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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参展企业： 

诚挚感谢您参加“第十三届上海国际袜业采购交易会（CHPE 2018）”，为了让您的参展顺利

高效，主办单位特意编写本《参展商手册》，敬请您仔细阅读。 

本手册主要就展会的日程安排、运输安排、展台搭建、展具租赁和酒店住宿等内容做了相关的

说明，为了让您能够充分准备参展的各项工作，请务必仔细阅读《手册》中的相关内容、截止日期

与现场注意事项。请您在截止日期前提交相关表格，以确保您预订的各项服务可以及时有效的被执

行。 

 

如您需要任何建议或帮助，请您直接联系展会工作人员，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联系人列表： 

参展及赞助合作： 

陈  磊（先生） 021-6127 6564 137 6101 1916 ghzlcl@126.com 

展会运营和技术支持： 

李亚姣（小姐） 021-6127 0391 152 2166 7698 jolly.li@ite-china.com.cn 

媒体合作： 

吴秀贤（小姐） 021-6127 0375 152 2189 3481 viola.wu@ite-china.com.cn 

主场搭建：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张苏平（先生） 021-6567 7157 135 6406 3679  haiboshow@163.com 

主场运输：中国外运华东有限公司会展物流分公司 

李  婷（小姐） 021-6575 0086 189 1878 1192 ting.li@sinotrans.com 

推荐保险公司：会展风险管理网-www.yzerm.com 

李  欣（先生） 021-5111 3250 182 1773 1507 yzerm1@vip.163.com 

酒店预订：上海奥润特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胡小姐 021-5109 9795 130 2411 2712 booking@orient-explorer.com.cn 

 

 

网址：www.chpe.com.cn 

公司地址：上海市莘砖公路 668 号双子楼 B 座 1001 室 

期待与您 3 月在上海相见！ 

预祝您参展圆满成功！ 

  

http://www.chp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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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申请表截止时间表 A 
     

 

截止日期 编号 页码 表格 备注 

2018 年 3 月 1 日 表格-1 P30 会刊-展商信息登记表 所有展商必须回传 

2018 年 3 月 6 日 
表格-2A P31 机械设备展品信息登记表 

机械设备展商必须回传 
表格-2B P32 货运车辆-世博停车场通行证申请表 

2018 年 2 月 15 日 

表格-3 P33 光地展位指定搭建商登记表 

光地搭建商必须回传 表格-4 P34 光地展位搭建责任险投保规定表 

表格-5 P35 光地展位搭建商安全承诺书 

表格-6AB P36-37 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 
光地搭建商/机械设备 

展商必须回传 

表格-7 P38 额外展具租赁申请表 按需选择 

表格-8 P39 额外视/音频/网络服务申请表 按需选择 

2018 年 3 月 12 日 表格-9 P40-43 酒店住宿预订表 按需选择 

现场办理 表格-10 P44 
上海世博展览馆《卸货区域货运车 

辆通行证》申请表 
按需选择 

 

 

 

注：《货运车辆-世博停车场通行证申请表》的申请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3 月 6 日，《卸货区域货运

车辆通行证》为现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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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日程时间安排表 B 
     

 

B1. 机械设备进馆时间安排 

2018 年 3 月 24 日至 25 日 08:30 – 16:00  

1. 相关机械设备企业需提前申报，详细申报信息见 P31-32 页，表格-2A《机械设备展品信息登

记表》，表格-2B《货运车辆-世博停车场通行证》，申报完成后，主办单位将根据实际情况发

放《货运车辆-世博停车场通行证》； 

2. 相关货运车辆需凭《货运车辆-世博停车场通行证》在世博园区指定停车场内候车等待，具体

货运路线及停车场位置见《通行证》背面信息； 

注意：外省市货运车辆请务必阅读第 11 页货运车辆交通信息内容。 

B2. 搭建商施工时间 

2018 年 3 月 24 日 08:30 – 17:30  

2018 年 3 月 25 日 08:30 – 19:30  

1. 所有光地展位的主体结构必须在 2018 年 3 月 25 日中午 12:00 时前完成，所有搭建必须符合

安全要求，待安全检查完毕后，展馆将安排送电；未完成安全整改前将不予以通电。 

2. 搭建商必须在上述规定的时间段内完成展台搭建工作。如需加班，须在当日 15:00 前向主场

搭建提出申请，逾期将不予受理，因此未能完成展台搭建而造成的影响与损失由该搭建商全

部承担。 

3. 加班费收费标准：17:30-22:30       人民币 2,500 元/展位/小时； 

                22:30-次日 08:30  人民币 4,500 元/展位/小时。 

B3. 展商证发放/时间 

2018 年 3 月 24 日 光地展商：13:00 – 17:00 展商请前往展馆南大厅注册台

办理展商证（国展路 1099 号） 2018 年 3 月 25 日 标摊和光地展商：08:30 – 17:00 

B4. 展览时间 

 展商工作时间 开展时间 

2018 年 3 月 26 日 星期一 08:30 – 17:00 09:00 – 17:00 

2018 年 3 月 27 日 星期二 08:30 – 17:00 09:00 – 17:00 

2018 年 3 月 28 日 星期三 08:30 – 15:00 09:00 – 14:00 

B5. 撤展时间 

2018 年 3 月 28 日 星期三 14:00-17:30 

不允许提前撤馆；展商撤展/搭建商和运输代

理商进入展馆服务前，需要切断电源和压缩

空气并且移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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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服务供应商信息及展馆信息 C 
     

 

C1. 主要服务供应商信息 

 

主场搭建：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 1050 号 5 号楼 201 室 

联系人：张苏平（先生） 

手  机：135 6406 3679 

电  话：021-6568 5037  传  真：021-6568 5015 

电  邮：haiboshow@163.com  

 

主场运输：中国外运华东有限公司会展物流分公司 

地  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85 号 4 楼 

联系人：李 婷（小姐） 

手  机：189 1878 1192 

电  话：021-6575 0086  传  真：021-6521 4083 

电  邮：ting.li@sinotrans.com 

 

推荐保险公司：会展风险管理网-www.yzerm.com 

地  址：上海市中山西路933号616室 

联系人：李 欣（先生）/ 陈伟君（先生）/曹 虹（小姐） 

手  机：182 1773 1507 

电  话：021-5111 3250 

邮  箱：yzerm1@vip.163.com  

 

酒店预订：上海奥润特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订房表单在本手册 P-40 页《表格-9 酒店住宿预订表》） 

地  址：上海市徐汇区漕溪路 251 弄 3 号 801 室 

联系人：胡小姐  

手  机：130 2411 2712 

电  话：021-5109 9795  传  真：021-6464 4008 

邮  箱：booking@orient-explorer.com.cn 
 

 

mailto:win.wan@arconmarketing.com
mailto:yzerm1@vip.163.com
mailto:booking@orient-explore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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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场馆技术参数信息 

 

 设施 上海世博展览馆—1 号展馆 

展馆面积 125*185.2m 

地坪材质 强固水泥 

展馆承重 35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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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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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量 6230A 

展馆亮度 250Lux 

高度 

净高 14.7 米 

最大搭建高度 

标准展位搭建高度 2.5 米，严禁在标摊内搭建额外结构。 

光地展位限高 4 米，严禁搭建双层结构、塔楼、拱门及封顶类结构（包含

局部封顶）。 

吊点 展馆顶部无可使用吊点 

给水口 共 208 个给水口，管径 25mm 

排水口 共 208 个排水口，管径 75mm 

压缩空气 
正常压力 8.5KG 

卸载压力 10KG 

安保系统 24 小时保安服务、中央监控、传感报警 

广播系统 有 

卫生间 

2 个男厕（站位各 8 个、蹲位各 7 个） 

2 个女厕（蹲位各 10 个） 

残疾人专用厕所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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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场馆交通信息 
 

上海世博展览馆地址： 

展馆北入口：浦东新区博成路 850 号（靠近周家渡路） 

展馆南入口：浦东新区国展路 1099 号（靠近周家渡路） 
 

 

 

 

 

 

 

 

 

 

 

 

 

 

 

 

 

 

 

 

 

 

 

 

 

 

 

 

轨道交通 8 号线“中华艺术宫”站，3 号口出站，步行 5 分钟至展馆北入口（博成路 850 号） 

轨道交通 7 号/8 号“耀华路”站，4 号口出站，步行 10 分钟至展馆南入口（国展路 10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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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场→上海世博展览馆 

a) 浦东机场出发： 

出租车：约 50 分钟。 

地铁：从浦东机场乘坐地铁 2 号线至龙阳路站，换乘地铁 7 号线至耀华路站下。约 50 分钟。 

从浦东机场乘坐磁悬浮列车至龙阳路站，换乘地铁 7 号线至耀华路站下。约 30 分钟。 

b) 虹桥机场出发： 

出租车：约 40 分钟。 

地铁：由 2 号航站楼乘坐地铁 2 号线至静安寺站，换乘地铁 7 号线至耀华路站下。约 1 小时。 

由 1 号航站楼乘坐地铁 10 号线至老西门站，换乘 8 号线至世博展览馆。约 40 分钟。 

 

2. 火车站→上海世博展览馆 

a) 上海火车站出发： 

出租车：约 20 分钟。 

地铁：乘坐地铁 1 号线至人民广场站，换乘地铁 7 号线至耀华路站下。约 40 分钟。 

b) 上海南站出发： 

出租车：约 15 分钟。  

地铁：乘坐地铁 1 号线至常熟路站，换乘地铁 7 号线至耀华路站下。约 1 小时。 

c) 上海虹桥交通枢纽出发： 

出租车：约 40 分钟。 

地铁：乘坐地铁 2 号线至静安寺站，换乘地铁 7 号线至耀华路站下。约 1 小时。 

 

3. 自驾路线：根据新规每日 7 时至 10 时、15 时至 20 时，上海共有 13 个外牌限行区域地段对

悬挂外省市号小客车及实习期驾驶人驾驶的小客车限制通行，具体如下：  

1）延安高架路（S20 以东段） 

2）南北高架（呼玛路至鲁班立交段） 

3）逸仙高架路（全线） 

4）沪闵高架路（全线） 

5）中环路（全线） 

6）华夏高架路（全线） 

7）罗山高架路（全线） 

8）度假区高架路（中环路至秀浦路段） 

9）内环高架路（除内圈中山北二路入口至锦绣路出口、外圈锦绣路入口至黄兴路出口以外的

路路段）； 

10）南浦大桥 

11）卢浦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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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延安东路隧道 

13）虹梅高架路主线（中环立交-S20 外环高速） 

请您注意相关道路交通信息标志： 

 

 
 

a) 上海市内： 

去往场馆的各个高架及大桥线路： 

南北高架→卢浦大桥→耀华路出口→至周家渡路口左转→到达展馆 

南浦大桥→浦东南路出口→至周家渡路口右转→到达展馆 

打浦路隧道→国展路出口（开出隧道后立即进入左车道）→到达展馆 

龙耀路隧道→济阳路出口左转→至耀华路口右转→到达展馆 

西藏南路隧道→至国展路口右转→到达展馆 

b) 浙江省： 

G60 沪昆高速→内环高架→打浦路隧道→国展路出口（出隧道后立即进入左车道）→到达展馆 

c) 江苏省： 

G2 京沪高速→内环高架→打浦路隧道→国展路出口（出隧道后立即进入左车道）→到达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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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货运车辆交通信息： 

所有进入世博展览馆的货运车辆，请按照以下路线图，凭主办单位提供的《货运车辆-世博停车场

通行证》将车辆先驶入通耀路/济阳路交汇处的上海世博展览馆停车场候车，在停车场办理上海世

博展览馆《卸货区域货运车辆通行证》，具体办理办法见 P-44 页。 
 

注：主办单位提供的《货运车辆-世博展馆停车场通行证》并非为上海市交管部门发放的货运

车辆《上海市区通行证》，此通行证仅为货运车辆进入规定停车场候车等待的凭证，仅能在通耀路/

济阳路的停车场使用。外地货运车辆进入上海需持有《进沪车辆通行证》，办理地址：上海市鑫宇

停车场（龙吴路 2388 弄东湾小区入口处，电话：吴伟华 139 1651 3316）。所有货运车辆任须

按照上海市交管部门及交警部门的相关交通规定在上海市区道路行驶。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货运车辆《上海市区通行证》仅对排放达到“国四及以上标准”的

货运车辆发放。如无相关通行证的货运车辆，不得在每日早 7 点以后，晚 20 点以前，驶入上海市

区道路。一经发现，交警等执法部门将对车辆驾驶员进行罚款扣分处理，请展商务必告知您的展品

承运单位以上信息，以免由于不熟悉相关道路规定，导致车辆被扣耽误您的参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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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道路规定请见以下信息： 

 

一、悬挂本市号牌货运机动车（无通行证），每日 7 时至 20 时的时间内（周六、周日除外）限制

通行范围： 

  由惠民路（杨树浦路起）——大连路——大连西路——广中路（大连西路——中山北一路）

——中山北一路（广中路——西宝兴路）——中山北路——中山西路——中山南二路——中山南

一路——中山南路——陆家浜路连接黄浦江所构成的范围（含上述道路或路段）内以及控江路（大

连路——黄兴路）限制通行。 

  货运机动车不论持证与否均不得在任何时间驶入：内环高架路（中山北二路上匝道西向东至张

江立交除外）、逸仙高架路（场中路以南）、南北高架路（汶水路以南）、延安高架路（全线）、沪闵

高架路（全线）。 

 

二、悬挂外省市号牌货运机动车（无通行证），每日 07:00—20:00 限制通行范围： 

  杨浦大桥及地面道路从黄浦江边向北——周家嘴路——军工路——逸仙路——场中路——

沪太路——汶水路——真北路——天山西路——剑河路——北翟路——环西一大道——漕宝路

——虹梅路——梅陇立交——虹梅南路——环南二大道——徐浦大桥及其地面道路至黄浦江边

——环南一大道——杨高路立交——杨高南路——高科西路（原名博文路）——锦绣路——罗山

路——罗山立交——杨浦大桥及其地面道路至黄浦江边（不含上述道路或路段）。 

 

三、本市高架道路全天禁止货运机动车通行： 

  内环线高架路（中山北二路上匝道：西向东 8 吨<不含>以下车辆除外，东向西 5 吨<不含>

以下车辆除外）、逸仙高架路（场中路以南），南北高架路（汶水路以南）、延安高架路、沪闵高架

路及卢浦大桥。 

 

四、外环线道路北翟路至莘庄立交段（外圈：北翟路下匝道分岔处至莘庄立交；内圈：顾戴路下匝

道分岔处至天山路出口）： 

周一至周五 07:30-09:30，16:30-18:30（国定假日除外）禁止小型货车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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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总则 D 
    

D1 展位活动区域管理 

D2 现场视频/音频设备使用规定 

D3 证件管理 

D4 展品进出管理 

D5 展会保险要求 

D6 现场机械设备展示演示注意事项 

D7 展位清洁和垃圾处理 

D8 食品/餐饮管理 

D9 儿童 

D10 环保措施 

参展商一旦签署了展位合同，即表示同意并遵守本手册中所有规章条例。光地
参展商须确保其搭建商同样理解并遵守手册中所有规章条例。 

 

D1.  展位活动区域 

任何展商不允许使用本展位以外区域用于展示活动，主办单位有权移除所有在公共区域上的物品并

对额外使用的面积收取费用。不能严格执行的展位将被关闭并取消参展资格，对展会造成的不利影

响和损失由展商全部承担。 

 

D2.  现场视/音频设备使用规定 

参展商必须确保其展位内使用的视/音频设备摆放位置及音量都不会滋扰其他参展商或观众。任何

使用的视/音频设备总音量不得超过 70 分贝，主办单位有权要求违规使用中的视/音频设备停止或

禁止使用，并切断该展位电源。 

 

D3.  证件管理 

在搭建以及撤展期间，所有人员进出展馆必须佩戴有效证件。 

1) 展商证 

展商证将于 2018 年 3 月 24 日下午 13:00 开始办理，展商请至世博展览馆 1 号馆签到柜台办

理（展馆南入口，地址：国展路 1099 号）。 

注意：展商证可供展商在展会期间使用。在搭建/撤展以及展会进行过程中，参展商须佩戴展

商证入馆。搭建商和其它供应商须使用的搭建施工证，且只能在展台搭建和撤展过程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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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搭建商施工证 

所有的搭建人员必须在 2018 年 3 月 6 日前，登入世博展览馆官网办理实名认证。请登陆：

http://www.shexpocenter.com/sheshi_04.html  

所有光地搭建商必须在2018年2月15日前向主场搭建商“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提交以下材料： 

1) 展位设计方案/搭建公司营业执照/电工证（请见 P22-23 页，F-6 光地展位设计审图流程） 

2) 表格-3《光地展位指定搭建商登记表》 

3) 表格-4《光地展位搭建责任险投保规定表》 

4) 表格-5《光地展位搭建商安全承诺书》 

5) 表格-6AB《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 

6) 赔偿额不少于 400 万元人民币的展会公众责任险或等额有效保单 

待搭建商通过设计方案审核，完成缴纳管理费/设施租赁费和搭建押金后，搭建商可在 2018

年 3 月 23 至 24 日，前往世博展览馆南广场制证中心，向主场搭建领取施工证和《货运车辆-

世博停车场通行证》。如有任何疑问，可提前联系展会的主场搭建“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

司”咨询： 

联系人：周小姐  朱小姐 

电  话：021-6568 5037 

手  机：158 0190 7578 / 139 1616 1094 

电  邮：haiboshow@163.com  

 

3) 《货运车辆-世博停车场通行证》 

机械设备展商，如有机械设备要运往展馆，您可向您的销售代表或主场运输商申请《货运车辆

-世博停车场通行证》。请您在 2018 年 3 月 6 日前向主办方提交表格-2B《货运车辆-世博停车

场通行证》，主办单位会提前为您安排寄送相关证件。 

搭建商，如需办理可在 2018 年 3 月 23 至 24 日，前往世博展览馆南广场制证中心，办理施

工证同时办理向主场搭建领取《货运车辆-世博停车场通行证》。 

 

D4.  展品进出馆管理 

1 号馆 货运通道出入口尺寸为：5.4m×5.75m 和 4.2m×4.3m（宽×高） 

请您务必注意相关货物和搭建材料的尺寸是否能够正常进出展馆。 

整个展期内展商应安排专人对自己的展台、展品及个人物品进行看管；主办单位不对任何由于展商

看管不利造成的展台、展品或个人物品遗失、损坏负责。 

在没有主办单位的允许，展会正式开始前，任何展品都不得带入展厅；于此同时，在展会正式闭幕

前，任何展品不允许带离展位。各站装卸区/货运出入口，展会期间将关闭。 

展会将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下午 14:00 正式闭幕，展商可在 14:00 后前往展会现场运输服务点为

带离的展品办理出门单；没有出门单的物品，展馆保安将不予以放行离开。 

http://www.shexpocenter.com/sheshi_04.html
mailto:win.wan@arconmarke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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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展会保险要求 

展商应为他人在其展位内所受到的财产及人员伤害负责，因此展商须购买公众责任险，同时在展品

和商品进、撤馆/运输和展出期间也应购买展品险，每个展商应购买的公众责任险保额下限为400

万元人民币，同时展商必须联系他的保险代理将展品也涵盖在保单里。主办单位对任何展品和个人

物品遗失或损坏不负有责任。同时请根据您展位面积的大小来进行投保。 

主办单位强烈提醒各展商，必须将其展位的搭建工人和雇请工作人员纳入保险的被保人范围内。 

“会展风险管理网-www.yzerm.com”作为本次展会的风险评估和保险代理，将为展商提供专业

的保险服务： 

联系人：李欣（先生）          手 机：182 1773 1507 

电  话：021-5111 3250        邮 箱：yzerm1@vip.163.com 

展商与搭建商签署展位搭建合同前，必须检查搭建商的资质和其是否购买了足额的展会保险，以规

避您在参展中的风险。 

 

D6.  现场机械设备展示演示注意事项 

1. 机械设备运抵展馆后，展商须安排专人对设备进行检查或组装，确保相关设备安全无问题后

方可启动。 

2. 机械设备用电，需由有相关资质的电工完成连接，所有电线接驳必须规范并确保牢固，以免

在设备运转过程中发生松动造成伤害；所有动力用电电路必须安装，违反者将被停止供电，

并进行安全整改，因此造成的损失将由参展商或其搭建商全部承担。 

3. 设备连接裸露在外的电缆或输气管，必须用过桥板进行覆盖、固定并进行醒目的标注，以免

绊倒他人造成伤害。 

4. 机械设备添注润滑油必须注意安全规范；倾倒过程中如有洒落在地面的油料需及时清理，并

在洒落位置处设立警示标志。 

5. 参展商应在演示或运转的机械设备周边设置相应的安全距离，提醒观众在安全距离外观看设

备演示；并在醒目位置张贴相关警告标志，告知参观者注意安全。 

6. 相关演示设备需有专人进行操作，演示过程中需要有安全专员进行看护；严禁在没有专人安

全指导下观众随意自行操作机械设备；因无专人看护，或专人看护不利造成的人员伤害或财

产损失由参展商全部承担。 

7. 机械设备演示过程中，安全专员如发现有以下情况应及时主动的提醒观众注意安全： 

a) 观众如佩戴长围巾/长项链/长挂绳，需提醒其参观过程中摘下相关配饰，以免被机器卷

入造成伤害； 

b) 较长头发的观众需提前整理，以免头发被机器吸入或卷入造成伤害； 

c) 需要登高的设备，必须安装扶手，且要提醒穿高跟鞋的观众注意安全； 

d) 其它可能造成意外伤害的情况。 

mailto:yzerm1@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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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  展位清洁和垃圾处理 

展会开幕前以及展会期间，展馆每天会负责安排标准展位的基本清洁工作。光地展位的参展商须自

行安排展位的日常清洁。各展台搭建商应负责布展期间自身所有废弃搭建材料的清理和撤离。展会

结束后，参展商和搭建需将展位内的所有物料/搭建材料带离展馆，任何遗弃在展位内物品将视作

垃圾被处理。所有因清理该遗留物品/材料而产生的劳务费和运输费将由参展商或其搭建商承担。 

 

D8.  食品/餐饮管理 

任何外来盒饭/酒精饮品都不得带入上海世博展览馆，所有的餐饮需求必须得到在上海世博展览馆

的允许后方能带入展馆。 

 

D9.  儿童 

本展会只对专业买家和贸易观众开放。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将谢绝进馆参观。主办方对此有最终

解释权。 

 

D10.  环保措施 

所有与会者都扮演着保护环境的角色，这里有一些方针帮助您的参展更环保，减少用量、重复使用、

再利用。 

1. 合理计划您打算分发的资料量——印刷和运输的资料不要多于您所需要的量。 

2. 尽量采用环保或可再生材料。合理计划您的展台设计和装潢，尽量减少木质材料的使用，使用

可组装的材料，以便重复使用。不用塑料包装袋发放材料；摒弃PVC材料的广告和标志，使用

棉或纸质材料代替。 

3. 搭建中不使用有毒、挥发性油漆和胶水，尽量使用LED照明灯具；使用可再生的地毯。 

4. 将包装材料和纸箱的使用量控制到最低。 

 

举手之劳就可以保护环境，保护我们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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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位信息 E 
    

 

9 平米—普通标准展位规格 
 
 
 
 
  
 
 
 
 
 
 
 
 

标准展台包括下列物品：（展板之数量为按照展台之尺寸，每块展板为 1 米宽。） 

1 展板 6 询问台 

2 用双面胶固定的地毯 7 折椅 

3 印有公司名称（中英文）及展台号的楣板 8 垃圾桶 

4 100 瓦长臂射灯 9 展台基本清洁 

5 13 安 220 伏插座（最大 500 瓦）   

 

我们将按下表中规定的展台面积为您配备下列物品： 

展台家具配置（平方米） 9 平米 18 平米 27 平米 36 平米 

100 瓦长臂射灯 2 4 6 8 

13 安 220 伏插座（最大 500 瓦） 1 2 3 4 

问询台 1 2 3 4 

折椅 2 4 6 8 

垃圾桶 1 2 3 4 

 

 

*注：以上配置不可更换。若参展商不需任何家具配置，请于 2018 年 2 月 15 日前通知主场搭建

商，主办单位不会因此作出相应退款。展商不得在主办单位提供的展具/展墙上钉钉子、钻孔、油

漆，由此造成任何损害的，展商须承担赔偿责任。标准展位如有设备需要使用动力电，需额外申请

电箱，请您填写表格-6AB《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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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位信息 E 
    

 

9 平米—升级标准展位规格 
 

 
 

升级标准展台包括下列物品：（展板之数量为按照展台之尺寸，每块展板为 1 米宽。） 

1 展板（展板为槽板，每块槽板连 12 支挂钩） 6 询问台 

2 用双面胶固定的地毯 7 玻璃圆桌 

3 印有公司名称（中英文）及展台号的楣板 8 折椅 

4 100 瓦长臂射灯 9 垃圾桶 

5 13 安 220 伏插座（最大 500 瓦） 10 展台基本清洁 

 

我们将按下表中规定的展台面积为您配备下列物品： 

展台家具配置（平方米） 9 平米 18 平米 27 平米 36 平米 

100 瓦长臂射灯 2 4 6 8 

13 安 220 伏插座（最大 500 瓦） 1 2 3 4 

玻璃圆桌 1 2 3 4 

问询台 1 2 3 4 

折椅 3 6 9 12 

垃圾桶 1 2 3 4 

 
*注：以上配置不可更换。若参展商不需任何家具配置，请于 2018 年 2 月 15 日前通知主场搭建

商，主办单位不会因此作出相应退款。展商不得在主办单位提供的展具/展墙上钉钉子、钻孔、油

漆，由此造成任何损害的，展商须承担赔偿责任。升级标准展位如有设备需要使用动力电，需额外

申请电箱，请您填写表格 6AB《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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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地展位搭建和管理                                     F 
    

F1 搭建商保险 

F2 展位搭建高度规定 

F3 光地展位搭建押金 

F4 光地展位搭建安全及消防管理规定 

F5 电力设备安装要求 

F6 光地展位设计审图流程 

F7   空压缩机使用规定 

F8 个人防护 

F9 其它搭建作业注意事项 

F10 撤展说明 

备注：参展商指定搭建商或参展商自行搭建展台（参展商自行搭建展台，将被视为搭建商），参展商和其搭建商必须完

全理解并遵守以下主办单位制定的展台搭建规章。同时展会组委会光地展位指定搭建商如下，该些指定搭建商可完全

理解并遵守以下主办单位制定的展台搭建规章。 

1）上海宇艺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志路 333 弄 12 号 17 楼 

电话：18001771767   联系人：许超 先生 

2）上海逊达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诸光路虹桥世界中心 L3A4 楼， 

电话：13585503250   联系人：陈玲莉 小姐 

3）上海睦意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隆路 1777 号（E 通世界商务园）20 号 1 楼  

电话：18621332817  联系人：姜小姐 

4）上海翊成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莘砖公路 518 号 34 栋 901 

电话：18121173188  联系人：云静 小姐 

F1.   搭建商保险 

所有光地搭建商（展商自行搭建展台被视为搭建商）必须为整个布/撤展期间和展会期间购买赔偿

额不少于 400 万元人民币的展会公众责任险。各展台搭建商必须在 2018 年 2 月 15 日前向主场

搭建商提供上述保险证明。展馆有禁止无保险展台搭建商进馆搭建的权利。请参阅 P-34 页，表格

-4《光地展位搭建责任险投保规定表》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F2.   展位搭建高度 

标准展台的高度为 2.5 米，主办单位不允许对标准展位改建（去除楣板/加高/铺设地台&地板及其

他结构等）。光地展位限高 4 米，严禁搭建双层、塔楼、门楼及任何封顶类结构（包括

局部封顶），严禁使用霓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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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光地展位搭建押金 

所有光地搭建商须在 2018 年 2 月 15 日前向主场搭建商“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提交： 

1) 展位设计方案/搭建公司营业执照/电工证（请见 P22-23 页，F-6 光地展位设计审图流程） 

2) 表格-3《光地展位指定搭建商登记表》 

3) 表格-4《光地展位搭建责任险投保规定表》 

4) 表格-5《光地展位搭建商安全承诺书》 

5) 表格-6AB《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 

6) 赔偿额不少于 400 万元人民币的展会公众责任险或等额有效保单 

待所有申报工作完成后，完成缴纳管理费、搭建押金、电箱费、气源费等费用给主场搭建“上

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搭建商方可在 2018 年 3 月 23 至 24 日，前往世博展览馆南广场

制证中心办理施工证。 

世博展览馆办理事项：施工证：30 元/张     

 搭建押金请电汇至： 

开户名：   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上海银行定海支行 

开户账号： 31668303000335664 

搭建管理费：27 元/平米； 

 

搭建押金：展台面积在 54 ㎡以下押金 RMB 20,000 元（含 54 平米）； 

展台面积在 54 ㎡以上押金 RMB 30,000 元。 

撤展期间所有搭建材料垃圾清运出展馆，展馆设施无损坏，经展馆安保确认无误后押金单签字盖章

生效，30 个工作日内由主场搭建完成押金退款（电汇押金将退回至原付款账号）。 

 

F4.   光地展位搭建安全及消防管理规定 

光地展位展商及其搭建商和工作人员，必须完全理解并且无条件的遵守以下安全规定。 

 搭建商必须确保展台的结构安全稳固，并且在施工作业时，对展位搭建质量和安全完全负责。

避免因设计或施工问题造成的展位倒塌、人员受伤、展馆设施损坏等情况的发生。 

 所有光地展位内使用的地毯，必须为阻燃地毯。场馆安保部会要求搭建商提供地毯的阻燃证明，

并抽查地毯是否符合消防要求。没有阻燃证明的地毯将不得带入展馆内使用。违反者将被取缔

搭建资格，并按相关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进行整改与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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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建过程中，超过 2 米以上的高空作业，不得使用“人字梯”，应使用稳固的工作平台；高空

作业过程中，工人应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头盔系绳需系紧在脖子下）且安全绳应正确的固定在

工作平台上，工作平台的移动轮应被锁定，避免因自行移动而造成人员伤害事故。 

 展位木结构部分，必须经过防火处理（刷防火涂料）；电源接驳必须规范，严禁私拉私接电线；

严禁超功率接驳电器；严禁多插座；灯箱等发热设备必须设置排风口。 

 搭建过程中，不得使用任何加热器设备作业，严禁使用焊接装置或其它发烟物质。展馆内不得

进行油漆或喷漆作业。 

 展台搭建过程中，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不得使用无防尘袋的电锯工具，使用电锯或电磨时，工

人必须穿戴口罩和护目镜。火灾警报器、灭火器、消防栓、安全门等设备及通道都必须保持完

好及畅通。主办方要求光地展位内需配备灭火器，展位面积越大，配备的数量越多。 

 严禁搭建双层/错层展台，严禁搭建塔楼和拱门结构；严禁使用霓虹灯和大功率灯具（500W

以上）；使用大功率发热灯具应加装防护罩（如 100W 以上碘钨灯）。 

 

 

 

 

 

 

 

 

 

 

F5.   电力设备安装要求 

1. 展台内所有电气线路、电器设备的安装，必须由携带有效电工操作证的人员持证上岗操作（展

商和搭建商必须遵守）；严禁无证人员违规操作。所有操作必须符合相关国家电气规范。如发

生问题，施工单位/展商将承担一切责任和由此产生的后果。 

2. 电气线路必须安装分路开关，线路如穿越走道必须有合格的过桥板进行安全保护。 

3. 展位的配电箱必须在展台内，且必须做架高处理，严禁将配电箱放置在过道内。敷设的电气线

路应穿金属管或阻燃性 PVC 管保护，并保证灯具与可燃物品之间的安全间距离（0.5 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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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电箱周围严禁安防易燃物品和饮水机等；严禁擅自挪动用展馆固定电箱设施。所有的电器线

路容量配备应均衡，其线路敷设均应架空或采取有效保护措施敷设，其负载设备声均应有良好

的接地装置。 

5. 敷设的电线应采用护套线，其接头必须采用专用接头连接。除灯头线外，不应使用花线。严禁

使用易发热的电器设备及高温灯具。 

搭建商需严格遵守以上规程，对于任何违规事件，场馆管理方将保留采取相应措施（如切断电

源供给等）的权利。 

 

 

 

 

 

 

 

 

F6.   光地展位设计审图流程 

为了搭建安全，光地搭建商须向主办搭建提交展台设计方案进行审批。送审展位设计方案必须包括： 

- 三视效果图（正视/顶视/测视） 

- 明确标注所有尺寸、材质、墙面和主要展品的平面图 

- 俯视设施位置图（电箱/压缩空气/上、下水/网络位置） 

- 材料和消防详细信息 

- 电工证复印件 

所有设计图的比例应符合要求，不得小于 1:50。所有设计方案应在 2018 年 2 月 15 日前以 jpg 或

PDF 格式发送至：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小姐 朱小姐 

电  话：021-6568 5037 

手  机：158 0190 7578 / 139 1616 1094 

电  邮：haiboshow@163.com  

 

注意，只有完成展位设计方案审批后，搭建商才能在布展前拿到施工证和货运车证。 

 

mailto:win.wan@arconmarke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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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地搭建商 

 

向“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提交以下材料： 

1) 展位设计方案 / 搭建公司营业执照 / 电工证 

2) 表格-3《光地展位指定搭建商登记表》 

3) 表格-4《光地展位搭建责任险投保规定表》 

4) 表格-5《光地展位搭建商安全承诺书》 

5) 表格-6AB《电箱/压缩空气/上下水申请表》 

6) 赔偿额不少于 400 万元人民币的展会公众责任险或等

额有效保单 
 

第一阶段 
 

2018 年 2 月 15 日前 

 

第二阶段 
 

2018 年 3 月 6 日前 

 

主场搭建收到搭建商所提交的材料后 

1) 审核光地展位设计方案： 

a) 方案通过，交主办单位安全员复审 

b) 方案未通过，退回搭建商要求整改 

2) 审核搭建商所有提交材料是否完整/符合要求 

c) 完整无误，归档 

d) 不完整/有遗漏，退回搭建商要求补充完整 

3) 审核“电箱/压缩空气/上下水申请表”，发付款通知书，

交清租赁设施费用、管理费及押金 

 

光地搭建商 

1) 根据整改要求提交修改方案 

2) 提交符合要求/内容完整的

材料 

3) 在截止日期前缴纳预订设施

费用、管理费和押金 

4) 登陆展馆官网办理实名认证 

主场搭建 

1) 复审展台搭建修改方案 

2) 通过方案交主办安全员

复审 

3) 复审所有提交材料 

4) 确认订单款项 

主办安全员 

复审展台搭建修改方案 

1) 方案通过后，发放《进

馆通知》 

2) 未通过，不予发放 

光地搭建商 

2018 年 3 月 23 日至 24 日，凭《进馆通知》前往展馆南签到大厅制证中心办理进馆手续： 

1. 缴纳搭建押金（面积 54 ㎡及以下押金 RMB 20,000 元，面积在 54 ㎡及以上押金 RMB30,000 元）； 

2. 向展馆缴纳搭建管理费，领取施工证和《货运车辆-世博展馆停车场通行证》，完成进馆前所有施工手

续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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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   空气压缩机使用规定 

由于安全方面的因素，展会期间展馆内严禁使用空压机。参展商不得私带空气压缩机进馆。如在展

期需使用压缩空气，请向主场搭建：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请您填写 P36-37 页，《表格-6AB

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申请。 

 

F8.   个人防护 

布展和撤展期间，包括参展商在内的所有人员都必须穿戴注明公司名称的荧光背心、安全头盔、安

全手套、安全工作鞋和相关作业所需的其他个人防护设备，如手套、护目镜、面罩和耳塞等，并佩

戴搭建施工证。违反者禁止进入展厅，施工过程中发现违规者，将被没收施工证件，并对施工单位

进行整改和处罚，因违反上述规定被处罚而造成展台搭建无法按时完成的影响和损失由该搭建单位

全部承担。 

 

 

 

 

 

 

 

 

F9.   其它搭建作业注意事项 

1. 特装展商不得在展馆的墙面/地面上钉钉子、钻孔、油漆或搭建固定装置。由此造成任何损害

的，展商及其搭建商须承担赔偿责任。 

2. 光地展位裸露在外的背墙，必须用白色喷绘布进行遮盖，遮盖处必须平整美观；严禁在遮盖物

上出现任何形式的 LOGO 或标语。如违反此规定，主办单位将要求搭建商行整改，若拒不整

改，该展位所交押金将扣除并做断电处理。主办单位对此有最终解释权。 

3. 参展商和其指定搭建商应负责在展会结束后拆除其展台并将所有搭建材料及垃圾清运出展馆。

如未能严格执行的展位将自没收全额搭建押金。 

 

F10.   撤展说明 

展会将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下午 14:00 正式闭幕，展商可在 14:00 后前往运输服务点为带离的

展品办理出门单；没有出门单的物品，展馆保将不予以放行离开。 

在 2018 年 3 月 28 日下午 14:00 展会正式结束前，展商和其搭建商不得拆除其展台的任何部分。

展会结束时指定运输代理会将您存放的空箱等物料运抵您的展台。主办单位要求所有参展商必须遵

守并尊重这一规定，以免在展会结束前影响其他参展商的销售活动和观众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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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指南                                              G 
    
 

中国外运华东有限公司会展物流分公司 

地  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85 号 4 楼 

联系人：李 婷（小姐）      手 机：189 1878 1192 

电  话：021-6575 0086 

传  真：021-6521 4083 

电  邮：ting.li@sinotrans.com  

 

1. 展品接货途径及时间要求 

展商可将展品或搭建材料通过铁路、航空或陆路卡车自行安排运往上海： 

A. 货物运抵上海火车站/机场/陆运站，-----

委托我司将展品从上海各提货处提货至仓

库暂存后，运至展馆门 

展品须在进馆第一天前 5 个工作日运抵上

海各提货处 

B. 货物直接运抵外运会展仓库，------委托我

司将展品从外运会展仓库暂存后运至展馆 

展品须在进馆第一天前 3 个工作日运抵外

运会展仓库 

C. 货物直接运抵展馆门口------委托我司在展

馆门口卸货及至展台就位的服务 

展商须自行安排展品运抵上海展馆指定卸

货区域（日期以主办方最终通知为准）。 

对于上述接货方式，展商务必在展品预定抵达上海前 3 个工作日提供已填妥的附表一和相关托

运单证等资料，以便我们在上海查询到货情况。否则由此造成的延误，我公司无法负责。 

2. 收货人信息 

接货方式 A 
收货人：中国外运华东会展仓库 

仓库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逸仙路 4188 号；联系人：潘东兴 189 1878 1707 

仓库收货时间：每周一至周五，9:00～16:00（国定节假日除外） 接货方式 B 

接货方式 C 参展公司，展商自行在展馆门口与送货人交接，并送至展馆指定卸货区域。 

 

3. 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A. 服务内容： 

1) 展品到达上海火车站、机场、陆运站后的有关文件处理； 

2) 把展品从上海火车站、机场、陆运站等地提至我司仓库暂存，再统一转送至展馆门口。 

收费标准：人民币 250 元/立方米（最低人民币 400 元/运次） 

 

B. 服务内容： 

1) 展品到达我司仓库后的有关文件处理； 

2) 展品在我司仓库暂存，再统一转送至展馆门口。 

收费标准：人民币 200 元/立方米（最低人民币 200 元/运次） 

 

mailto:ting.li@sinotra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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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服务内容：进馆服务 

1) 帮助卸车并将展品送至展台，含空箱存放； 

2) 帮助展商开箱、一次就位（不含组装）。 

基本收费标准：人民币 90 元/立方米（单件 5 吨以下货物，最低人民币 90 元起收） 
 

超过 5 吨以上或因为机器本身结构原因需要使用大型机械设备的货物，除了基本收费外，须加收

大型起重设备费用，具体收费标准如下： 

设备名称 收费标准 备注 

叉车部分 

7 吨（适用于 5-7 吨货物） RMB250/次 超过 2 小时，按 RMB150/小时计收 

10 吨（适用于 7-10 吨货物） RMB400/次 超过 2 小时，按 RMB220/小时计收 

吊机部分 

25 吨（适用于 12 吨以下货物） RMB700/次 超过 2 小时，按 RMB400/小时计收 

50 吨（适用于 25 吨以下货物） RMB2,000/次 超过 2 小时，按 RMB1,100/小时计收 

70 吨（适用于 40 吨以下货物） RMB4,000/次 超过 2 小时，按 RMB2,200/小时计收 

 

注：单件货物超过 10 吨一般需使用吊机，如因货物本身结构特点无法使用叉车的也需使用吊车进

行作业。 

如展品情况特殊，需要使用上表中未列明的机械设备，请与我司联系，我司另行报价。 

请注意以上报价系单程。货物立方数由货物外包装长 X 宽 X 高得出，如无外包装则由裸机长 X

宽 X 高得出。 
 

4. 服务内容：出馆服务 

将空箱送至展台，帮助展商装箱并将展品装车；收费标准：同 C。 

5. 服务内容：代为展商办理回运至外省市的托运事宜；收费标准：同 A。 

6. 其他费用： 

a) 展品抵达我司仓库后的存放费（免费 15 天存放）： 人民币 5 元/立方米/天 

b) 晚到展品提货附加费：人民币 300 元/运次 

c) 代付世博展馆费用：管理费人民币 25 元/立方米 

d) 空箱管理费：人民币 20 元/立方米 

附注： 

1. 由于受展览场地条件的限制，展商须对展品的单件尺码及重量加以注意。凡有单件长超过 6 米，

宽超过 2.2 米，高超过 2.2 米，或重量超过 3 吨展品的展商，请事先告知我司。如果展商事先

未与我司联系便将超限展品运往参展，所产生的后果由展商自行负责。 

2. 危险品，冷冻（藏）品及贵重品处理附加费另议。 

3. 展商必须自行对展品的现场操作（包括装、卸车，开、装箱及吊装等事宜）安排指导和监督；

否则，外运会展有权拒绝提供相关服务，以免造成人员或货物伤害事故。 

4. 我司所收的服务费用中不包含保险费，为维护展商的权益，我司提醒展商安排适当的全程保险

（包括展览期间）。保险范围应包括我司及其代理的责任事故的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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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少，残损时申报检验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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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措施 H 
    

 

应急电话： 

上海世博展览馆服务电话：021-2089 3660 

如遇紧急情况，请首先拨打应急电话。展馆工作人员会立刻联络当地消防、医疗和公安部门，并且

协助救护车辆迅速进入展馆到达事发地点。 

 

常用电话： 

救护车：120                 公安局：110                        火警：119 

当应急电话忙线或无人接听时，再拨打以上常用电话。 

 

医疗救助： 

如果发生严重意外伤害，请采取以下措施： 

(1) 立即拨打应急电话，并告知确切位置和事故的详细情况。 

(2) 采取可行的措施救治并安抚受伤者，直到专业救援队伍到达。 

 

火灾： 

展馆内严禁吸烟，请展商协助做好参观观众禁烟工作，一经发现消防部门会严厉处置。 

展馆配备有火警警报和消防喷淋设施。同时，展馆内每个出入口处都设有灭火器。 

如果您察觉到火情或浓烟： 

(1) 在可能的情况下，启动最近的火警报警。 

(2) 立即拨打应急电话，并告知确切位置和火情。 

(3) 从最近的安全出口离开展馆。 

(4) 关闭您身后的门，阻断氧气进入，但不要锁门。 

 

如果您听到火警报警：请保持冷静和警觉，立即准备好离开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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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离： 

当您听到火警撤离通知或指示： 

(1) 从最近的安全出口离开展览中心。 

(2) 按照展馆广播或者消防/公安/工作人员的指示行动。 

(3) 安全出口：安全出口的标志为绿色。 

一旦离开展馆，不要马上返回，直到展馆管理人员或者消防/公安部门宣布安全之后再进入展

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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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申请表 I 
                                                                                                                                                                                                           

 

 

 

 

编号 页码 表格订单 截止日期 表格交回 
发送 

 
表格-1 P30 会刊-展商信息登记表 2018 年 3 月 1 日 主办单位  

表格-2A P31 机械设备展品信息登记表 
2018 年 3 月 6 日 

中外运  

表格-2B P32 货运车辆-世博停车场通行证申请表 主办单位  

表格-3 P33 光地展位指定搭建商登记表 

2018 年 2 月 15 日 海博展览 

 

表格-4 P34 光地展位搭建责任险投保规定表  

表格-5 P35 光地展位搭建商安全承诺书  

表格-6AB P36-37 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  

表格-7 P38 额外展具租赁表  

表格-8 P39 额外视/音频/网络服务申请表  

表格-9 P40-43 酒店住宿预订表 2018 年 3 月 12 日 奥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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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展览馆《卸货区域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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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  会刊-展商信息登记表 

截止日期：2018 年 3 月 1 日                                                                     

为了感谢贵司对本展会的参与和支持，请参展商仔细填写以下信息登记表，主办单位会将贵

司的信息介绍刊登在《展会会刊》等相关宣传资料中；将贵司最新的产品，通过我们专业平台发

送给专业观众以及专业买家，我们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展会，不仅在展会现场，更在展会之外，带

给您无尽的商机！ 

我是老客户，资料沿用 2017 年不变。 

我是新客户/老客户，2018 年新资料如下： 

展位号 

Booth No. 
 

公司 LOG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中文： 

English: 

地址/Add.：  

网址/Web：  

联系人/CP：  

电话/Tel：  

传真/Fax：  

电邮/E-mail：  

公司产品简介 

Company and 

Product 

Introduction 

中文（限 300 字以内）： 

 

English(within 300 words): 

 

核心产品 

Key Products 

中文（限 100 字以内）： 

 

English(within 100 words): 

 

楣板信息 
中文： 

English: 

公司宣传标语 

Company 

Slogan 

 

产品图片 

Product Picture 
5 张产品图片 JPG/PDF/EPS 格式，单张图片不得大于 300KB，底色为白色 

*所有内容都必须按规定填写。 

*联系人、电话、传真、电子邮箱、手机、公司地址和公司网址都只能填写一个。 

*如字数超过规定，主办方有权对公司简介及主要产品的内容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产品图片必须为 JPG/PDF/EPS 格式，单张图片不得大于 300KB，主办方有权对图片进行相应的

调整和缩略，相关宣传标语，图片和 logo 仅用于展会宣传及推广使用。 
 

请您务必在 2018 年 3 月 1 日前完成本表格，并以邮件及附件 Word 文档的形式回传至主办方：

吴秀贤：viola.wu@ite-china.com.cn，电话：152 2189 3481；以便我们排版设计。 

所有展商必须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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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2A  机械设备展品信息登记表 

截止日期：2018 年 3 月 6 日                                                                    
 

机械设备展品信息登记表 
 

请您在相关截止日期前，将此表回传至本届展会主场物流运输商： 

请将表格交回至： 

中国外运华东有限公司会展物流分公司 

联系人：李 婷（小姐） 

电  话：021-6575 0086 

传  真：021-6521 4083 

电  邮：ting.li@sinotrans.com 

展商信息 

公司名称： 

展台号： 展位负责人： 

展台面积： 电子邮箱： 

电话： 传真： 

我司将安排以下货物参加本次展览会，需提供现场装/卸车和就位等服务（不含组装）： 

箱号 包装式样 展品名称 
长 x 宽 x 高 
（cm） 

体 积
（m3） 

重量 
（kg） 

特殊注意事项 

       

       

       

       

（不够请另行附页）总计：         件，         立方米，         kg。 

我司的参展货物将以下列方式运到上海（请在以下 A/B/C 三种运输方式上打“√”并填写）： 

A. 由（铁路/航空/陆路卡车）运至上海提货处，货运单证号：________________（单证请一并传真） 

预抵上海日期：__________________，请贵司安排提货、保存并运至我司展台； 

B. 直接运抵贵司仓库，货运单证：________________（单证请一并传真） 

预抵上海日期：__________________，请贵司安排保存并运至我司展台； 

C. 自己安排运至展馆门口后，请贵司安排运至我司展台。预抵日期：_________（上午/下午）。 
 

我司同意本展会规定的费率，将以下述方式支付贵司相关费用（请在以下支付方式上打“√”）： 

□ 在布展前将进出馆所有费用一次结清，电汇至贵司帐户； 

□ 在布展期间将进出馆所有费用一次结清，现金缴纳给贵司现场工作人员。 

 

公司/业务签章（请保留该份表格副件存档）  

机械设备展商必须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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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2B  货运车辆-世博停车场通行证申请表 

截止日期： 2018 年 3 月 6 日                                                                       

 

《货运车辆-世博停车场通行证》 

 

展商名称：                                            

展 位 号：               联 系 人：                   

邮政编号：               联系电话：                   

邮寄地址：                                            

 

我公司申请车辆临时进/撤馆证          张，请予发放。 

 

 

                         展商签字：             

                                                       2018 年    月     日 

 

机械设备类展商，请在 2018 年 3 月 6 日前回此表至主办单位：313701570@qq.com 

联系人：陈 涛（先生），电话： 021- 6127 6567，手机：181 1730 1132。 

 

备注： 

1. 组委会确认收到后，将根据实际情况寄送《货运车辆-世博停车场通行证》给申请的展商。 

2. 所有进入世博展览馆的货运车辆，凭主办单位提供的《货运车辆-世博停车场通行证》将车辆

先驶入通耀路/济阳路交汇处的上海世博展览馆停车场，停车办理《世博展馆卸货区域车辆通

行证》，具体办理办法见 P-44 页。 

 

注：主办单位提供的《货运车辆-世博展馆停车场通行证》并非为上海市交管部门发放的货运车

辆《上海市区通行证》，此通行证仅为货运车辆进入规定停车场候车等待的凭证，仅能在通耀路

/济阳路的停车场使用。所有货运车辆任须按照上海市交管部门及交警部门的相关交通规定在上

海市区道路行驶。 

 

自2017年1月1日起，货运车辆《上海市区通行证》仅对排放达到“国四及以上标准”的货

运车辆发放。如无相关通行证的货运车辆，不得在每日早7点以后，晚20点以前，驶入上海市

区道路。一经发现，交警等执法部门将对车辆驾驶员进行罚款扣分处理，请展商务必告知您的

展品承运单位以上信息，以免由于不熟悉相关道路规定，导致车辆被扣耽误您的参展工作。  

机械设备展商必须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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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3  光地展位指定搭建商登记表 

截止日期：2018 年 2 月 15 日                                                                        

光地展位，除电力/压缩空气/供水接入外，其展位的设计、搭建、装修均由参展商指定的搭建商

完 成 ； 所 有 展 位 的 设 计 方 案 必 须 在 2018 年 2 月 15 日 前 ， 需 通 过 邮 件 发 送 至 主 场 搭 建

haiboshow@163.com进行安全审查。 

递交文件必须包含以下内容： 

1) 展位设计方案/搭建公司营业执照/电工证（请见 P22-23 页，F-6 光地展位设计审图流程） 

2) 表格-3《光地展位指定搭建商登记表》 

3) 表格-4《光地展位搭建责任险投保规定表》 

4) 表格-5《光地展位搭建商安全承诺书》 

5) 表格-6AB《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 

6) 赔偿额不少于 400 万元人民币的展会公众责任险或等额有效保单 

所有设计图方案必须显示展台平面和剖面结构，标注使用的搭建材料，并详细说明展台的尺寸、

重量和负荷。 

光地展位：最大允许搭建高度为4米，严禁搭建双层、塔楼、门楼及任何封顶类结

构（包括局部封顶），严禁使用霓虹灯。 
 

所有光地展位参展商必须通过主场搭建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申请用电。 

2018年2月15日后申请或付款，将额外收取30%加急费；2018年3月6日后申请或付款，将收取

50%加急费；2018年3月24日后申请或付款，将收取100%加急费（并由主场搭建商视现场情况，

另行安排时间提供服务，如须现场加班，加班费用由申请方承担）。更多信息参见表格-6AB《电

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 
 

请根据您的具体情况打勾： 

 我司将指定一家外部搭建商来搭建我司的光地展位，详细信息见下方。 

 我司将自行搭建我司的光地展位。（请填写以下联系人信息） 

本页内容由参展商填写，交搭建商回传至主场搭建。 
 

我司指定：                                为我司本次展会的搭建商 （参展企业此处盖章） 

搭建商联系人： 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展商信息： 

参展企业：                   

展位号：  联系人：  

电  话：  手  机 ：  

邮  箱：  日  期 ：   

请回传到以下地址并保留副本做记录： 

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小姐  朱小姐 

电话：021-6568 5037  

手机：158 0190 7578 / 139 1616 1094 

邮箱： haiboshow@163.com  

所有光地展位展商必须回传！ 

mailto:jennifer.hu@arconmarketing.com
mailto:win.wan@arconmarke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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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4  光地展位搭建责任险投保规定表 

截止日期：2018 年 2 月 15 日                                                                    

 

光地展位搭建责任险投保规定表 
 

主办单位要求所有空地特装展位必须购买累计总限额不低于 400 万人民币的展览会责任险。主办

单位提醒各位展商对于各自的员工，其展品，自搭建展台结构的施工人员的安全同样负有责任。因此

要求特装搭建商购买第三者责任等相应保险。 

为转移定做方与承揽方使用或搭建特装展位的责任风险以及确保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保障，每个

特装展位必须事前购买符合本规定要求的展览会责任保险后，方可办理有关报电、审图、缴押金等入

场手续。 

1、每个特装展位必须将搭建商（承揽方）、参展商（定做方）列为被保险人。 

2、每个特装展位展览会责任险的保险责任要求如下： 

A、对于所租用展览场所的建筑物、各种固定设备及地面、地基的损失； 

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 50 万元。 

B、由于所雇请工作人员的人身伤害，所引起的抚恤金、医疗费和其它有关费用； 

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 150 万元；每人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 40 万元。 

C、由于第三者的人身伤害，所引起的抚恤金、医疗费和其它有关费用。 

累计限额：人民币 200 万元；每人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 40 万元。 

3、每份保单保费为人民币 500 元。 

4、展览会责任险专用投保采用在线投保方式，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1）登录“会展风险管理网”网址“www.yzerm.com”---点击“在线服务”； 

（2）按展会时间日程，选择“第十三届上海国际袜业采购交易会”点击下一步进入在线投保---填写

表格后点击“提交”---根据提示支付保费---确认保费到账后，“会展风险管理网”将尽快通知主办方，

保单正本与发票也会尽快快递给投保人。 

5、“会展风险管理网-www.yzerm.com”作为本次展会保险推荐服务商，为本次展会提供最优惠的

统保条件及服务，包括在展览会现场办理保险投保手续、现场安全督促、现场保险事故及赔款处理等

服务工作。请参展商或搭建商事先联系与咨询： 

会展风险管理经理：李欣、陈伟君、曹虹；联系电话：021-5111 3250 /182 1773 1507； 

邮箱：yzerm1@vip.163.com，网址：www.yzerm.com 
 

现场保险理赔服务： 

如果发生保险事故请立即对出险现场进行拍照取证，并拨打现场报案电话：陈先生 182 1773 1507 

展商信息： 

参展企业：                     

展位号：  联系人：  

电  话：  手  机 ：  

邮  箱：  日  期 ：   

请回传到以下地址并保留副本做记录： 

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小姐  朱小姐 

电话：021-6568 5037  

手机：158 0190 7578 / 139 1616 1094 

邮箱： haiboshow@163.com 

所有光地搭建商必须回传！ 

mailto:win.wan@arconmarke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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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5  光地展位搭建商安全承诺书 

截止日期：2018 年 2 月 15 日                                                                    

 

光地展位搭建商安全承诺书 
 

为确保上海世博展览馆公共设施安全及施工安全，切实防范和杜绝布撤展施工过程中的各种不安全因素，结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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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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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负责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培训教育，确保施工人员持证上岗。督促施工人员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按照规

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和消防措施。指派现场安全负责人，负责日常的安全检查、监督工作，并佩戴明显的

标识。 

3. 严格按照展馆关于展厅内外的各项操作及使用规定作业，自觉服从展馆有关工作人员对装修过程的检查和监

督。 

4. 施工期间严格遵守展馆的各项安全、防火管理制度，如有违反，本单位愿意承担全部责任以及因此产生的一

切后果。 

5. 高空作业时，施工人员需具备登高作业许可证或相应的资格证书，并做好安全措施。如发生问题，施工单位

将承担一切责任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6. 在施工过程中，严禁出现影响建筑结构和使用安全的行为。 

7. 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装修材料和设施，确保所用装修材料必须符合消防主管部门对展览搭建材料的规定。 

8. 展会结束后，施工单位须按展馆规定将所有垃圾带离展馆区域（包括租赁区域、公共区域以及装卸货区域），

并且应及时请展馆安保及保洁当场确认场地清洁情况并予以确认盖章，逾期不予受理。如有遗留垃圾或未进

行场地清洁确认，展馆保留向相关单位收取垃圾清运费以及管理费用的权利。 

9. 我司已按照主办方规定，按照要求购买了足额的展览会责任险，所有参与展会搭建的我司员工，都在相关保

险范围内。 

 

我司确认收悉且承诺将仔细阅读《201108版展馆手册》、《201108版简明安全规定》和《上海市展览馆消防安

全管理标准（试行）》。我司承诺将严格遵守并督促相关人员切实遵守上述规定以及展馆其他相关规定。我司承诺：

因任何违规事件而导致的安全事故和一切损失由我司自行承担。此外，我司同意上海世博展览馆出于安全考虑而

保留对相关安全隐患行为采取任何必要措施的权力，并承诺赔偿由此给上海世博展览馆所造成的一些直接或间接

损失。 

如有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本单位愿意接受展馆、主办单位、展馆安保的处理，并承担全部责任。 

 

搭建展位号：                                搭建商盖章：                            

搭建企业负责人签字：                        手机/电话：                             

展位搭建安全员签字：                        手机/电话：                             
 

请在2018年2月15日前将签字盖章扫描件发送至：haiboshow@163.com，进行备案。 

未提交《光地展位搭建商安全承诺书》的搭建商将不允许进馆搭建，主办方对此保留最终解释权。  

所有光地搭建商必须回传！ 

mailto:jennifer.hu@arconmarke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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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6A  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 

截止日期：2018 年 2 月 15 日  

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 

「灯具&电箱」 

编号 设施名称 单价（元） 数量 小计 

EL7002 100 瓦长臂 LED 射灯 90   

EL7004 40 瓦日光灯 90   

EL7005 
13Amp/220V 机械电源插座 

（最高 500 瓦，仅限标准展台非照明用） 
180 

  

EL7007 50 瓦石英灯（高身玻璃饰柜用） 90   

EL7009 
13A/220V 机械电源插座（最高 1000 瓦，仅限标准展台非

照明用） 
300 

  

EL7010 150 瓦长臂石英灯（黄光） 300   

EL7013 150 瓦短臂 HQI 280   

EL7027 
100 瓦照明用电接驳 

（连电线，每支自携灯算，仅限标准展台） 
55 

  

EL7038 
100 瓦照明用电接驳 

（不连电线，每支自携灯算，仅限标准展台） 
50 

  

EL7021 15A/380V 三相机械电源（最高 8 千瓦只供机器用） 1,500   

EL7022 30A/380V 三相机械电源（最高 15 千瓦只供机器用） 1,850   

EL7023 60A/380V 三相机械电源（最高 30 千瓦只供机器用） 3,800   

EL7024 15A/380V 三相照明电源（最高 8 千瓦只供照明用） 1,500   

EL7025 30A/380V 三相照明电源（最高 15 千瓦只供照明用） 1,850   

EL7026 60A/380V 三相照明电源（最高 30 千瓦只供照明用） 3,800   

 24 小时电源必须提前申请（在原报价上加收 50％费用） /   

以上价格为展览会的租金价格总额：             人民币 
 

「压缩空气」 

编号 设施名称 单价（元） 数量 小计 

EL7031 压缩空气≤5HP，8bar，气管直径 8mm，4 分快接 3,400   

EL7032 压缩空气=7HP，8bar，气管直径 12mm，4 分快接 3,900   

EL7033 压缩空气=10HP，8bar，气管直径 18mm，6 分阀门 4,950   

以上价格为展览会的租金价格总额：             人民币 

 
请连同 P37 页，表格-6B 一同回传。 

所有光地搭建商/机械设备展商必须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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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6B  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 

截止日期：2018 年 2 月 15 日      

电箱/压缩空气/供水申请表 

「供水项目」 

编号 设施名称 单价（元） 数量 小计 

EL7034 机器用水（供单一机器使用、管径 20 毫米、水压 4kg/cm2） 3,000   

EL7035 生活用水（供洗手盘使用、管径 15 毫米、水压 4kg/cm2） 4,150   

以上价格为展览会的租金价格总额：             人民币 

 

电箱、气源位置标注 

请您在坐标图中标注出您预订电箱、起源的位置 

a) 图中必须标注展位周围是否有通道或展位。 

b) 图中必须标注申请电箱和电量 

c) 图中必须标注展位号和展位名称，每一小格为一平方米，请展商按照自己的展台大小标示。 

展馆卸货区图例 

 

展馆北入口                                     展馆南入口 

 

 

1 号馆展厅入口 

备注： 

1. 220V 插座不可用于照明接驳。特装展台必须申请三相电电箱供照明使用，如展台内有机器设备，则照

明用电和机器设备用电必须分开申请。 

2. 逾期申请或付款将收取加急费：2018 年 2 月 15 日后申请或付款，将额外收取 30%加急费；2018 年 3

月 6 日后申请或付款，将收取 50%加急费；2018 年 3 月 24 日后申请或付款，将收取 100%加急费（并

由主场搭建商视现场情况，另行安排时间提供服务，如须现场加班，加班费用由申请方承担）。 

3. 所有申请均以缴纳全款费用作为申请的最终确认日期，所有银行手续费均由申请方支付。所有银行手续

费均须由参展商支付。 

4. 银行电汇信息如下： 汇款公司名称：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名称：上海银行定海支行 

开户账号：31668303000335664 

展商信息： 

参展企业：                    

展位号：  联系人：  

电  话：  手  机 ：  

邮  箱：  日  期 ：   

请回传到以下地址并保留副本做记录： 

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小姐  朱小姐 

电话：021-6568 5037  

手机：158 0190 7578 / 139 1616 1094 

邮箱： haiboshow@163.com 

 
请连同 P36 页，表格-6A 一同回传。  

所有光地搭建商/机械设备展商必须回传！ 

mailto:win.wan@arconmarke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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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7  额外展具租赁申请表 

截止日期：2018 年 2 月 15 日  

以上价格为展览会的租金价格总额：             人民币 

备注： 

1. 220V 插座不可用于照明接驳。特装展台必须申请三相电电箱供照明使用，如展台内有机器设备，则照明用电和机器设备用电

必须分开申请。 

2. 逾期申请或付款将收取加急费：2018 年 2 月 15 日后申请或付款，将额外收取 30%加急费；2018 年 3 月 6 日后申请或付

款，将收取 50%加急费；2018 年 3 月 24 日后申请或付款，将收取 100%加急费（并由主场搭建商视现场情况，另行安排

时间提供服务，如须现场加班，加班费用由申请方承担）。 

3. 所有申请均以缴纳全款费用作为申请的最终确认日期，所有银行手续费均由申请方支付。所有银行手续费均须由参展商支付。 

4. 银行电汇信息如下：汇款公司名称：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名称：上海银行定海支行 

开户账号：31668303000335664 

展商信息： 

参展企业：                   

展位号：  联系人：  

电  话：  手  机 ：  

邮  箱：  日  期 ：   

请回传到以下地址并保留副本做记录： 

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小姐  朱小姐 

电话：021-6568 5037  

手机：158 0190 7578 / 139 1616 1094 

邮箱： haiboshow@163.com 

编号 名称（尺寸） 单价（元） 租赁数量 价格 

SF3001 咨询台（1000L x 500D x 750Hmm） 120   

SF3003 锁柜（1000L x 500D x 750Hmm） 100   

SF3005 
高身玻璃饰柜连 2 支 50 瓦石英灯 

（1000L x 500D x 2500Hmm） 
400   

SF3006 矮身玻璃饰柜（1000L x 500D x 1000Hmm） 240   

TC4001 四方台（800L x 800D x 750Hmm） 120   

TC4002 白圆台（800L x 800D x 750Hmm） 100   

TC4015 白折椅（460W x 480D x 770Hmm） 30   

TC4016 黑皮椅（560W x 550D x 820Hmm） 50   

TC4018 白色异形吧椅（360L x 400D x 750Hmm） 80   

TC4028 单人沙发（800W x 730D x 790Hmm） 300   

AF5001 斜层板（1000L x 300Wmm） 60   

AF5002 平层板（1000L x 300Wmm） 50   

AF5002 玻璃层板（1000L x 300Wmm） 90   

AF5004 背板（1000L x 2500Hmm） 100   

AF5005 折门（950L x 2000Hmm） 150   

AF5007 洞洞板连 20 个挂钩（1000L x 2200Hmm） 150   

AF5011 资料架（1000L x 300Hmm） 100   

AF5012 黑色企身资料架（270W x 250D x 1200Hmm） 150   

AF5019 绿植（散尾葵） 80   

AF5027 可锁掩门（950L x 1920Hmm） 280   

AF5029 槽板柜 500   

AF5030 槽板连 12 个挂钩（950L x 2330Hmm） 350   

展商按需选择回传！ 

mailto:win.wan@arconmarke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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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8  额外视/音频/网络服务申请表 

截止日期：2018 年 2 月 15 日     

额外视/音频/网络服务申请表 

以上价格为展览会的租金价格总额：             人民币 

备注： 

1. 220V 插座不可用于照明接驳。特装展台必须申请三相电电箱供照明使用，如展台内有机器设备，则照

明用电和机器设备用电必须分开申请。 

2. 逾期申请或付款将收取加急费：2018 年 2 月 15 日后申请或付款，将额外收取 30%加急费；2018 年

3 月 6 日后申请或付款，将收取 50%加急费；2018 年 3 月 24 日后申请或付款，将收取 100%加急

费（并由主场搭建商视现场情况，另行安排时间提供服务，如须现场加班，加班费用由申请方承担）。 

3. 所有申请均以缴纳全款费用作为申请的最终确认日期，所有银行手续费均由申请方支付。所有银行手

续费均须由参展商支付。 

4. 银行电汇信息如下： 汇款公司名称：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名称：上海银行定海支行 

开户账号：31668303000335664 

 
 
 

 
 

展商信息： 

参展企业：                    

展位号：  联系人：  

电  话：  手  机 ：  

邮  箱：  日  期 ：   

请回传到以下地址并保留副本做记录： 

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小姐  朱小姐 

电话：021-6568 5037  

手机：158 0190 7578 / 139 1616 1094 

邮箱： haiboshow@163.com 

  

编号 名称（尺寸） 单价（元） 租赁数量 价格 

AV001 42 寸等离子电视（不含插座） 1,500   

TE001 LDD 市内电话线 750   

TE002 
DDD 本地长途电话线 

（需另付押金人民币 1，000 元） 
1,200 

  

TE003 
IDD 国际长途电话线 

（需另付押金人民币 4，000 元） 
2,500 

  

TE004 宽带上网（10MB 共享） 4,800   

展商按需选择回传！ 

mailto:win.wan@arconmarke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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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9  酒店住宿预订表  

截止日期：2018 年 3 月 12 日前预定。如需支付预定金要付清款项。                                 
 

展商信息： 

参展企业：                

展位号：             联系人：                  

电  话：                     

手  机：                  

邮  箱：                

日  期：                                     

请填写并传真到： 021-6464 4008 

上海奥润特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联络人：胡小姐 

电话：021-5109 9795 

手机/微信：130 2411 2712 

邮箱：booking@orient-explorer.com.cn  

在线预定表：www.orient-explorer.net/CHPE  

 

预定酒店资料（价格请参考下面的酒店列表）： 

房间一，入住客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预定酒店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房型： 标准间 / 豪华间；单人间 / 双人间 / 双人大床间 （请圈）； 

入住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退房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房间二，入住客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预定酒店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房型： 标准间 / 豪华间；单人间 / 双人间 / 双人大床间 （请圈）； 

入住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退房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房间三，入住客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预定酒店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房型： 标准间 / 豪华间；单人间 / 双人间 / 双人大床间 （请圈）； 

入住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退房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场专车接送（每单程 1-2 人的总费用是 RMB430 元；每单程 3-4 人的总费用是 RMB480 元） 

我需要： 接机，航班号________________到达日期________________到达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送机，航班号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起飞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地旅游（含英语导游） 

上海一日游，每人 RMB560 元。  苏州、周庄一日游，每人 RMB980 元含午餐。 

杭州一日游，每人 RMB1180 元含午餐。  

预定人数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 

 

 所有预定将视酒店客房情况做尽力安排，以预定确认表为准。 

 关于付款：您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或者银行转账付款，我们将在付款通知里告知具体金额和我们的

账户信息。请完整填写以上表格并于 2018 年 3 月 12 日前回传。  

展商按需选择回传！ 

mailto:booking@orient-explorer.com.cn
http://www.orient-explorer.net/CH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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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9   酒店住宿预订表  

截止日期：2018 年 3 月 12 日    
 

酒店名单及价格 
 

前台现付的酒店：（注意： 以下酒店房费可前台现付，请提供您的信用卡卡号和手机号担保您的预订。） 

酒店名称 
到酒店的时间 

（估计） 

每晚价钱 

（含早） 
酒店免费服务 

锦江之星（三林店） 

标准房 

地址：杨高南路 5139 号 。 

电话：021-50858588 

车程 15 分钟 
RMB290/间/晚 

（含单/双早） 

免费宽带 

近地铁 11号线浦三路站 

锦江之星（世博店） 

标准房 

地址：板泉路 300 号 

电话：021-58321888 

车程 8 分钟 
RMB310/间/晚 

（含单/双早） 

免费宽带 

近地铁 8 号线杨思站 

世博宜必思酒店（成山路店） 

标准房 

地址：成山路 800 号 

电话： 021-61561177 

车程 5 分钟 
RMB369/间/晚 

（含单/双早） 

免费宽带 

近地铁 8 号线成山路站 

 

 

需预付的酒店： 

（注意： 以下房价为酒店预付价，均包含服务费，请在 2018 年 3 月 12 日前结清所有的房费。） 

上海锦洲大酒店 

标准房 

地址：浦三路 895 号。 

电话：021-68367878 

车程 5 分钟 
RMB400/间/晚 

（含单/双早） 

免费宽带 

地铁 7 号线杨高南路站 

上海齐鲁万怡大酒店（4 星） 

高级房 

地址：东方路 838 号  

电话：021-60216888 

车程 10 分钟 
RMB750/间/晚 

（含单/双早） 

免费宽带 

免费班车 

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5 星） 

高级房 

地址：张杨路 777 号 

电话：  021-58356666 

车程 10 分钟 
RMB950/间/晚（单早）；

RMB1,030/间/晚（双早） 

免费宽带 

上午免费班车 

 

注意： 

 最后预定期限：2018 年 3 月 12 日，逾期预定的房价和房间将视酒店客房情况而定。 

 如需取消或更改预定：如需取消已订之房间，请在 2018 年 3 月 12 日前通知上海奥润特会展服务有限

公司，否则酒店将收取一晚的住宿费用，并取消预定。其中锦江汤臣洲际订房确认后，过了截止日期

后不得更改行程或取消。任何行程更改或取消，房费将不予退款。 

 未入住：如果未入住已经确认的酒店房间，将收取一晚的住宿费用。其中锦江汤臣洲际酒店收取全部

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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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介绍 

 

 

上海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 

1996 年开业  2017 年装修  418 间房 

上海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坐落于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和新国际博览中心之间。地理

位置优越便捷。步行仅需 5 分钟即可到达浦东最大的轨道交通枢纽世纪大道站，可便

捷的搭乘地铁 2、4、6、9 号线。酒店入口毗邻复兴路隧道，10 分钟可达浦西新天地。

第一八佰伴，96 广场，太平洋数码广场信步可达。东方明珠电视塔，海洋水族馆，世

纪公园以及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距离酒店仅 3 公里。距虹桥机场仅 30 分钟车程，距

浦东国际机场仅 40 分钟车程。 
 
交通信息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37.5 公里 

上海虹桥机场 T2                            距离酒店 22.6 公里 

上海世博展览馆                             距离酒店 6.8 公里 
 
酒店设施 

综合设施     免费停车场  咖啡厅  酒吧  大堂吧  多功能厅  行政酒廊 

活动设施     桌球室  室内游泳池  健身室  按摩室  桑拿浴室  SPA  台球 

服务项目     会议厅  外币兑换  旅游票务  洗衣  送餐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张杨路 777 号，近崂山路。 

 上海齐鲁万怡大酒店 

2001 年开业  2011 年装修  323 间房 

酒店坐落陆家嘴最新开发的金融中心，与多家银行及国际展览中心比邻，亦是上海市

最新开发的地区；距外滩和人民广场仅咫尺之遥，东方明珠电视塔亦信步可及。 
 

酒店设施 

综合设施     咖啡厅  酒吧  残疾人客房  免费停车场  有可无线上网的公共区域   

活动设施     棋牌室  网球场  健身室  桑拿浴室  室外游泳池  

服务项目     会议厅  商务中心  外币兑换服务  票务服务 
 

酒店交通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30.41 公里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24 公里 

上海世博展览馆                             距离酒店 6.8 公里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东方路 838 号（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近潍坊路） 

 

 

上海锦州大酒店 

 

2014 年开业  76 间房 

上海锦洲酒店位于浦三路，近昌里东路。 

酒店拥有舒适的客房，优质的服务，为您的出行提供一个温馨的休憩场所。 

 

交通信息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34.9 公里 

上海虹桥机场 T2                            距离酒店 24.1 公里 

上海世博展览馆                             距离酒店 3.6 公里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浦三路 895 号（近昌里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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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宜必思酒店（世博成山路店） 

2011 年开业，2016 年装修。 

位于浦东新区成山路 800 号，临近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园区。步行到地铁六号线仅

需要两分钟，交通非常方便。 

酒店提供免费的无线网络，便捷的商务角，大屏幕电视，音乐酒吧。 

新颖的卧室、简洁的设计、舒适的床和多功能的浴室，简单但不失真正的愉悦！ 
 

酒店设施   

免费停车场  停车场   残疾人客房 
 

交通信息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35.7 公里 

上海虹桥机场 T2                            距离酒店 25 公里 

上海世博展览馆                             距离酒店 3.3 公里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成山路 800 号 

 

 

锦江之星（世博店） 

锦江之星（上海世博店）座落于空气新鲜，环境宜人的上海市浦东新区板泉路，近灵

岩南路路口，酒店周围交通十分便捷，商务活动繁华。 

锦江之星（上海世博店）拥有为商务人士设身打造的商务房和标准房。商务房内书写

功能宽敞，您的一切移动办公需求酒店已经已经为您准备妥当。为了使您第二天能有

更充分的精力投入工作。 
 

酒店交通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35 公里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20 公里 

上海世博展览馆                             距离酒店 3.3 公里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板泉路 300 号（近灵岩南路） 

 

 

锦江之星（三林店） 

2006 年开业  120 间房 

锦江之星（上海浦东三林店）位于浦东新区杨高南路，近三林路口，距离迪士尼轨道

交通 11 号线浦三路站步行约 8 分钟，17 分钟左右即可直达迪士尼乐园，同时轨道交

通 11 号线可直达徐家汇等市中心繁华商圈。 

酒店紧邻中环线和外环线，距离迪士尼乐园、新国际博览中心、世博园区、东方体育

中心仅 10-15 分钟车程，出行便利。酒店周边有恒大建材市场、浦东康桥工业园区、

中天科技园、宜家家居、红星美凯龙。另酒店设有停车场，有 WiFi 全覆盖。 

酒店环境简洁、舒适、安全而又价廉，这有多种客房，满足不同住宿需求。房内空调、

卫浴、电视、电话、宽带上网等设施齐全，是您商务、旅游的理想选择。 
 

交通信息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33.5 公里 

上海虹桥机场 T2                            距离酒店 26.5 公里 

上海世博展览馆                             距离酒店 6.8 公里 
 

地址：上海 浦东新区 杨高南路 5139 号（御桥路路口，近三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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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0  上海世博展览馆《卸货区域货运车辆通行证》申请表（多辆） 

    

展商及其展位搭建商和展品货运代理，按照各自需求填写本表格。 

展商或展位搭建负责人和展品货运代理负责人，请随身携带本表格或交有车辆驾驶员，便于搭建布展期间

快速办理世博展览馆《卸货区域车辆通行证》。 

展会名称： 第十三届上海国际袜业采购交易会（CHPE 2018）  【1 号馆为西卸货区】 

施工区域：（馆号）  展位号：  

搭建公司名称：  施工负责人：  

联系电话：  

使用日期 车牌号码 
使用区域 

（卸货区域） 
停车区域 司机姓名 司机联系方式 

        

        

        

        

        

注：请办理人务必真实、准确、详细填写上述信息。如信息有误所造成的一切责任由贵司自行承担。 

请将以下文字用正楷抄写在下划线处： 

本人承诺已仔细阅读以下《通行证申请说明》，并同意遵守相关规定，对证件及押金费用收取标准无异议。 

申请人签字： 

日期： 

通行证申请说明： 

1、 所有进出上海世博展览馆的运输车辆必须凭两证（《货运车辆-世博停车场通行证申请表》&《卸货区域货运车辆通行证》）

方可出入展馆卸货区域。《卸货区域车辆通行证》由上海世博展览馆制证中心统一制作发放并管理，仅限有效期内指定区域

通行使用。 

2、 运输单位可于进馆当日至上海世博展览馆制证中心凭《货运车辆-世博停车场通行证申请表》（由主办单位统一发放）办理

《卸货区域车辆通行证》。 

3、 《卸货区域车辆通行证》实行一车一证，单次出入。货运车辆如需进出多次，必须办理多张通行证。所持证件不得转借、伪

造及涂改。一经发现，展馆有权没收证件并将持证车辆请出展馆区域。 

4、 H1 号馆卸货区域为西卸货区，H2、H3、H4 卸货区为东卸货区。填写使用日期（即为货运车辆进出日期），以及货运车辆

车牌号码时请确保字迹清晰、准确。如因填写有误造成办理的通行证无法使用，制证中心不承担任何责任。 

5、 办理《卸货区域货运车辆通行证》每张 30 元，证件押金 70 元，同时需支付 300 元超时押金。押金返还额度根据通行证内

所记录车辆停靠时间计算。车辆停靠在 1.5 小时以内，全额返还押金，超过 1.5 小时，则按 100 元/30 分钟扣除押金，不足

半小时按半小时计。货运车辆停靠超过 3 小时，押金不予返还。办证押金可凭通行证在办证当天开始的 5 个工作日内至原证

件办理窗口办理退款。（例如：在 4 号窗口办理《卸货区域货运车辆通行证》，则必须至 4 号窗口办理退款。）证件押金

70 元凭证退还。5 个工作日后，押金不退。 

6、 货运车辆进、出展馆卸货区域必须刷卡记录出入时间，进入卸货区域必须文明施工，遵守展馆相关规定，服从展馆秩序维护

人员现场指挥，按规定停放车辆。 

7、 上海世博展览馆对以上说明保留最终解释权。 

 

现场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