾全部撤出展馆并清运干净，严禁堆放在展馆内。 

11. 展台搭建商在布/撤展期间应文明施工，严禁野蛮操作，一切安全责任事故，搭建商将负全部责任。 

12. 施工单位在布展、撤展以及运输过程中因违反上述规定，所造成的人员伤亡、火灾及场馆建筑物设施

损坏等一切安全责任事故，由施工单位负全部责任，并承担由此给主办单位、主场运营服务商和上海

世博展览馆造成的所有的名誉及经济损失。  

★★★本人已仔细阅读此二层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并保证严格遵守此规定。 

 

搭建公司名称（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手机：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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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控制音箱设备使用回执单（搭建商填写） 

（截止日期：2018年4月17日） 

 

为认真贯彻主办单位提出的“绿色展会”的主题，给各展商及参观观众营造一个舒适的参展

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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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做出如下郑重承诺： 

我                  公司指定      同志，为自2018年5月28-30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

的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屋面和建筑防水技术展览会，展位号：     参展商名称：                            

的施工现场安全责任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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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声明： 

特装展台的搭建商严格控制音响及扩音设备的音量问题，

开展期间音量不得高于 70 分贝。 

★如您搭建的展位里有违反此项要求将扣除施工押金的 50%

备注： 

作为主场服务商，主办单位要求现场监督检查此项工作（包括拍照录音等工作） 

进馆作业单位（盖章）：  

 

 

进馆指定安全管理责任人（签字）：                     手机： 

 

填写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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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搭建商安全承诺书（特装必填） 

（截止日期：2018年4月17日） 
 

为了确保上海世博展览馆的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施工安全，维护上海世博展览馆宁静、安全和环境整洁，

本施工单位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内进行装修或搭、撤建工作时，承诺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一、 认真贯彻国家、上海市和上级劳动保护、安全生产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安全生产、消防工作的

方针、政策，严格执行有关劳动保护法规、条例、规定。 

二、 负责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培训教育，施工人员要持有上岗证。  

三、 馆内搭建二层或结构复杂的展台以及搭建馆外展台时须提供展台细部结构图并加盖有相关资

质设计院审核章和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印章及审核报告。从设计到施工应充分考虑展台的

安全性，确保搭建展台各连接点及展台整体结构的牢固性。二层面积须小于整个展位面积的

1/3，严禁封顶。只要搭建二层展位不分面积大小均需安装至少 2个楼梯。 

四、 特装展台必须按每 48平米 2具的标准配备设置年检合格的灭火器。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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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玻璃地台，结构支撑立柱、墙体必须固定于地台下方，不得

在光滑玻璃面上方搭设展台结构。 

六、 展台严禁采用全封闭式顶棚，封顶面积不超过展位面积的三分之一。储物间、房间、严禁封顶。

展台顶棚不得阻挡展馆顶部消防设施，以确保展台的消防安全性。 

七、 展台的结构必须牢固可靠。所有的搭展材料（包括：展架、展板、面板、地毯、特殊装修展台

材料、舞台搭建材料等）必须采用不燃烧材料或难燃材料，局部使用的可燃材料应经防火处理

达到难燃性能等级之后方可使用。严禁使用易燃泡沫板、弹力布、未经防火处理的木质板材及

石油化工系列塑料板材作为搭展、装饰材料。 

八、 展馆内不准喷漆、喷涂，严禁动用明火及电焊作业。 

九、 展位不得作为可燃品临时仓库使用。 

十、 展馆内重量大的机械安放前必须使用地撑板。 

十一、 展馆内不得擅自悬挂任何物品。经许可的悬挂点每点重量不得大于 150公斤，且单位结构重量

小于 800公斤，悬挂工作必须由场馆方专职人员实施。 

十二、 布展及展览期间，任何单位不得占用或将物品堆放在消防通道和公共区域内，布、撤展结束后，

所有杂物必须自行带离，展馆范围内不得堆放任何杂物，违者将按展馆规定处理。临时性的货

物堆砌必须牢固可靠，严禁倾翻、倾倒。 

十三、 地毯的铺设必须使用布制双面胶，严禁使用海绵胶及其它不宜清除的材料。 

十四、 严禁用水、用气设备直接接展馆管路，应在设备进水、进气口前加装阀门。 

十五、 任何被认为是危险的电气、机械、化学物品都将被视作危险品予以取缔。 

十六、 用完后的废弃液体必须倒入自备的密闭容器内，严禁倒入展馆下水道和卫生间水槽等处。 

十七、 凡布展用水请到展馆制定水槽处取水，严禁在卫生间取水。 

十八、 凡进入展馆的施工人员必须佩带安全帽，在 2 米以上高度作业时必须系安全带。严禁使用 3

米以上的人字型梯子，可改用有支撑的井字型梯子，以确保安全。否则，展馆有权拒绝其入场

工作。 

十九、 展览期间严禁携带化学危险品及溶剂、油漆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展馆。 

二十、 展厅内严禁使用受压容器，各类受压气体钢瓶应设置在展厅外。各种易燃易爆的展台均以模型

代替。 

二十一、 未经展馆允许，布展使用的空气压缩机等设备不允许带进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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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进馆搭建期间不得在展馆建筑物的任何部位上使用钉子、图钉、螺丝、油漆或涂料、粘

胶或其他类似材料，凡对展馆建筑、地面及其有关设施造成改观、改变或损坏，搭建商应对此

承担一切责任。 

二十三、 在施工过程中，严禁出现影响建筑结构和使用安全的行为。 

二十四、 展览会开幕后，施工单位须留现场安全负责人及专职人员现场值班，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二十五、 撤馆时，施工单位须将搭建材料全部撤出展馆并清运干净，严禁堆放在展位或展厅外围

区域。 

二十六、 搭建单位不得往场馆地沟中遗弃任何废弃物及搭建废料。 

二十七、 施工单位在进馆施工、撤馆以及运输过程中因违反上述规定，所造成的人员伤亡、火灾

及场馆建筑物设施损坏等一切安全责任事故，由施工单位全部责任，并承担由此给场馆造成的

名誉及经济损失。 

二十八、 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上述要求及相关规章制度进行施工，若有违反，则上海世博展览馆

将视情节轻重扣除相应施工押金。 

二十九、 本展台施工单位的法人委托授权人已仔细阅读此施工安全责任书及上述提及的相关规

章制度，并保证严格遵守相关安全管理规定，否则，一旦出现安全问题本公司愿承担全部责任。 

 

 

 

 

 

 

 

 

 

 

 

展台施工单位公司名称：                              公司公章： 

 

 

 

公司法人委托授权人签字：                            手机： 

 

 

 

填写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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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施工押金退还承诺书（提交原件） 

（截止日期：2018年4月17日） 

 

注：此表格仅限于来我司办理报馆事宜,交押金的展商及搭建商填写。 

我公司于 2018 年 05 月 28 -30 日参加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屋面和建筑防水技术展览会，展

位号为          。 

根据规定已将             元押金电汇至北京泓景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我公司承诺：以下为退还押金准确信息,如因填写不当,造成无法及时退还押金或产生额

外费用,后果由我公司承担。 

 

注:  退还施工押金时,将直接退还给支付方,不转退第三方. 

退押金申请表 

展位号:  

押金金额:  

退押金信息 

公司全称(须与报馆名称一致):  

银行全称（开户行）:  

账号:  

银行 12 位大额支付码:  

联系人手机号:  

联系人 Email:  

 

 

负责人签字:                           公司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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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展商及其搭建商违反大会规则与条例，施工押金扣罚准则 

（截止日期：2018年4月17日） 

 

序号 施工押金罚则 扣减金额 

1 

展台设计图的申报和现场搭建不符，违反展馆的消防及安全规定，包括：

1. 展台设计图瞒报高度、报单层做双层、现场展台结构超高或展品超高，

结构垂直投影超展台范围等；2. 使用材料不符合消防规定、对大会发出的

整改通知内容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未按时整改；3. 因展台施工材料劣质或聘

请无资质人员造成人员伤亡的。 

100% 

2 
不得使用弹力布作为搭建材料；所使用的材料必须符合国家 B1 级防火标

准。 
100% 

3 展台的结构、装饰、灯具、家具以及展品等超出展台租用面积范围。 50% 

4 使用展馆或隔壁展台的结构固定自身展台或作装饰之用。 50% 

5 
搭建的空箱、废料、包装物、木结构、指示牌等未按大会规定放到大会仓

存区域的。 
50% 

6 

在进场/撤场期间未能适当/及时处理其产生之垃圾、包装材料或建材。 

在布展/ 撤展期间未能在限定时间内清理好搭建物料或未处理好产生的垃

圾、包装材料或建材的，故意遗留展台垃圾及结构在展馆及展馆周边的。 

展馆/主场商定价格 

7 损毁展馆设施（如墙壁、门口、地面、柱子等）。 展馆/主场商定价格 

8 
私自接驳电力及水源等场馆固定设施，电力超出实际报备使用量，而导致

防水快速接头融化的。聘请无资质电工操作导致产生安全问题的。 
100% 

9 
因背板未作美化或美化不达标，对相邻展台形象造成影响的；未经申报将

公司产品或广告喷绘直接包缠展馆柱子违规进行广告发布的。 
50% 

10 
遗失电箱、遗失电箱挡板、损坏防水快速接头、损坏电箱外壳、烧坏空气

开关、违规撤展导致损坏其他展台。损坏展馆固定设施、损坏地面等。 
展馆/主场商定价格 

11 
聘请公众表演不符合公安部门相关规定，未经公安部门批准的，含色情成

分演出的（如钢管舞、人体彩绘等）。 
100% 

12 
展台音响及扩音设备的音量不得高于70分贝，对周边展商及大会形象造成

恶劣影响的。 
50% 

13 布、撤期间发现高空作业者未带安全帽 200元/人/次 

14 现场进行刷油漆、涂料、乳胶漆、批灰等相工序未作地面保护 500/次 

15 不得野蛮施工，推倒展台。 1000/次 

★★★注：展会结束后，如展台搭建及撤展过程中未出现违规操作，且展馆及主场承建商确认展

台清理妥当及未对展馆造成任何损坏，此押金将在30个工作日内全数退还。 

 

负责人签字:                           公司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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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家具追加租赁表（展商按需回复）截止日期：2018 年 04 月 27 日 

参展商名称（展费发票抬头）：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邮箱： 展馆号： 展台号： 

ITEM 

NO. 
FURNITURE ITEMS / 项目 

UNIT COST  

单价(RMB) 

QTY     

数量 
AMOUNT  总价 

A-1 Square table(方桌) ￥220.00   

A-2 Round table (圆桌) ￥200.00   

A-3 Coffee table(咖啡桌) ￥150.00   

A-4 Folding chair(白折椅) ￥75.00   

A-5 leather armchair (皮咖啡椅) ￥150.00   

A-6 Bar stool (吧椅) ￥100.00   

B-1 Information counter (咨询台) ￥160.00   

B-2 Lockable cupboard (锁柜) ￥300.00   

B-3 Tall Display Cube (展示台/高) ￥220.00   

B-4 Low Display Cube (展示台/低) ￥150.00   

B-5 Low showcase (玻璃柜/低) ￥450.00   

B-6 Tall showcase (玻璃柜/高) ￥650.00   

C-1 Shelf (flat/slope)(层板平/斜) ￥120.00   

C-2 Folding door (折门) ￥350.00   

C-3 Literature rack(资料架) ￥120.00   

C-4 Waster paper basket (纸篓) ￥35.00   

C-5 Barricade Stands (围栏)(每米)(meter) ￥70.00   

D-1 42" PLASMA with 10A/ 220V socket（42" 等离子电视、插座） ￥2800.00   

D-2 Water dispenser (no water) (饮水机, 不包括水) ￥200.00   

D-3 Fluorescent tube light 40W (日光灯) ￥120.00   

D-4 Spotlight 100W (射灯) ￥120.00   

D-5 Arm spotlight 100W (长臂射灯) ￥160.00   

D-6 Socket ≤ 1kw/220V （单项插座/10A 以下 ） ￥120.00   

to be continued on Form I2   下接 FORM I2 

 
总      计 

 

注： 

1. 请于 2018 年 04 月 27 日前提交本表并将订单款项汇至本公司，逾期加收 30%的加急费用。现场租赁加收 50%费用。 

2. 所有租用视听设备将在 2018 年 05 月 27 日下午 13：00 后开始提供， 2018 年 05 月 30 日下午 15：00 收回。参展商须妥

善保管租用家具，如有丢失照价赔偿。 

3. 电器物品图片请参见后附展具租赁及电器物品示意图。 

4. 所有订单在付款后方可生效，任何未付款的订单视为无效订单。 

请填写返至 

北京泓景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电    话：010-88410237 传    真：010-88410237 

联 系 人：朱经理、齐经理（QQ: 1307321050） 邮    箱：1307321050@qq.com 

汇款账户 

开户名称：北京泓景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百万庄支行 

银行账户：0200001409200107389 

为确保及时有效的联络，请完整填写以上内容。并保存复印件存档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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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灯具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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