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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旨在协助贵公司顺利参加 2021 中国（杭州）国际绿色建筑及装饰材料展览会

务请仔细阅读，如有疑问请及时垂询相关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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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

尊敬的阁下：

欢迎您参加 “2021 中国（杭州）国际绿色建筑及装饰材料展览会”。我们设计了

这本包含所有与本次展览会相关信息的《参展商手册》，以帮助您做好展前准备工作。

我们建议您及相关参展人员仔细阅读本手册，并遵守其中各项服务的申请截止日期，

避免误时所带来的不便。

对于各项服务若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为了使您的申请提交快捷、准确，我们强

烈建议您递交的材料以电子版为宜。

我们期待着您的到来！祝您在展会上取得成功！

2021 中国（杭州）国际绿色建筑及装饰材料展览会组委会

北京创佳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ADD：北京市通州区北关大道世界侨商中心

联系人: 刘 伟13391580316（微信同号 ）

李利平13681393491（微信同号 ）

座 机：010-86398916

邮箱/E-mail:lxexpo@163.com

酒店预定

为了方便您的整个参展行程，组织机构为您推荐以下酒店，建议您提前进行预定。

维也纳奥体博览中

心店
准 4 星 标间/大床 ￥350 含双早 ≤150 杭州萧山区鸿宁路 59 号 距离 4 公里

龙湖滨江假日酒店 准 5 星
豪华标间 ￥450 含双早 ≤80

滨江区江汉路 1515 号 距离 5 公里
豪华大床 ￥450 含双早 ≤30

萧山众安假日酒店 准 5 星 标间大床 ￥450 双早 ≤30
杭州市萧山萧山区 山阴路 688 号恒

隆广场 A 座（凭房卡泳池免费 ）

6.5 公里开车

12分钟

华美达安可市心中

路店
准 5 星 标间/大床 ￥350 含双早 ≤100 市心中路 318 号

距离 7.5 公里

15分钟车程

星程钱江世纪城店 准 4星 标间/大床 ￥260 含双早 ≤50 宁围街道利华路 677 号
宁围街道利

华路 677 号

备注： 如需更多酒店信息请联系：黄康 18757575016 /程建杰 13819177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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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南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奔竞大道 353 号

◆百度地图及高德地图搜索：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交通路线

公交车路线：

国际博览中心站

419 路 公交车

自驾路线：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奔竞大道 353 号）;

地下停车场：从奔竞大道进博览中心三号门地下停车场

地铁路线：

2 号线至钱江世纪城站 （F 口出）

机场路线：

票价¥26 机场大巴滨江线 → 地铁 1 号线 → 地铁 4 号线 → 地铁 2 号线 → 419b 路

2 小时 15 分钟 | 39.0 公里 | 步行 690 米

票价¥23 机场大巴萧山线 → 123 路

2 小时 34 分钟 | 35.9 公里 | 步行 1.9 公里

票价¥22 时间短 机场大巴滨江线 → 419 路/419b 路

1 小时 56 分钟 | 28.7 公里 | 步行 1.4 公里

票价¥25 机场大巴萧山线 → 123 路 → 419 路

2 小时 36 分钟 | 38.2 公里 | 步行 580 米

票价¥26 机场大巴武林门线 → 地铁 2 号

主场服务商：

天成图景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武汉运营中心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B2 馆 1 层

联系人：刘保田

电话：18612033280

邮箱：tctjwhcm@163.com

收货地址：

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奔竞大道 353 号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注：参展商可以找经常合作的物流公司，收件人写自己公司。

一、展会信息及相关注意事项

展览会信息
展览名称：2021 中国（杭州）国际绿色建筑及装饰材料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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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时间：2021 年 11 月 09 日—11 日

展览地点：浙江·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展览日程

报到布展时间：2021 年 11 月 8 日

观众参观时间：2021 年 11 月 9-11 日

展台撤展时间: 2021 年 11 月 11 号下午

友情提示：

1) 展商报到地点：

2) 报到流程：持参展单位个人名片至服务台核对信息，并办理签到手续及领取参展证件。

3) 展商请在规定时间内布展，望各展商尽量安排好布展时间，避免加班。参展商如需在上述

时间外加班，请在布展当天 16:00 前到展览主场服务商处申请加班，并按规定交纳加班费用。逾

期申请将加收 30%加急费用。主场服务台电话：18612033280

二、报到程序及安全提醒：

各参展单位工作人员凭本公司名片或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于 2021 年 11 月 08 日前往浙江·杭州

国际博览中心，在 现场“展商报到处”办理报到手续，并领取《参展证件》后方可进入展馆。

展览期间人员较多，请参展单位妥善保管好个人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如皮包、手提电脑、相机、

手机等），特别是洽谈人员较多时，最好有专人看管。

三、重要提示

1、参展单位必须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前付清展位费，展位费付清后，方可领取、参展证、施

工证，并持这些证件方可进入展馆。

主场搭建运营商

2、大会指定搭建商：

主场服务商 指定搭建商
天成图景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保田

手机：18612033280

邮箱:tctjwhcm@163.com

天成图景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玉琪

手机：15101128986

邮箱:tctjwhcm@163.com

指定搭建商 指定搭建商
上海铸企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人：柴明奎

手 机：18958131944

邮 箱：305767789@qq.com

全球鹰（北京）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 哲

手机：13331066362

邮箱：2649637183@qq.com

指定搭建商 指定搭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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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证件说明
1) 参展证：

参展单位代表在展会期间进出展馆使用，使用期限：2021 年 11 月 8 日—11 日 9：00-16：30

2) 施工证：

参展单位代表在展会期间布置展位进展品、到组委会领会务资料使用。

3) 出门证：

展会期间在组委会发放，展商需凭出门证从展馆内运出或拿出展品。（凭展位证换取出门证）

五、特装展台展览会责任险

为降低搭建特装展位的责任风险和确保现场施工人员安全保障，请各位参展商或搭建商必须

购买累计不低于 600 万的展览会责任险，申请展览会责任险将以每个特装展位的搭建单位（承揽

方）、参展商（定做方）列为共同被保险人，对应理赔搭建单位和参展商在展览区域范围内的三

项赔偿责任：

1、每一展台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 600 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 600 万元，每人每次事

故赔偿限额人民币 50 万元，其中包括：

北京盛世百汇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海滨

电话：18515586655

邮箱：1309903819@qq.com

北京新角度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鹏

电 话：13383856122

邮 箱：1527430812@qq.com

指定搭建商 指定搭建商

上海图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琳

手机：15727378127

邮箱：545278354@qq.com

北京爱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翔

手机：13718515880

邮箱：2528216584@qq.com

指定搭建商 指定搭建商

北京路川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向超

手机：13520851348

邮箱：184650544@qq.com

杭州黑马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人：梅孔贇

手机：15355459456

邮箱：986266752@qq.com

指定搭建商 酒店运营商

星佳诺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 辰

电 话：18339210626

邮 箱：2219205739@qq.com

杭州得成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康

手机：18757575016

邮箱：449168128@qq.com

mailto:18465054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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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所租用展览场所的建筑物、各类固定设备及地面、地基的损失：每次事故赔偿限额

人民币 600 万元；

2）对于雇请的中国籍工作人员的人身损害，所引起的抚恤金、医疗费和其他有关费用：每

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 600 万元；每人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 50 万元；

3）对于第三者的人身损害，所引起的抚恤金、医疗费和其他有关费用：每次事故赔偿限额

人民币 600 万元；每人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 50 万元。

以上三项责任共用保单赔偿限额。

2、免赔：每次事故免赔额： 0元

3、保险期限：2021 年 11 月 7 日 0 时- 2021 年 11 月 12 日 24 时

 唯一指定保险服务商：
展慧保 www.zhanhuibao.com

 保额及保费标准:

 投保流程：
（一）办理途径：

1电脑访问网址：www.zhanhuibao.com

2手机关注微信公众号：

（二）办理方法：

1、如果没有注册过，请先注册，如已注册，无须重新注册；

2、登陆系统，先选择展会所在城市，再选择“中国(杭州)国际绿色建筑及装饰材料展览会” 点

击“下一步”按提示进行投保，直至生成投保单；

3、请按照生成的投保单上的保费金额，支付保费；

4、支付成功后，电子保单和电子发票将同时发送到投保人注册邮箱。

面积
保险责任 保额

（人员限额/累计保额）
保费（元）

9㎡-54 ㎡ 详见保单条款 50 万/600 万 280 元

55 ㎡-199 ㎡ 详见保单条款 50 万/600 万 300 元

200㎡-399 ㎡ 详见保单条款 50 万/600 万 400 元

400 ㎡及以上 详见保单条款 50 万/600 万 600 元

http://www.zhanhuibao360.com
http://www.zhanhui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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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单办理成功后，请按主场要求提供保单，进行下一步审图工作。

 投保咨询联系人：
办公时间(周末、节假日除外)9:00-17:00
刘小姐 电话：18613302639 邮箱：hzbx003@126.com

温小姐 电话：18513928829 邮箱：hzbx004@126.com

冯小姐 电话：18500646969 邮箱：hzbx002@126.com

 出险理赔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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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小姐 电话：18500646969

保险索赔单证的要求：

1、出险通知书、索赔函、付款转账确认书（具体模版由我方邮件发送）

2、出险人身份证复印件，医院开具一切材料（包括并不限于处方、病历、清单和发票），出险人

与被保险人有雇佣关系的证明材料；

3、若我司核保人员在审阅后需要后续材料，将另发邮件通知。

六、报馆及布展要求

（一）、报馆

⑴ 报馆时间：2021 年 10 月 10 日前，报馆资料电子版发送至 tctjwhcm@163.com 邮箱，审核

通过后将纸质版文件邮寄到指定地点。

⑵ 逾期未办理报馆手续的特装搭建商或参展商，逾期 10 天加收 30%，10 月 15（不含）之后报

馆的加收 100%。

⑶布展期间现场报馆的特装搭建商或参展商，所有费用加收 100%。

⑷报馆涉及费用：

A、特装管理费：制定

B、施工证（注：每个 50 ㎡以下的展位最少办证 5 个、每个 51 ㎡以上 100 ㎡以下的展位，最少

办证 10 个、每个 101 ㎡以上 150 ㎡以下的展位，最少办证 15 个、每个 151 ㎡以上 200 ㎡以下的展

位，最少办证 20 个、201 ㎡以上的特装展位最少办证 25 个，现场如发现未佩戴施工证的工作人员，

每人罚款 100 元）；C、电盒押金；D、《卫生与安全保证金》。

⑸报馆时需要提交的资料

A、提交施工图纸及施工单位及主要技术人员的资质证明。

B、相关资质、图纸等经审核通过后主场服务商将出具《资格确认单》，凭确认单缴纳相关费用

后，可领取相关证件。

C、主场服务商

天成图景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武汉运营中心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B2 馆 1 层

联系人：刘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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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8612033280

邮箱：tctjwhcm@163.com

（二）、布展要求

①布展时间：2021 年 11 月 8 日

②参展商特装展位设计、搭建施工和布展，其垂直正投影不得超出预留空地的范围；

③搭建商施工要严格按照已通过审核的设计图纸施工，一律不得自行更改；如确需变动的，须

经展馆主场服务商审批。对擅自进行更改的，展馆将不予供电，并给予警告直至处罚。

④搭建商施工时须将施工证佩戴在身体的醒目位置。

⑤布展单位不得在现场使用切割机、电锯、电焊，不得在现场喷漆。

⑥特装展位的维护工作由该展台搭建单位负责监管。

（三）、撤展管理规定

为确保撤展工作顺利进行，请各参展单位高度重视，自觉遵守组委会规定，严格按照限定时间

做好各项撤展工作。

1．11 月 11 日 14:00 前不允许撤展。对提前打包、撤展又不听劝告的单位，将取消下届参展

资格。

2．展品、样品及各种参展器材运出展馆大门，一律凭组委会开出的出门条，经门卫查验放行，

各参展单位应于撤展当天 14 时前在现场办公室办理好出门条。办理出门证需提交【展位证】。

3．撤展务必迅速、干净、彻底。撤展过程中展（样）品及材料的保管由参展商（或委托的搭

建商）自行负责。11 月 11 日 21 时以后尚未撤展以及无人看守的特装、改装展位，组委会将专

门组织清理，所缴纳的押金不予退还。

4．对不按规定清场的特装展位，组委会现场工作组记录在案，所缴纳押金不予退还。

5．要求爱护馆内一切设施，不得夹带搬走，不得损坏，违者除照价赔偿外，情节严重的给予

处罚。

6．撤展时，擅自带走展馆的展材、展具及电器、通讯等各类设备、设施出馆的企业，并给予

原价 1 倍的处罚。情节严重者，交安保部处理。

（四）、会展结束后30个工作日后，一周内办理押金退还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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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特装展位施工申报流程
为提高会展整体服务水平，保障会展秩序及参会各方利益，经大会组委会研究决定，制定以下

主场管理办法，请各相关参与单位遵照执行。

（一）、报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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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递交相关文件（进馆前 30天）

（三）、服务需求申报

1、会展活动主场单位需在2021年 10月 10号前提交《施工申请表》并确认申报服务需求。

另有特殊需求请及时申报并说明情况。

2、根据会展活动主场单位提交的水、电、气、吊点、通讯、网络等需求，及时缴纳相

序号 文件 备注

1
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会展活动主场单位提交，并加盖主场单位公章，受委托单位名称应与其营

业执照一致。（营业执照复印件详见附件 1）

2
《会展活动主（承）办委托责任书》

由会展活动主（承）办及主场单位签订，并加盖主（承）办及主场单位公

章。（详见附件 2）

3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施工安全责任书》 会展活动主场单位签订，并加盖主场单位公章。（详见附件 3）

4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施工安全规定》 会展活动主场单位签订，并加盖主场单位公章，要求骑缝章。（详见附件 4）

5
施工人员名单

会展活动主场单位需提交电子档至邮箱 tctjwhcm@163.com ， 施工人员需

由国博中心警务室审核；纸质版加盖主场单位公章提交至现场服务部。（详见附

件 5，另附施工人员名单.xls）

6
施工人员身份证正面复印件

会展活动主场单位提交。（注：电工、高空作业人员需提交特种作业证复

印件）（详见附件 6）

7

施工图纸

1. 平面图（标注通道距离，展位尺寸，电箱位置及规格等）；

2. 4.5 米以上展台，图纸资料由场馆指定审图公司负责审核；

3. 户外、公共区域、舞台、看台等特殊结构施工工艺图；

4. 会议活动施工工艺图；

5. 配电系统图；

6. 吊点图、网络布点图、通讯布点图等

（注：二层结构展台须提供结构施工图及该展台设计说明，并加盖“国家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章。）（详见附件 7）

8
《施工申请表》

会展活动主场单位提交《施工申请表》（详见附件 8）

《施工申请表》需在进场前 30 个法定工作日递交至现场服务部， 逾期需填

写《临时施工申请表》。

另：《临时施工申请表》

逾期申报需填写提交《临时施工申请表》，逾期 10天加收费用 30%，10月 20日（不包含）后加收 100%

《搭建延时服务申请表》

如申请延时搭建服务需填写《搭建延时服务申请表》（详见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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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服务费用。

3、根据活动场地缴纳相应的活动施工搭建押金。

* 办理货车证（一车一证，进入场馆证件回收）、施工证（需准备身份证复印件， 证件办

理时需将复印件裁剪成身份证原件 85.6mm*54mm 大小，贴至证件上）。

* 搭建期间施工人员（仅限搭建商）用餐标准为 15 元/份，活动进场前 3 天向现场服务

部提供搭建期间用餐人数。

（四）、费用缴纳及结算

1、费用缴纳

1) 天成图景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通州支行

账 号：154513200
（注：汇款时注意标明项目名称，如：“XXX 活动现场服务费用”或“XXX 活动搭

建押金”）

2、费用结算形式

搭建公司需在进馆前缴纳施工搭建押金，如因违反相关施工管理规定而造成场馆

设备设施损坏、非乙方人员人身损害等，场馆一方有权在确定相关赔偿费用之后将赔

偿费用从施工押金中扣除，《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精装成本一览表（会议、展厅、序厅）》

详见附件十二，定损单价以此表价格为准。

活动结束 30 个法定工作日之后，方可进行押金退还预约，办理时必须出具身份

证、退款申请书、收款通知书、服务订单确认底联、《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场地交接验

收确认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施工安全责任书》、施工证件。

注：施工押金基于搭建单位以往活动的搭建破损情况、信用额度、报馆时间及生产安全等综

合情况做合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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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布展车辆及注意事项

温馨提示：核定载质量 0.6 吨（含）以上的货运车辆和农用三轮车早 7:00 至晚 21:00 点禁止通行。

大型货车请于 11 月 8日 8:00 前凭车证（搭建公司办理）在展馆附近进场，卸货后应立即离开。

小型车辆可以进入指定停车场，布展期间小客车可免费停放停车场。

布展注意事项：

a.施工安全

请严格按照施工安全条例中的相关要求进行作业。布展期间，所有人员进入展馆需佩戴安全帽。

b.物品安全

布展期间，请参展商妥善保管好个人物品，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如遇可疑人员或突发情况，请及

时通知展会组委会治安办公室。

c.家具租赁

对于非主场服务商提供的家具，应由主场服务商为搭建商开具担保证明，避免黑家具进入，坑害展

商。

d.公共通道

布展结束，参展商必须将公共通道上的展品、展具、空箱等物品移走，不得占用公共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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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运输指南

金运国际货运代理（杭州）有限公司为主办单位委托展品运输总代理，以下为本展会的运输指

南，其中包括货运指示和收费标准等。如有任何垂询，敬请联络：

1、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金运国际货运代理（杭州）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杭州市萧山区奔竞大道 353 号国博中心 B 座 802 室

金运公司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总负责
傅飞样

邓龙

131-5711-5198

131-5711-5298
邮箱：fu@k-trans.cn

国内运输 戚鑫 133-6215-1901
可提供展前上门提货和

撤场回运的门到门一站式服务

货物代收/仓储 兰安庆 189-6710-6930 具体请参见《五、进仓通知》

协调 杨旭 131-5711-7098 邮箱：yangxu@k-trans.cn

客服热线 客服 400-888-3965
国际运输、登高车租赁、

吊点服务、投诉建议等

2、货物发运与收货

1.您可以在以下方式中任选：

运输途径 收货地址 收货人 物流时间

由金运代收，并在布

展时间送至展位

按第五项

《展品唛头》要求

按第五项

《展品唛头》要求

布展前 1-6天

到达均可

自行发运

（货运/快递）

杭州市萧山区奔竞大道 353

号国博中心 2号门

参展商

自行接收

仅限布展时间

到货

自驾小客车/

小型面包车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3号门

（进地下停车场装卸货物）

参展商

自行接收

仅限布展时间

到货

国际运输
布展前 1-3 个月填写《展品清单》后电邮至 info@k-trans.cn进行咨询，

在得到清关确认和详细指示后，才能发运

2. 货车行驶路线图请见附件；如参展商选择自行接收货物，可先至展会服务台办理货车证，再

持证将货车由杭博货车停车场驶入展馆 2 号门，至展馆内卸货通道装卸货物

3.展会货车行驶路线、停车场定位、限行提醒及通行证办理详见附件三《展会货车行驶路线图》

3、货量统计与付款

a.参展商如需我司提供相关服务，请填写附件一“国内展品货量统计表”，并邮件反馈至指定邮

箱，以便我司统计展品货量，做好展品进馆计划，确保贵司展品顺利按时进馆布展。

b.费用结算可按展会现场计量的尺码计费，进馆前以现金、二维码或刷卡方式支付，也可将款项

在撤展前汇款至我司帐号；撤展运输费用应在安排运输前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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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账号：金运国际货运代理（杭州）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杭州萧山金城路支行 305069160018010077521

4、展品运输提示

1.物流托运

（1）金运公司可提供上门提货参展和撤场回运服务，如有需要请联系戚经理 133-6215-1901。

（2）为操作便利，您也可以选择“代收货服务”，金运公司代为提前接收、存储、并送至展位。

（3）如需自行安排来回程物流，我们建议您提前联系其他可信赖的物流公司，谨防现场一些社会闲散人员的

诈骗，在取走的您的货物后，给您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如发生此类情况，恕我司无法负责，请与公安部门

联络求助。

2.技术指标

（1）载货货车进入展馆一层卸货通道限高 4.5 米；展厅进货门高度 3.9 米，展厅内地面承重 5 吨/平方米，

如设备超出展厅承重必须采取有效的分摊卸荷措施。

（2）对展品卸车就位有特殊的要求（需要任意型号吊机、或 5 吨以上叉车），或需要之服务未包含在此运输

指南内的，参展商必须（填写附件二）提前与金运公司联系并沟通确认进馆方案，任何因未提前申报确认

而造成延误和损失，组委会和主场运输商将尽全力协助调配，恕不做任何保证。

（3）所有货车运载的货物装卸一般只能在展馆的卸货通道进行，特殊情况需按附件二提前申请。

3.展品包装

（1）展品包装必须足以承受多程运输和反复搬运，符合装卸作业安全和保护货物完好的要求

（2）大件展品须使用螺丝（螺栓）固定，重件展品必须在包装箱上标明起吊重心、铲点、禁止倒置等，易碎

展品包装箱外标明易碎标志、箭头和防压标志等。

（3）不建议使用不可重复装卸或不能重新包装的包装箱，且我司不接受任何因包装箱不适合而造成损坏的索

赔，特别是纸质易变形的外包装方式，请知悉。

（4）所有已缴费的空包装箱我们将在布展完毕后统一收回、整理存放。并于撤馆开始，依照无序临近原则分

派送回。

4.保险：我司各项报价中均不含保险费，为维护参展商的权益，我司提醒参展商购买适当的全程保险（包括

往返运输、装卸、展览、仓储期间），保险范围应包括我司及其分代理的责任事故。参展商请备妥保险合

同文本或其副本，以备可能在展览现场发现短少、残损时申报报检之用。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公司所承

担的赔偿，不管其原因和性质如何，其赔偿均不超过我司应向展商收取的进馆运输服务费的 2 倍。

5.金运公司是本展会指定的唯一现场操作服务商，可提供展品装卸、组装及所需叉车、吊机等机力服务，参

展商或搭建商自行携带的任何装卸货工具和机力设备不得进入展馆。

凡委托金运公司运输及相关服务者，视同承认本“运输指南”及附件的所有条款，所有物流服务

事宜以此为原则。

5、进仓通知（展品唛头/外箱标签）

1.该进仓通知仅适用于金运公司仓库提前代收货，无进仓通知货物金运公司有权拒收。

2.请务必打印并粘贴于每件展品的外包装上不少于 1 面。

（带*项目为必填，代收货服务费请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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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仓通知

代收货仓库地址：金运国际货运代理（杭州）有限公司

杭州市萧山区奔竞大道 353 号国际博览中心 2号门-金运仓库

收货联系人：兰安庆 189-6710-6930 400-888-3965

收货时间：仅限 11 月 2-7 日（每天 9:00-18:00）

（如 11 月 8-9 日到货，请参展商自行接收）

*参展单位名称：

*参展单位现场联系人：

*手机号：

展会名称：2021 中国杭州建博会

展厅： *展位号：

*数量：第 件， 共 件 毛重： 公斤（单件货物超过 200 公斤时必填）

备注：展品的外包装应牢固、防雨并适合反复搬运！ 1吨以上的展品应标明重心及吊装线！

易碎品、禁止倒置的机械必须在外包装标明特殊标志！ 恕不受理运费到付业务！

货齐派送，请勿分批进仓！

3.入库预报（可以发货后填写，以下两种方式均可）

①使用微信扫一扫右侧二维码，关注，

服务平台/入库预报/填写提交

②填写附件一《国内展品货量统计表》

发送邮件

4.入库查询

微信公众号/服务平台/入库情况查询

国内展品运输服务项目及报价

序号 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规格 备注/说明

1.进/出馆

1.1 进馆服务费 88 元/立方米
最低计费标准：

1立方米/票

在指定的布展时间，在展馆卸货通道卸车、

进馆并一次性就位

1.2 出馆服务费 88 元/立方米 出馆及装车

2.包装箱存储

2.1 仓储费 15 元/天/立方米 最低计费标准：

1立方米/票

空包装箱、板、包装材料保管

2.2 搬运费 36 元/立方米 自行搬运至金运存储区域的免收

3.代收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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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仓库代收货及

进馆服务费
150 元/立方米

最低计费标准：

180 元/批次

金运公司仓库提前卸车收货、仓储，布展

期间将展品派送至参展商的展位。

（如分批进仓，将按进仓批次分别计费，

敬请留意！）
3.2 仓储费

15 元/天/立方米

（进仓前 4天免收）

4.其他展馆现场服务

4.1
拆/封箱；

设备特殊操作
50 元/立方米

最低计费标准：

1立方米/票

外包装箱开拆/封钉；

设备立起/放倒、上/下底托、二次移位（限

15 分钟内操作；超出后按机力租用收取）

4.2 机力租用 价格另议
最低计费标准：

4小时/台班 起

如展品装卸/就位/组装需要使用吊机或 5T

以上叉车，在进出馆服务费以外单独收取

4.3 超限附加费 50 元/立方米
单件毛重超过 3吨、长度超过 3 米、宽度或高度超过 2.5 米

重要提醒：请务必按附件二提前申报

4.4 手推车租用 30 元/半小时 最低按半小时计费（不含人工）

5.物流托运

指定地点提货/来程托运/回程托运 根据货量及地点另议

6.代办保险

投保金额的 3‰ 如需投保，请布展前 7-10 天电邮发送委托

其他说明：

1）正常工作时间范围 8:30－17:30 外，或需要提前进馆或延期撤馆（指主办单位规定的统一布/撤展时间

以外）操作作业的，以进/出馆操作服务费为基础加收 30%的加班费；

2）参展展品进出馆时如需我司搬运上下楼的，进出馆费用均加收 30%；

3）封闭式货车或集装箱运输的展品，如需委托我司掏箱/装箱，费用请另行索取；

4）以上价格表中不包含保险费。为维护参展商的权益，提醒参展商自行安排适当的全程保险（包括往返运

输、装卸、展览、仓储期间），如展品/搭建材料发生意外情况，请展商自行向保险公司办理索赔手续，我

司可予以协助；若参展商/搭建商未按照我司要求办理保险事宜,如在现场我司操作进出馆工作时出现意外,

造成展品破损等情况,我司将根据应向展商收取的进出馆运输服务费的 2倍以内予以赔付；

5)服务项目列表以外的服务项目及价格，双方另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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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国内展品货量统计表

-2021 中国杭州建博会

参展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台号: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手机：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

所需服务项目:

 金运公司仓库代收货、仓储，并送至展位  指定地点提货及进馆

 展会现场卸车进馆  出馆装车  使用吊机/叉车组装设备

 其它服务：

请用√标出所需服务项目，金运公司将竭诚为您提供所需的展运服务.

展 品 详 细 资 料

箱号 展品名称（型号） 毛重（公斤)

外包装

（木箱/纸箱/裸机

其他请详细描述）

长*宽*高（米） 备 注

备注：1.我司同意金运公司所提供的的一切服务皆遵照金运公司之运输指南及标准营业条款执行。

2.我司已经明白并确认展品包装必须符合装卸安全和承受多次运输搬运，并适合在展会结束后再次使用。

3.我司将在操作过程中进行全程指导和监督，我司明白展品运输保险（包括进出馆操作）由参展商自行购买。

4.我司同意金运公司员工，在展品进出馆前对展品的体积和重量进行核对及更正，并按展会运输指南的收费标准计算进出馆

费用并向我司收取。

填表人:______________ 单位盖章:

日 期:______________

请务必于 11 月 3 日前回传至：

fu@k-trans.cn

傅经理 131-5711-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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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截止日期：10 月 31 日

特大型展品预报表

-2021 中国杭州建博会

如贵公司参展之展品有如下情况，须填写此表格并于截止日期前发送给金运公司

 单件货物毛重超过 5 吨

 长度或宽度超过 3 米、高度超过 2.5 米（含外包装）

 设备装卸/就位/组装：需使用 吨位吊车

 设备装卸/就位/组装：需使用 5-10T 叉车

特大展品如不预报，造成布展困难，主办单位及运输服务商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参展商名称 展馆号 展位号

展商联系人 手机 电话 传真

展品名称及型号 毛重（吨）

外包装

(木箱/纸箱/裸机

其他请详细描述)

长*宽*高（米） 体积（立方米）

请发送至:

金运国际货运代理 (杭州)有限公司

联系人：傅先生

电话：131-5711-5198

邮箱：fu@k-tran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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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展会货车行驶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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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件

附件1：

营业执照复印件

注：会展活动主场单位搭建必须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主场单位公章，受委托单位名

称应与其营业执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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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会展活动主（承）办委托责任书

（公司）

现委托 （公司）

负责 （活动）

在所有使用区域范围内的施工安全工作，并配备相应工作人员，做好以下相关的

服务工作：

1.审核所有与该活动搭建相关的图纸及文件资料，确保搭建及使用安全， 并把相关资

料报送现场服务部备案；

2.施工搭建期间做好消防、电器、结构等安全管理及其他相关协调工作；

3.活动期间的安全巡视工作，确保临建设施安全；

4.活动结束后所有搭建材料清运及监督管理工作，确保撤馆期间的施工安全。

被委托单位在工作过程中，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浙江省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办法》、政府和行业协会等其他相关文件以及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坚持“谁主（承）办， 谁负责”与“安全第一、以人为本”的原则，保证

施工期间人身及财产安全。如发生安全问题，均由被委托单位负全部责任，与北京新角度展

览展示有限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并承担由此给天成图景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造成的

名誉及经济损失。

委托单位（公章）： 被委托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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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施工安全责任书

本施工单位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施工期间，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型群众

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浙江省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办法》、政府和

行业协会等其他相关文件以及国家法律法规， 坚持“谁主（承）办，谁负责”与“安

全第一、以人为本”的原则，保证施工期间人身及财产安全， 遵循以下规定：

1.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培训，确保施工人员持证上岗，进场佩戴安全帽，安全施

工；并指派现场安全负责人，负责日常的安全检查、监督工作。

2.严格遵守展馆的各项安全与消防管理制度。场馆建筑内严禁吸烟。施工单位进场须

配备灭火器。施工搭建不得遮挡消防安全门、防火卷帘门、消防栓、消防沟、喷淋设

备、疏散标志等消防设施。施工搭建不得使用易燃（油漆、稀料、汽油等）、易爆物

品，严禁明火作业。搭建材料应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阻燃环保材料。

3.不得擅自动用展馆配电箱、水源、气源等固定设施。电器接驳必须按照国家电气设

备安全技术规范施工作业。配电箱总开关应有漏电保护且与申报需求规格相匹配，并

做好接地保护。电器连接安装应使用双层绝缘护套线，连接端子应完全封闭，不得裸

露。

4.高空作业须具有高空作业资质的人员进行。施工人员进入升降平台作业前，应佩戴

安全帽及安全带，自行评估升降平台及施工区域潜在的危险，确认无安全隐患时方可

施工作业。施工作业时采用高挂低用的方式，下方应有施工人员监护，严禁无关人员

进入工作区域内。

5.展会期间各搭建单位应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值守，每天清馆前关闭展台电源等需求后

方可离场。

6.撤馆时，施工单位应将所有搭建材料全部撤出展馆并清运干净，严禁遗留在后货场

及场馆外围区域。

具体细则详见《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施工安全规定》

本施工单位法人委托授权人确认已仔细阅读此施工安全责任书及上述提及的各项

规章制度，在 进馆施工、撤馆以及运输过程中，保证严格遵守、安全施工。因违反

规定而造成人员伤害、火灾及相关建筑物设施损坏等一切安全责任事故，本施工单位

将承担全部责任，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无任何关联关系。

主场或施工单位公章：

公司法人委托授权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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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施工安全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浙江省大型群

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办法》、政府和行业协会等其他相关文件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作为大型会议展览场馆，有义务履行法律赋予的安全管理职责，全

面维护场馆各类设备设施的安全责任。为了贯彻落实杭州市政府及各级组织对于安全

生产管理的要求，结合会展行业施工搭建活动的特点，以及施工过程中各展台的搭建

材料、施工工艺、搭建进度均有不同，且各工种相互交叉作业的复杂情况，为规范施

工现场秩序，消灭各种安全隐患杜绝安全事故，特制定《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施工安全

规定》，并将场馆内施工过程中的各项安全规定予以通告，望各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

中严格遵守执行，杜绝一切安全事故发生。

一、主场施工安全管理职责

1.组织机构健全，人员配备齐全。

2.必须按照 5000 平米不少于 2 人配备专职安全员并配带红袖标，巡视检查安全工作。

3.负责对搭建期间施工人员不带安全帽、2 米以上登梯高处作业，梯下无人看守等违规

行为要严格管理及时纠正。

4.负责组织对展览期间的安全检查巡视工作，确保展台的结构、电气等安全。

5.负责对展览幕后展台拆卸材料清运过程中的监督管理工作，确保撤展期间的各项工作

安全有序，严禁野蛮拆卸。

二、施工人员要求

1.施工人员进场施工必须佩戴安全帽，并做好必要的劳动保护。

2.施工人员必须持本人施工证进入施工现场。

3.施工人员酒后、身体不适时，严禁进入施工现场。

4.施工人员登梯 2 米以上高处作业时，下方应有专人看护。

5.电工必须持证上岗并采取必要的绝缘保护措施，方可施工作业。

6.高空作业时施工人员应持有高空作业证，方可施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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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施工人员高空作业时，应佩戴安全帽及安全带等防护措施，作业时应采用高挂低用的

方式，下方应有安全员监护，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工作区域内。

三、施工搭建要求

1.进场搭建运送货物时，应从场馆货运通道的货门进入，只允许使用货梯，严禁使用客

用电梯及客用扶梯。

2.施工单位运送货物进入时，应对厅室大门做好保护措施，避免对门体造成磕碰损伤。

3.进场前要在厅室内铺好地毯或者塑料膜再放搭建材料，如搭建舞台，所有结构着地面

必须先铺地膜再铺不少于 1CM 厚的木板。

4.宴会厅、多功能厅等会议室，进行展览搭建时，整个厅室内要先铺一层塑料膜， 再

铺木板后方可搭建；

5.施工单位进场施工应配备相应灭火器，严格按照报备展台图纸进行施工，搭建面积不

得超出展台范围。

6.遇到场馆固定设施时（如立柱等），施工单位应实测实量后再做规划。

7.搭建材料应选用环保型。

8.公共区域搭建结构的裸露部分，应使用防火材质进行遮挡。

9.在玻璃围栏处悬挂吊旗时，严禁将吊挂物直接捆绑在金属栏杆上，须参考下图形式进

行吊挂。

10.施工单位应在工厂完成展台结构制作及涂料喷刷，搭建现场禁止实施展台结构的加

工制作，场馆内只可进行结构拼装和美工作业。

11.搭建木结构展台跨度超过 6m 时，应至少有一个直径≥100mm 且壁厚≥5mm 的有

效支撑柱，并加法兰盘和底盘。

12.使用玻璃材料装饰展台应采用厚度不小于 8mm 的钢化玻璃，大面积使用时应贴明

显的安全提示标识。

13.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展台搭建材料不应超出展台范围 1m，应随时清理各类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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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物品，保证馆内消防通道畅通。

14.馆内严禁搭建临时仓库存放展台材料、施工工具等。

15.室外搭建门头、广告位等大会设施时，应建立天气预报预警机制，充分考虑气候变

化可能造成的影响（如刮风、下雨雪等自然现象），并做好相应防护措施，消灭安全

隐患。

16.室外遇恶劣天气，如：五级以上大风时，应禁止施工作业及室外装卸货物等危险操

作行为，并提前做好防风措施，确保人员及物品的安全。

17.施工单位应按展览规定时间进行撤展，在撤展前应确保关闭展台电源，严禁带电施

工。

18.撤展时主场应配备相应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疏导，确保文明施工，严禁将搭建

展台整体推倒、拉倒等不规范施工行为。

19.撤展时，施工单位应将所有搭建材料全部撤出场馆并清运干净，不得遗留在后货场

及场馆外围区域。

20.撤展完毕后，主场申请验馆，经场馆方检查确认合格后方可离场。

21.双层及以上结构舞台需须提供结构施工图及该舞台设计说明，并加盖“国家一级注

册结构工程师”注册章。

22.双层及以上结构看台需须提供结构施工图及该看台设计说明，并加盖“国家一级注

册结构工程师”注册章，同时需提供展台保险单。

23.所有临建设施（展台）搭建不得超过场馆限定高度：

会议区域 厅室

背板搭建

限高（m）

地面荷载

每平米\吨 吊点承重

序厅 1-5C 4

一层

多功能 A\B\C 4

101 4

102A\B\C 4

103A\B\C 4

VIP101\102 4

二层

大宴会厅 A\B\C 7

201-207 3

VIP101\102 3

301A\B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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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
302-304 4.5

VIP3-1 3

四层

大会议厅 7

401-404 4.5

VIP4-1-4-7 4

展览区域 厅室

特装搭建

限高（m）

地面荷载

每平米\吨 吊点承重（kg）

一层 1A\1B\1C\1D 展厅 6 5 1000

三层 3B\3C\3D 展厅 6 1.5 1000

四层 4C\4D 展厅 6 1 1000 (4D 无)

24. 货梯尺寸

会议区货梯载重 轿厢尺寸（长*宽*高）（m） 电梯门（宽*高）（m）

3吨（1 部） 3*2*2.4 2*2.4

3 吨（1 部） 2.9*2.5*2.4 2*2.4

四、消防安全要求

1.场馆建筑内严禁吸烟，严禁明火作业，严禁使用油漆、稀料、汽油以及压力容器等易

燃、易爆危险物品。

2.展览活动主通道宽度应不小于 5m，辅通道宽度应不小于 3m，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

以任何方式占用、遮挡消防疏散通道及出入口。

3.所有临建设施（展台）不得遮挡场馆安全疏散门、消防栓、防火卷帘、配电间、卫生

间等场馆基础设施。

4.所有临建设施（展台）应配备年检合格的灭火器，严格按照消防安全的规定， 施工

期间每个展台必须按照每 30 ㎡ 1 具、每 50 ㎡ 2 具的标准配备合格有效的灭火器

（单具≥2kg）。

5.所有临建设施（展台）搭建装饰材料应达到国家 B1 级以上防火标准，严禁使用弹

展览区货梯载重 轿厢尺寸（长*宽*高）（m） 电梯门（宽*高）（m）

5吨（2部） 3.4*2.4*2.3 2.4*2.1

3 吨（1部） 5.9*2.5*2.3 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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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布和针棉织品等易燃材料做装饰。

6.所有临建设施（展台）木质结构及灯箱内应在进场前喷刷防火涂料，灯箱应留有散热

孔。

7.所有临建设施（展台）、储物间、房间等严禁采用全封闭式顶棚，应至少留有 50%

的开放面积。

五、水电气要求

1.场馆基础电源应为三相五线制。

2.照明灯具及电器设施应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和消防安全要求， 并按照 GB19517-2009

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施工作业。

3.电源接驳应由专业电工操作，且必须持证上岗，禁止非专业人员操作。

4.展台使用的水、气，应保留每天送断水、气的操作、检修口。

5.展台应配备二级电箱，各部件齐全完整；所有电箱不得放置储物间及封闭空间内，须

安装在展台明显位置，且距地不低于 20cm。

6.展台二级电箱总开关应有漏电保护且与申报规格相匹配，并做好接地保护。

7.电器连接应使用双层绝缘护套线，连接端子应完全封闭，不得裸露。

8.电线穿过地面时，应做过桥保护。

9.镇流器等电器元件与木结构接触时，应采用非燃烧材料做隔热保护。

10.室外安装灯具、插座、配电箱等用电设备应采取安全有效的防雨措施。

11.开展期间各搭建单位应安排专业电工值守，每天清馆前确保已关闭展台用电设施开

关，切断电源后方可离场。

12.严禁使用碘钨灯、高压汞灯等高温灯具。

13.严禁使用电熨斗、电水壶等大功率电器。

14.展览期间严禁使用空压机、储气罐等压力容器。如有特殊需求应提前申报， 经场馆

方许可并放置馆外指定位置，确保安全使用。

15.场馆提供的 24 小时供电，不能作为不间断电源使用；如有 24 小时用电需求， 应

留有值班人员看守。

六、使用升降设备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施工单位使用升降机时应有专业人员进行操作。作业前应认真排查施工区域潜在的危

险，经确认安全后方可开始施工作业。

2.使用升降平台前操作人员应全面检查机器设备，确保升降架上下自如，螺丝牢固，钢

丝绳无锈蚀、润滑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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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升降平台应置于平整地面，不允许在陡坡上使用。使用时，应打开稳定支架， 检查

支架稳固性，防止升降平台自行滑动。

4.施工时升降平台顶部的工作人员应在工作斗内工作，并采取必要的人身保护措施，不

得骑跨、站在防护栏上，严禁超出工作斗的额定载荷升降作业。

5.升降平台顶部平台上不允许放置各种梯子或其他垫高物品，工作人员向外探身工作时，

应保证双脚着地，否则应移动升降平台。

6.升降平台升起时，应注意与架空电线保持规定的安全距离；升降平台工作人员上下传

递工具或材料时，应使用绳子吊运严禁抛递工具和材料，平台上的工作人员应采取安

全措施防止工具或材料高空坠落伤及他人。

7.电动升降平台要保证接地良好，电源线的防护层要完整，铜线不得外露；电源线横穿

通道时应做好防护措施。

8.雨天室外禁止使用电动升降平台。

七、施工押金扣除标准

任何施工单位及个人违反关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施工安全规定》，拒不执行场馆方

提出的安全管理要求的，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有权并依照以下标准扣除部分或全部施工

押金，对于严重违反本安全规定拒不服从劝阻的单位和个人，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有权

作出强制撤场的处理决定。

1.施工单位未按照规定要求配备合格有效的灭火器的，违者扣除施工押金 700元/具，

违规单位可凭罚款缴费单据向场馆免费领取灭火器。

2.施工人员进场作业未带安全帽且不听劝阻的，违者将扣除施工押金 300元/人/ 次。

3.施工人员登梯超过 2 米（含）以上高处作业，梯下无人看守的，违者将扣除施工押

金 300 元/人/次。

4.施工单位电气接驳电工无证操作，或由无电工证人员操作的，违者扣除施工押金 2800

元/处/次。

5.施工单位高空作业人员无证操作，或由无证人员操作的，违者扣除施工押金 2800元/

处/次。

6.施工单位搭建材料占用消防通道不听劝阻，违者扣除施工押金 700元/处/次。

7.施工单位展位电箱实际接驳的空开与申报规格不一致，施工单位需重新申报展位电箱，

并处以申报的展位电箱规格接驳费用 2 倍及以上罚款。

8.施工单位违规使用酒精、稀料、易燃品的，违者扣除施工押金 700元/处/次。

9.施工单位违规使用砂轮机切割金属物品产生火花的，违者扣除施工押金 700 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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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10.施工单位撤展期间违规野蛮拆卸，整体推到或拉倒展台的，违者扣除施工押金 2800

元/处/次。

11.施工单位将废弃物遗留在馆内、后货场及场馆周围的，违者扣除施工押金 2800 元/

处/次。

12.施工单位违反本规定造成任何一方财产损失的，违者扣除施工押金 14000 元/ 次，

并按照人身及财产损失情况扣除财产损失赔偿金。

13.施工单位违反本规定造成任何一方人身伤亡的，违者扣除全部施工押金并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追究违规者的法律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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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单位负全部责任， 并承担由此给杭州国际博览中心造成的所有的名誉及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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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杭州国际博览

中心将视情节轻重扣除相应施工押金。

注：1.本协议未规定事项须按照国家及杭州市有关规范、规定执行。

2.遇现场公安、消防、安监等监管部门提出的安全要求，须严格遵照整改。现场服

务部保留对特殊情况实行特别限制的权利。本活动施工单位的法人委托授权人已仔细

阅读此施工搭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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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主场或施工单位公章：

公司法人委托授权人签字：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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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XX 活动施工人员名单

单位名称: XX 联系人：XX 手机号码： XX 上报日期：XX

序号 姓名 民族 性别 户籍地址 身份证号 技术工种 联系电话

1 张三 汉族 男 XX 省 XX 市 XX 区 XX XXXXXXXXXXXXXXXXXX 电工 XXXXXXXXXXX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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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特种作业证复印件（电工、高空作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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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施工图纸

4.5 米以上（不含 4.5 米）特装展台，需由场馆指定审图公司对展台图纸进行审

核。

a 展台效果图

1、效果尺寸图

2、效果材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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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立面效果图：

正立面图：

左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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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面尺寸图

b电路图（标注电箱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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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配电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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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施工申请表（必填）截止日期 2021 年 10 月 10 日

展会名称：
参展商名称：
施工单位名称：
联系人： 手机：
邮箱： 展台号：

名称及描述
单价(人民币)

数
量

合计
（人民币）

指定搭建商 非指定搭建商

施工管理费（如需开票，增加收取 6%）
35 元/平米/会、展

期
55 元/平米/会、展

期

展位审图费（4.5 米以上特装）
25 元/平米/会、展

期
35 元/平米/会、展

期
施工证（身份证复印件） 50 元/张 70 元/张

垃圾清运费 7 元/平米/会、展期
10 元/平米/会、展

期

货车证 50 元/张（4 小时内）
70 元/张（4 小时

内）

吊点（此费用不
包含升降车）

结构吊点(不含安装） 1500 元/个/展期 2000 元/个/展期

广告吊点（不含广告发布费） 1500 元/个/展期 2000 元/个/展期

施
工
押
金

100 平米以内（展览特装） 20000 元 30000 元
101~200 平方米（展览特装） 30000 元 40000 元
201-300 平方米（展览特装） 40000 元 50000 元

301 平米以上 50000 元 60000 元
多功能厅/宴会厅 60000 元 70000 元

大会议厅 130000 元 150000 元
展区公共区域/会议区公共区域 70000 元 80000 元

其余会议室 20000 元 30000 元
展厅/单馆 130000 元 150000 元

通
讯

市内电话 400 元/展期/部 500 元/展期/部

国内直拨 650 元/展期/部 800 元/展期/部

国际直拨 1100 元/展期/部 1300 元/展期/部

网
络

有线宽带（2M） 2600 元 /会、展期 3000 元 /会、展期

有线宽带（5M） 5200 元 /会、展期 6000 元 /会、展期

有线宽带（10M） 7800 元 /会、展期 8000 元 /会、展期

有线宽带（20M） 10500 元 /会、展期 12000 元 /会、展期

有线宽带（50M） 16000 元/会、展期 18000 元/会、展期

有线宽带（100M） 26000 元/会、展期 28000 元/会、展期

主端口管理费 6500 元 /会、展期 7000 元 /会、展期

会议室端口管理费 1100 元 /会、展期 1200 元 /会、展期

总计（人民币）：
请将此表格 Email 至：天成图景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邮 箱 电话 联系人

tctjwhcm@163.com 18612033280 刘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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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请将电工及其他特殊工种的技术证书复印件附在本表之后。

2.请将搭建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书附在本表之后。（加盖公章原件）

3.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附在本表之后。(加盖公章原件)

展览会名称

施工单位名称

参展单位名称

施工单位 □特装修展台 □主场公共设施

施工地点

1 号展位 面积 平方米

② 号展位 面积 平方米

③ 号展位 面积 平方米

施工总面积 国内 平方米 国际 平方米

施工人数 国内： 人 国际： 人 总人数 人

施工时间 2021 年 8 月 18 日

撤馆时间 2021 年 8 月 22 日 14:00---21：00

现场负责人 手机

搭建材料

展台 ① □ 钢结构 □ 木结构 □ 玻璃 其它材料

展台 ② □ 钢结构 □ 木结构 □ 玻璃 其它材料

展台 ③ □ 钢结构 □ 木结构 □ 玻璃 其它材料

审核意见

展台搭建请注意施工安全

禁止使用弹力布等不防火材料

保证展位不超出限高、限宽

经办人： 年 月 日

施工方确认
是否同意以上审核意见：

申报人签字： 2021 年 月 日 手机：

请将此表格 Email 至：天成图景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邮 箱 电 话 联系人

tctjwhcm@163.com 18612033280 刘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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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和压缩空气确认表（此表必填）

（截至日期：2021 年 10 月 10 日）

展会名称：
参展商名称：
施工单位名称：
联系人： 手机： 电话： 传真：

邮 箱： 展馆号： 展台号：

名称及描述 单价 数量 合计（人民币）

展厅电源接驳（如需开票，增加收取 6%）
项目 时间 指定搭建商 非指定搭建商

16A/220V 会、展期 1020 元 1600 元

16A/380V 会、展期 1530 元 2100 元

32A/380V 会、展期 2720 元 3200 元

63A/380V 会、展期 5100 元 5800 元

100A/380V 会、展期 7650 元 8300 元

施工用临时电 会、展期 510 元 900 元

24 小时用电及展厅外电源接驳

16A/220V 会、展期 2040 元 2600 元

16A/380V 会、展期 3060 元 3800 元

32A/380V 会、展期 5440 元 6500 元

63A/380V 会、展期 10200 元 13000 元

100A/380V 会、展期 15300 元 18000 元

展台水、气

水 展期 2500 元 3000 元
气 展期 2500 元 3000 元
会议动力用电/KW

（非会议室内展览及会议区公共区域用电
——仅供会议室内）

70 元/KW
/24 小时

100 元/KW
/24 小时

用 电 需 求
共 kw

总计
邮 箱 电 话 联系人

tctjwhcm@163.com 18612033280 刘保田

备注：1、照明电源与机器电源分开申报严禁混用，违反此规定将从重进行处罚。24 小时供电不能作为不间

断电源使用。2、展会水电气项目提前申报，如现场申报需增加收费。 3、申报时，带齐展台电路图及施工

人员电工操作证办理手续，证件现场备查。4、参展商应根据自带设备情况加装干燥机，过滤器等适配装置，

展馆只提供普通气源。5、严禁直排水，展商自带水循环装置，否则不予提供水。6、自备灭火器：每 50 平

米 4 个每增加 50 平米增加两个不足 50 平米按 50 平米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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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负责人签字： 手机：

展台施工押金退还确认单（必填）
大会主场承建运营服务商：天成图景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电 话：18612033280

邮 箱： tctjwhcm@163.com

(搭建单位留存，撤展时需出示确认)

参展商名称

展 馆 号 展位号 面积

施工单位名称

施工负责人姓名 手机号 单位电话

展位拆除情况
已清理干净

未清理干净

押金退还说明
全部退还

扣除金额

施工单位

展馆验收

说明

施工单位当日撤展完毕后，持此单据请主场服务商现场管理人员进行验收。施工未出现

任何安全事故，未损坏展馆设备设施，未造成人员伤亡，在展馆规定时间内将展位所有

搭建及使用物料清除出展览馆（含前、后）。待验收合格后，现场管理人员将签字确认。

待展会结束 30 个工作日内，参展单位/搭建单位持本退还确认单、施工押金收据，到主

场服务商办理退款手续。

当日撤展完毕后，未请现场管理人员进行验收的，施工押金不予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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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施工申请表

展会名称：
参展商名称：
施工单位名称：
联系人： 手机：
邮箱： 展台号：

名称及描述
单价(人民币)

数
量

合计
（人民币）

指定搭建商 非指定搭建商

施工管理费
35 元/平米/会、展

期
55 元/平米/会、

展期

展位审图费（4.5 米以上特装）
25 元/平米/会、展

期
35 元/平米/会、

展期
施工证（身份证复印件） 50 元/张 70 元/张

垃圾清运费 7 元/平米/会、展期
10 元/平米/会、

展期

货车证
50 元/张（4 小时

内）
70 元/张（4 小时

内）

吊点（此费用不
包含升降车）

结构吊点(不含安装） 1300 元/个/展期 1500 元/个/展期

广告吊点（不含广告发布费） 1300 元/个/展期 1500 元/个/展期

施
工
押
金

100 平米以内（展览特装） 20000 元 30000 元
101~200 平方米（展览特装） 30000 元 40000 元
201-300 平方米（展览特装） 40000 元 50000 元

301 平米以上 50000 元 60000 元
多功能厅/宴会厅 60000 元 70000 元

大会议厅 130000 元 150000 元
展区公共区域/会议区公共区域 70000 元 80000 元

其余会议室 20000 元 30000 元
展厅/单馆 130000 元 150000 元

通
讯

市内电话 400 元/展期/部 500 元/展期/部

国内直拨 650 元/展期/部 800 元/展期/部

国际直拨 1100 元/展期/部 1300 元/展期/部

网
络

有线宽带（2M） 2600 元 /会、展期 3000 元 /会、展期

有线宽带（5M） 5200 元 /会、展期 6000 元 /会、展期

有线宽带（10M） 7800 元 /会、展期 8000 元 /会、展期

有线宽带（20M） 10500 元 /会、展期 12000 元 /会、展期

有线宽带（50M） 16000 元/会、展期 18000 元/会、展期

有线宽带（100M） 26000 元/会、展期 28000 元/会、展期

主端口管理费 6500 元 /会、展期 7000 元 /会、展期

会议室端口管理费 1100 元 /会、展期 1200 元 /会、展期

总计（人民币）：
请将此表格 Email 至：天成图景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邮 箱 电话 联系人

tctjwhcm@163.com 18612033280 刘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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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水、电和压缩空气确认表

展会名称：
参展商名称：
施工单位名称：
联系人： 手机： 电话： 传真：

邮 箱： 展馆号： 展台号：

名称及描述 单价 数量 合计（人民币）

展厅电源接驳

项目 时间 指定搭建商 非指定搭建商

16A/220V 会、展期 1020 元 1600 元

16A/380V 会、展期 1530 元 2100 元

32A/380V 会、展期 2720 元 3200 元

63A/380V 会、展期 5100 元 5800 元

100A/380V 会、展期 7650 元 8300 元

施工用临时电 会、展期 510 元 900 元

24 小时用电及展厅外电源接驳

16A/220V 会、展期 2040 元 2600 元

16A/380V 会、展期 3060 元 3800 元

32A/380V 会、展期 5440 元 6500 元

63A/380V 会、展期 10200 元 13000 元

100A/380V 会、展期 15300 元 18000 元

展台水、气

水 展期 2500 元 3000 元
气 展期 2500 元 3000 元
会议动力用电/KW

（非会议室内展览及会议区公共区域用电
——仅供会议室内）

70 元/KW
/24 小时

100 元/KW
/24 小时

用 电 需 求
共 kw

总计
邮 箱 电 话 联系人

tctjwhcm@163.com 18612033280 刘保田

备注：1、照明电源与机器电源分开申报严禁混用，违反此规定将从重进行处罚。24 小时供电不能作为不

间断电源使用。2、展会水电气项目提前申报，如现场申报需增加收费。 3、申报时，带齐展台电路图及施工人

员电工操作证办理手续，证件现场备查。4、参展商应根据自带设备情况加装干燥机，过滤器等适配装置，展馆

只提供普通气源。5、严禁直排水，展商自带水循环装置，否则不予提供水。6、自备灭火器：每 50 平米 4 个每

增加 50 平米增加两个不足 50 平米按 50 平米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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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展具租赁价格表

1、现场租赁按照现场价格收费，展馆不保证以下物品现场租赁数量。

2、租赁物品如有损坏视具体维修情况而定，如不能维修须照价赔偿。

3、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禁止外来租赁物品进入展馆，请参展商向展会现场租赁服务处及各馆长台提出申请，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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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搭建延时服务费

分类 单价

0:00—8:00
整厅 20000元/厅/小时

<500 ㎡ 2600 元/展台/小时

18:00—24:00
整厅 13000 元/厅/小时

<500 ㎡ 1300元/展台/小时

注：请于每天 16:00 前申报加班,16:00-活动闭馆前申报搭建延时服务费加收 50%，活动清场后

申报加收 100%。

* 场馆可视情况决定不予同意加班申请

搭建延时服务费申请表

延时服务申请表（客户联）

展会名称

申请加班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 年 月 日 时 分

共计： 小时

加班单位 加班区域

展位号 面积

加班原因

填表日期

确认人签字

延时服务申请表（存根联）

展会名称

申请加班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 年 月 日 时 分

共计： 小时

加班单位 加班区域

展位号 面积

加班原因

填表日期

确认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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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会组委会预祝您参展圆满成功！

中国（杭州）国际绿色建筑及装饰材料展览会

主办单位全力保障此参展手册的信息准确无误

如有错误主办单位享有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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