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尊敬的参展商：

欢迎您参加“第二十五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

新大赛”！

为方便您了解本届发明展关于参展、布展、撤展等方面的各项规定和要求，顺利完成

参展工作，我们编写了《第二十五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

技术创新大赛展商手册》。

本手册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为参展流程，第三部分为发明展

服务，第四部分为交通及住宿指南，第五部分为服务申请表。

预祝您在本届发明展参展成功！

第二十五届全国发明展览会组委会

二零二壹年十月

（本手册的解释权归第二十五届全国发明展览会组委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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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会场运营管理

第一章 发明展基本概况

一、时间：

1.展览时间：

布展期 2021 年 12 月 7 日—9日

开展期 2021 年 12 月 10 日—12 日

撤展期 2021 年 12 月 12 日

2.时间安排：

项目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展前准备
11 月 1-10 日 09:00—17:00 发放参展商手册

Email
11 月 11-20 日 09:00—17:00 提交特装施工相关申请表格

展商报到

12 月 7-9 日

09:00—17:00

特装展台展商报到

（凭确认书） 登陆厅

服务台
12 月 8-9 日

标准展台展商报到

（凭确认书）

布展期间

12 月 7-8 日 09:00—17:00
特装展台展商报到

（凭施工证进场布展） 登陆厅

服务台

12 月 9 日 09:00—15:00

12 月 8 日 09:00—17:00 标准展台展商报到

（凭参展商证进场布展）12 月 9 日 09:00—15:00

展览期间

12 月 10-12 日 09:00—17:00
展商展览

（凭参展商证入场）

展馆
12 月 10-11 日 09:30—17:00 观众参观

（凭观众证入场）12 月 12 日 09:00—15:00

撤展期间 12 月 12 日 15:00—24:00
撤展

（展品凭出门证出馆）
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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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十五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日程安排（草

案）

日期 时间 活动内容 地点

12 月 7 日 09:00--17:00 特装展位报到

潭洲国际会展中心

登陆大厅
12 月 8 日 09:00--17:00

特装展位报到

普通展位报到

12 月 9 日

09:00--15:00
特装展位报到

普通展位报到

潭洲国际会展中心

登陆大厅

09:00--17:00 参赛队报到 佛山皇冠假日酒店

12 月 10 日

10:30—11:40 开幕式 潭州国际会展中心

14:00—17:00 项目路演及对接会
潭州国际会展中心

会议中心

12 月 12 日

09:30--11:30
2021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

展与技术创新国际研讨会

潭州国际会展中心

会议中心

15:00--16:30 颁奖典礼暨闭幕式 潭州国际会展中心

二、地点：

广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工展路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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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展馆介绍

广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工展路 1号

展馆数量：4个

展示面积：约 40000 平方米

展馆简介：广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是一个集展览、会议、餐饮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会展综

合体。它是全中国唯一一个能做到每平米承重 10 吨的专业展览馆。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30 万平方

米，总计容建筑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首期建筑包括五个面积为 9,072 平方米的无柱展厅，会议中

心及登陆厅。目前已经全部投入使用。

本届展览会场地为 1-4 号展厅。

展馆参数：

项目 Item 内容 Detail 参数 Parameter

展览区域

Exhibiting Area

室内展厅

Inside Halls

9,072m
2
*5 展厅 Halls

（尺寸 dimension:126m*72m）

连接厅

Connecting Halls
2,762m

2

户外展区

Open Area
15000m

2

层高

Height

室内展厅

Inside Halls

最高点 Hightest: 18.7m

最低点 Lowest: 13.9m

连接厅

Connecting Halls
9m

承重

Loading Capacity

1 号展厅 Hall 1 / 4 号展厅 Hall 4 / 5

号展厅 Hall 5
10 吨 tons/m

2

2 号展厅 Hall 2 / 3 号展厅 Hall 3 5 吨 tons/m

布展货运出口

Main Freight Gate

for Moving-in

1 号展厅至 2号展厅（自西向东）

Hall 1 to Hall 2（from west to east）
4 主要大门 gates

5 号展厅至 3号展厅（自南向北）

Hall 5 to Hall 3（from south to

north）

5 主要大门 gates

连接厅

Connecting Halls
2 主要大门 gates

展厅亮度 每展厅 300 克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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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负荷 每展厅 300W/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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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参展流程

第一章 布展

一、布展时间：

特装展台搭建：2021 年 12 月 07 日（09:00—17:00）

2021 年 12 月 08 日（09:00—17:00）

2021 年 12 月 09 日（09:00—15:00）

标准展台布展：2021 年 12 月 08 日（09:00—17:00）

2021 年 12 月 09 日（09:00—15:00）

二、展台搭建

（一）标准展台

1.标准展台内的任何展品及装饰物的高度不得超过 2.4 米。

2.所有标准展台必须按照规定的面积搭建，租用标准展台的参展商无权改造其结构或用途。

3.所有标准展台面向通道的一面必须开放。

4.除岛形展台（四面开展台）外，其它所有展台将安装后墙板。相连展台间也将用墙板分隔。

一个参展商租用两间以上展台（除非该参展商向发明展事务处特别申明）拆除相连展台间的墙板。

5.未经主场搭建商同意，不得对标准展台结构作任何改动或添加，包括墙板的油漆和粘贴墙

纸、双面胶。不准钉钉和钻孔；如果在悬挂或陈列展品时需要帮助，请与各场馆指定的主场搭建

商联系。

6.角位展台（两面开展台）的参展商可做一个或两个公司楣板，包括公司名称和展台号。

7.标准展台已设基本配置，参展商可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布展。如果需增设电源、电话、网

线或其它展具等，请与主场搭建商联系。

8.标准展台内如需展板设计及制作可提前联系主场承建商。

联系人：吴小姐，联系方式：18024069235，邮箱：gaoyi_zc@163.com

联系人：刘先生，联系方式：18011954753

9.如果参展商改变标准展台的任何一处结构，发明展事务处将视同该参展商以特装展台的形

式租赁展台，即只提供该展台所处位置的一块光地，不提供电源、铝合金架及地毯、展具等。参

展商需重新向展台所在的展馆的主场搭建商申请，办理特装（光地）有关手续。

10.参展商若有特别敏感的设备，建议安装稳压器以控制电压。若对水源需要特殊的水温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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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须自行携带装置。关于水源和空压机，参展商需自行负责提供与之相连的调节器。

11.发明展期间，未经发明展事务处允许，不得将展品移出展位或展馆。所有展台结构及展品

必须在发明展撤展时间方可撤除。

（二）特装（光地）展台

1.特装搭建申请流程

2.特装展台布展申报材料

请于 2021 年 11 月 20 日前将以下特装布展申报材料提交至主场承建单位：

报图网址：http://121.40.28.9/esm-gy/login（初次登录，手机号注册即可）

●施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相关的资质证明（盖章）；

●施工单位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盖章）；

●专职电工的身份证和电工证复印件（盖章）；

●施工保证押金汇款底单原件或复印件（盖章）；

●展台保险单；

末通地

重审

参展商

委托施工单位设计展位

递交申报图纸等备案资料

（截止时间：2021 年 11月
20日）

主场搭建管理服务商审图

施工单位办理进场手续

施工单位进场施工

展台搭建完成

结束时间：2021年 12月 12
日）

申报材材如下：

1、特装图纸

2、施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

件、相关资质证明

3、签署后的《安全承诺书》

注：各施工单位进场施工需

办理手续：

1、办理“施工许可证”

2、办理布、撤展人员工作

证

3、缴纳有关押金管理费、

电费、垃圾清运押金

将图纸退回至参展商，按要

求对展位设计做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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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4 《广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特殊装修申报表》（在承诺栏目上参展单位、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三方加盖公章）

●表格 5《广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特殊装修安全责任保证书》（施工单位加盖公章）；

●表格 8《施工单位进场人员名单——特装展位》（施工单位加盖公章）；

●表格 9《施工单位车辆名单——特装展位》（施工单位加盖公章）；

●表格 6《电费及电箱押金——特装展位》（施工单位加盖公章）；

●表格 7《展位安全用电责任承诺书——特装展位》（施工单位加盖公章）。

3.特装图纸审核

设计方案彩色效果图；设计方案平面图，立面图（包括平面尺寸，立面高度尺寸及材料说明，

节点大样图）；配电系统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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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及展位用电量计算书）；配电图；电气分布图（说明所使用的灯具、插座的规格、种类和安

装位置，总控制电箱具体安装位置）。

备注：主场搭建商保留对参展商和搭建商递交的搭建方案进行再审核或委托第三方审核及修

改的权利。所有的展台准备和施工工作须经主场搭建商批准后方可实施，否则展商或其搭建商将

承担一切引发的责任和后果。

4.单层展位限高 4.5 米，双层限高 6米。

5.展台装修与分界

特装展台进行设计搭建时，必须对面向通道的部分进行装饰，对与相邻展台的部分也要进行

装饰。

同时，展板高于相邻展台的部分不能用带图案及 LOGO 的材料进行装饰。展台内任何搭建物都

不得妨碍展馆消防系统、空调出风口、回风口的正常运作。如在发明展现场发现此类问题，主场

搭建商将要求其限期整改。任何临时搭建物的边缘与消防栓、电动、机械升降装置及报警铃之间

必须保持 1.2 米的间距。

6.特装展台展示要求

参展商不得在自己展台之外展示、悬挂或分发任何展品、材料或产品，也不得将其展台的结

构和装饰延伸到展台界线之外。如在发明展现场发现此类问题，必须限期整改。

7.特装展台的搭建规定

特装展台的参展商可以选择推荐特装展位搭建商，或自行指定其它搭建商。该搭建商除有规

定的资质外，同时必须遵守如下规定：

（1）展台搭建所选用的材料必须为绿色环保材料，符合消防，严禁用木结构、弹力布等易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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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搭建。展台地面必须铺设阻燃地毯或其它合适的材料。每 36 平米展台必须配置一个 4KGABC

型干粉灭火器。

（2）如果主场搭建商认为展台设计中的背板或侧板遮挡了邻近展台，保留要求其改变、修改、

降低或缩短背板或侧板的尺寸的权力。另外，面向其他参展商展台或公共区域的墙板的高度及式

样应符合主场搭建商认可的质量要求。

（3）除岛形展台（四面开展台）外，所有特装展台都必须至少由一面背板构成。

（4）特装展台展商负责提供各自的墙板，不得利用相邻展台的墙板背面作为自己的墙板。

（5）展台须明显标示参展商的名称和展台号。如未遵守此项规定，主场搭建商有权选择合适

位置固定展台号，并向参展商收取相应费用。

（6）不得在相邻展台的背板或侧板上展示参展商的名称和标志等。

（7）展品和展示材料的主要油漆工作不允许在展馆内进行。但在进馆期内，允许在展厅内对

展示材料进行修补润色性的工作，且上述工作采取了必要的安全预防和保护措施。以干纸或塑料

膜覆盖地面。

（8）搭建展位或其它建筑所使用的材料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和地方消防安全法律法规

及相关环保的标准，非易燃物且燃烧扩散率不低于 B1 等级。

8.电力配置与安装

所有电力设备的安装、布线和撤除都必须由主场搭建商完成，预定光地的参展商必须提前向

主场搭建商预定照明用电、各项动力电、气源等工作；

9.所有搭建商应承诺完成相应的搭建工程并在发明展规定的时间内运出所有废弃物。在参展

商手册的工作日程安排表中所规定的撤展时间内，搭建商应拆除展台并运走所有废弃物。

请注意：

（1）特装展台搭建商须在展台搭建施工前，向该馆指定主场搭建商办理相关施工手续，审批

合格后，缴纳特装展台搭建管理费。

（2）特装展台搭建商须在展台搭建施工前，缴纳施工保证押金人民币 10 万元，并购公共责

任险、工作人员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险（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 80 万元）。展台搭建过程

中，没有违反参展手册中对特装展台搭建所规定的内容，地面无损坏并保持清洁，在展台拆除完

毕且办理清场确认手续后。施工保证押金一个月内无息返还。

（3）在缴纳了展台搭建管理费及施工保证押金后，经认可的搭建商和电力施工人员须同时申

报办理施工证及缴纳费用，并提供施工人员名单和身份证复印件，经主场搭建商核准后，可在进

馆期间从特装进场手续办理处领取施工证。



9

第二章 撤展

一、撤展时间

撤展时间：2021 年 12 月 12 日（17:00—24:00）；

二、撤展规定

1.现场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12 日 15：00 开始办理出门证，参展商必须于 2021 年 12 月 12 日

17:00 后方可撤除展品。发明展事务处对遗留在展位内展品及物品的遗失或损毁均不负责。

2.任何于以上时间遗留在展位内的物品将被视为废弃物，参展商须承担处理此废弃物所产生

的费用。

3.除发明展推荐展品运输外，任何大型搬运机器/物品不可进入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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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发明展服务

第一章 证件服务

一、证件办理

1. 布撤展人员通行证（施工证）

（1）申办对象：参展企业的展台工作人员

（2）证件有效期：2021 年 12 月 7 日—9日（布展）

2021 年 12 月 12 日（撤展）

（3）施工证每张人民币 30 元。

（4）领取地点：广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搭建商报到处

2.车辆通行证申办

（1）搭建运输车辆通行证：用于发明展布撤展期间搭建及运输车辆通行。

证件有限期：2021 年 12 月 7 日—9日（布展），2021 年 12 月 12 日（撤展）

运输车辆通行证每张人民币 20 元，一车一证，单次使用，出展馆时回收车证。

车证使用时间：2小时。

注：参展商证于报到时至参展商报到处领取。

3、证件管理规定：

（1）参展商证、施工证等不同证件进馆时间及使用日期各不相同，请参展商注意证件标明使

用日期，进馆时间及发明展事务处现场公告。

（2）进入展馆要佩戴好证件，主动刷卡并与保卫值勤人员配合，共同维护好发明展秩序。

（3）各类证件只限本人使用，不得转借、变卖涂改，违者没收证件。

（4）对违反证件使用管理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当事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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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报到服务

参展商和搭建施工单位凭发明展事务处出具的相关有效材料，到参展商报到处和主场搭建报

到处办理相关手续。

一、报到时间：

2021 年 12 月 07-08 日（09:00—17:00）

2021 年 12 月 09 日（9:00—15:00）

二、报到地点：

广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 （参展商：综合服务处；搭建商：搭建商报到处）

三、报到程序：

（一）参展商报到

1、提交以下资料：

（1）发明展事务处出具的展位确认书。

（2）参展费缴款凭证复印件。

2、经报到处审核确认后，领取参展商证。

（二）搭建施工单位报到

搭建施工单位按照特装搭建申请流程办理入场手续，到主场搭建报到处领取施工证、布撤展

车辆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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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布展期间服务

一、主场搭建商服务项目

服务点：搭建商报到处

（1）展具租赁

参展商如需在展期租赁展具，可提前向主场搭建商提交申请，布展期间请至参展商服务中心

办理缴费手续，现场租赁需加收 50%费用。

（2）水电气申报及设备安装

参展商如需在展期安装水电气设备，可提前向主场搭建商提交申请，布展期间请至搭建商报

到处办理缴费手续，现场租赁需加收 50%费用。

（3）花木租赁

现场提供花木出租，参展商如需租赁，布展期间请至参展商服务处申请。

（4）宽带接入

a.参展商如需在展期申请有线宽带接入，可提前向主场搭建商提交申请。展会期间不再受理

有线宽带接入申请。

b.发明展期间展馆内提供免费无线网络。

（5）加班

布展期间，开馆时间为 09：00-17：00，10 日只能布展到 15：00，不开放加班，请搭建商务

必于规定时间内完成搭建布展工作。

如因特殊情况需要加班，请于 12 月 7-8 日 15:00 前向主场承办商提出，并缴纳加班费用 2500

元/小时（17：00-24:00）、6000 元/小时（24:00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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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违规处罚

一、用电、消防、施工管理

1. 私自接驳电源，基于安全施工生产理由将扣除保证金 500 元/次，若损坏电箱或

插座的，按电箱或插座原价的 1.5 倍赔偿。

2. 严禁在摊位外摆放展品，严禁堵塞通道、疏散出入口、电箱以及通向消防设施的

过道及遮挡监控镜头。违者，展馆方要求参展企业将物品移开，按 1000 元/次收取管理

费，并追究主场承建商由此引起的一切风险和费用。

3. 严禁围拦、占用消防栓位置，消防栓正面 1 米和灭火器周边 1.5 米范围不能摆放

任何物品，如有违反，展馆方有权立即清理物品，并对主场承建商按 1000 元/次收取管

理费。

4. 根据消防管理条例规定，参展商必须按 100 平方米/2 个的标准自行配备 4kgABC

型干粉灭火器，如违反上述规定，展馆方将要求主场承建商立即整改，并按 1000 元/次

收取管理费用。

5. 严禁损坏和挪用消防器材，如发现上述行为，展馆方将按 1000 元/次收取管理费

用，并对损坏器材按原价 1.5 倍收取费用。

6. 所有地毯粘贴的地毯胶必须经过展馆方的验收方可办理退押金手续，如果不验收

则由展馆方统一清洁，费用按照 100 元/米。

7. 所有的施工不得在现场喷涂、刷漆和刷灰，如出现地面污染，否则展馆方将按照

200 元/平方米的价格扣除清洁费用。

8. 进入展馆所有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帽，进行高空作业的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如第

一次发现上述违规人员展馆方将开具《潭洲国际会展中心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单》作为警

告，如有两次警告未整改的施工人员，展馆方将没收其证件并赶离展馆，按照 300 元/

次收取管理费。

9. 展厅内严禁吸烟，展馆严格管理并检查监督；对特装展位施工期间发现抽烟或施

工范围内有烟头的，都将严肃处理。展馆方按照 200 元/次收取管理费，并没当事人的施

工证件。

10. 施工现场不可使用木梯。一旦发现展馆方将没收木梯并按 1000 元/次收取管理

费。

11. 展馆内施工禁止使用电锯，电焊机，风焊机等噪音大、火灾隐患严重的施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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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现场发现使用将采取暂时没收，同时支付 200 元/台的管理费。

12. 使用禁用电料（霓虹灯、高温碘钨灯、高温石英灯、平行线、麻花线等），违

反电工操作规定，制止其施工行为，扣除保证金 2000 元。

13. 展馆内全部有线、无线网络需求必须向展馆方申报，禁止私自建立有线和无线

网络，一经发现，扣除保证金 2000 元/次。

14. 特装展位（木结构）拆卸后禁止在馆内以及馆外周边道路对构件现场破碎或堆

放，一经发现，将对超出合同规定的时间范围的破碎或堆放时长收取加班费用，24：00

以前 3000 元/小时，24：00 以后 5000 元/小时。若堆放时长超过 5 小时，展馆将自行安

排清理，并从保证金中扣除清洁费用。

15. 布撤展期间货车装/卸货完毕后应立即驶离展馆红线范围，否则展馆将对违规停

放车辆进行锁车处理，锁车后按照 100 元/12 小时的价格收取车辆管理费，600 元为封顶。

16. 无证、无牌、无有效安全检验合格证驾驶车辆，一经查实立即停运，并扣除展览

会安全保证金 2000 元/次。

17. 在会展中心区域内禁止酒后驾驶机动车辆，禁止超高、超载、超速行驶，一经查

实立即停运，对拒不执行和配合会展中心处理的，扣除展览会安全保证金 2000 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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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洲国际会展中心安全保证金扣除标准

事故

（隐患类别

）

扣除标准

事故（隐

患）分类 事故（隐患）标准
扣除额度单

位：元/次

轻微 100-3000

消防安全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承建商、参展商 原因造成摊

位外摆放展品，堵塞通道、疏散出入口电箱以及通向消

防设施的过道及遮挡监控镜头。
、 1000

在展期内主场承建商、承建商、参展商不 按 100 平方

米/2 个的标准自行配备 4kgABC 型干粉灭火器
1000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承建商、参展商原因造成围拦、

占用消防栓位置，把物品摆放在消防栓正面1米和灭火

器周边1.5米范围

1000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承建商、参展商原因损坏和挪

用消防器材
1000

在展期内将展品悬挂在消防、配电、空调设施、天花上，

或使用消防用水。
3000

施工安全

发现在展厅内吸烟，没收当事人的施工证件 200

在展馆内使用电锯，电焊机，风焊机等噪音大、火 灾

隐患严重的施工工具，若现场发现将采取暂时没收。
200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承建商、参展商 的工作人员

未佩戴安全帽，进行高空作业的人员未系好安全带。 300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承建商、参展商 的工作人员

不按高空作业规定使用脚手架或攀爬2米以上的梯子无

人扶梯。
300

在展期内私自接驳电源。 500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承建商、参展商的工作人员使

用木梯
1000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承建商、参展商私自建立有线

和无线网络
2000

在撤展期间野蛮拆卸推倒墙体 3000

如果偷盗或未经展馆方允许擅自将展馆设施如灭火器、

防毒面具、铝材、工具 等携带出馆，一经发现严肃处

理，按携带物品采购价值的 5 倍收取费用。
/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承建商、参展商原因造成展馆

设备、设施损坏的，按原价的 1.5 倍赔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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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隐患类

别

）

扣除标准

事故（隐

患）分类 事故（隐患）标准
扣除额度单

位：元/次

初级 2000-8000

消防安全

在展期内禁止吸烟，屡不听劝戒； 2000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承建商、参展商原因造成

消防通道堵塞，在接到《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后拒不

整改；

3000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承建商、参展商使用不合

格电气或不按要求进行电气施工，给展览会造成消防

安全隐患，在接到《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后拒不整改；

3000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承建商、参展

商责任引发片区电源总制跳闸等电气事故，且事故未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3000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承建商、参展 商责任而造

成的展位冒烟事故，且事故未扩散、未造成人员伤亡

和其它财产损失；

4000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承建商、参展 商责任而造

成冒烟事故，且事故未扩散，未造成人员伤亡和其它

财产损失；

8000

施工安全

在展期内，承建单位不按工艺施工，造成展位结构开

裂等结构安全隐患，在接到《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后拒

不整改；

3000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承建商、参展 商责任造成

的展位结构梁等构件单件垮塌事故，且事故未造成人

员伤亡和其它财产损失。

4000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承建商、物流

承运商责任造成的展位局部垮塌事故，且事故未造 成

人员伤亡和其它财产损失；

8000

公共安全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承建商、物流 承运商工作

人员发生打架、斗殴事件，且事件未造 成人员受伤；
4000

特种设备安

全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或组展方所负责的场内机 动

车辆或特种车辆在会展中心区域内未按限速标志 形

式，并且出现酒后驾驶，禁止超高、超载、超速超员

行驶等违规行为，一经查实立即停运，拒不执行和配

合会展中心处理的；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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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隐患类

别

）

扣除标准

事故（隐

患）分类 事故（隐患）标准
扣除额度单

位：元/次

中级 10000-150

00

特种设备安

全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物流承运商或组展方所 负

责的场内机动车辆或特种车辆所造成的车辆碰撞 事

故，且事故已造成了人员轻伤或其它财产损失；
12000

消防安全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参展商、承建 商的责任造

成的明火事故，且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和其它人员损失；

10000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参展商、承建商的责任 引

发片区电源总制跳闸等电气事故，且事故已造成

人员轻伤或其它财产损失；

12000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参展商、承建

商的责任而造成展位冒烟事故，事故未扩散但已造 成

人员轻伤和其它财产损失；

12000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参展商、承建 商的责任而

造成展位冒烟事故，燃烧已出现扩散，

且事故已造成人员轻伤和其它财产损失；

15000

施工安全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承建商、参展

商的责任所造成的施工人员或其它人员轻伤； 12000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承建商、参展 商的责任造

成的展位局部垮塌事故，且事故造成了

人员轻伤或其它财产损失；

12000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承建商、参展 商的责任造

成的展位整体垮塌事故，且事故未造成

人员伤亡和其它财产损失；
10000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承建商、参展 商的责任造

成的展位整体垮塌事故，且事故已造成

人员轻伤或其它财产损失；
12000

公共安全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承建商、参展 商工作人员

发生打架、斗殴事件，且事件造成人员

受轻伤；

12000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参展商、承建

商工作人员发生聚众闹事事件，且事件未造成人员 受

伤；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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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隐患类

别

）

扣除标准

事故（隐

患）分类 事故（隐患）标准
扣除额度单

位：元/次

高级 15000-500

00

特种设备安

全

在展期内，因主场承建商或组展方所负责的场内机 动

车辆无证、无牌、无有效安全检验合格证及驾驶

人员工作证仍继续施工作业的；

30000

消防安全

展区布置时，占用了展馆消防通道或堵塞了

展馆安全出口，且拒不整改； 30000

组展方不按《手册》要求，设置和使用非标展场； 30000

在展期内，因参展商或承建商责任而造成的展位冒

烟事故，且事故造成了人员重伤或死亡； 50000

在展期内因展商商或承建商责任造成的明火事故，

且事故造成了人员重伤或死亡； 50000

施工安全

在展期内，因参展商或承建单位责任造成的展位垮

塌事故，且事故已造成人员重伤或死亡； 50000

在展期内，因承建商、参展商工作人员发生打架、斗

殴事件，且事件造成人员重伤或死亡； 50000

备注：

1、展期：合同约定的从进场至撤出之间的时间段，通常指布展、开展、撤展三个连续时段；

2、垮塌：展位在外力和中立的作用下，超过自身极限强度的破坏成因，结构稳定失衡造成的展位构建高处坠

落、倾倒的事故。

3、冒烟事故：因展位材料、电气或展馆公共设施发生局部不完全燃烧而产生大量烟雾，且燃烧没有扩散和失

去控制。

4、明火事故：因展位材料、电气或展馆公共设施发生局部燃烧且有明火产生，且燃烧没有扩散和失去控制；

5、火灾：是指在事件或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所造成的灾；

6、轻伤事故：指只有轻伤的事故，轻伤指损失工作日低于 105 日的失能伤害；

7、重伤事故：指损失工作日等于和超过 105 日的失能伤害，重伤的损失工作日最多不超过 6000 个工作日；

8、死亡事故：指损失工作日在 6000 个工作日以上（含 6000 个工作日）的失能伤害；死亡事故根据死亡分

数分为死亡事故、重大死亡事故和特大死亡事实；

9、轻伤、重伤、死亡事故标准：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6441-86 相关条款；

10、安全押金：本规定所指安全押金，是为了促使展览会各参与方履行安全责任而设立的保证金。因安全事故

（事件）所造成的损失赔偿、善后处理、执法机关收取的处罚金等费用，均不包括在安全押金之中。在造成事

故隐患且拒不整改，或发生安全事故（事件）后，展馆方在依照本规 定，扣除保证金的同时，依然会要求责

任方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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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交通及住宿指南

第一章 交通指南

一、飞机

单向全程行驶时间：约 90 分钟

1、广州白云机场

由广州白云机场乘坐机场大巴可前往佛山市。

白云机场空港快线大巴售票柜台及乘车点

上客点 T1 航站楼 B区：B1-B4 号门外

T2 航站楼：交通中心西客运站

售票柜台分布

T1 航站楼 A区：A11 号门内柜台

T1 航站楼 B区：B3 号门内柜台、B5 号门外柜台

T2 航站楼：交通中心西客运站

白云机场至佛山 T2——T1A 区——T1B 区——佛山汽车站——佛山澜石候机楼

佛山市区

发车时间

佛山市区 05:20-20:30

白云机场 7:40-00:10

发车间隔 约 30-50 分钟每班

佛山市区至白云机场

佛山澜石候机楼——佛山汽车站——T2——T1

站点信息：

禅城区澜石候机楼：佛山市禅城区魁奇一路澜石国际金融交易中心首层。

联系电话：0757-88338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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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汽车站：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6号

2、佛山沙堤机场

佛山沙堤机场目前已开通北京大兴、上海浦东、上饶、温州、淮安、汉中、泉州、厦门、福

州、十堰、阜阳、襄阳航线。航班时间请登录中国联合航空官网查询。交通：115 路、100 路、122

路、南高 31 路、桂 31 路、219 路途经“佛山机场”站。

联系电话：0757-81806521、0757-82810531

二、火车

佛山目前有佛山火车站和佛山西站两个火车站。其中佛山火车站为普通车车站，佛山西站为

高铁车站，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开始运营，目前开通往返广州、深圳、南宁、贵阳、昆明、成都

等方向的高铁动车，可以直达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省区。具体列车信息请查看列车时刻表。

三、汽车

佛山汽车站是佛山地区公路客运的主要枢纽站，共开通省内 40 余条直达快速专线班车，以及

发往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西、四川、上海、河南、浙江等省金 100 个市（县）的长途客

运班车。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6号

联系方式：0757-82232940、82232942、82252502

四、船

佛山境内设有顺德港（客运）、高明港（货运）、三水港（货运）3 个港口。其中顺德港拥

有多搜设备先进、豪华舒适的大型快速客轮，分别为“顺德号”、“顺景号”、“顺风号”、“顺

水号”。每日有十几个常规航班往返顺德与香港，航程仅需 2小时左右，旅途方便快捷。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网址：http://www.sgky.com.cn

联系方式：0757-22822013

到达交通：市内乘坐 907 路空调车可到

五、广州到佛山

1、广州白云机场—佛山：乘坐机场大巴。详情见前述。

2、广州火车站—佛山：从广州火车站到佛山有多趟列车，可到佛山火车站和佛山西站，车程

仅需半小时。

3、地铁广佛线：地铁广佛线是链接广州和佛山的地下交通。平均每趟班线的时间间隔为 6分

钟。全线最贵为 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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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住宿服务

推荐酒店名单

酒店名称 地址 电话 停靠站点以及距离
离会展中心大

致距离
星级

佛山岭南天地马

哥孛罗酒店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路

97 号
0757-82501820

距离科学馆公交站

770m
14.6 公里 五星级

佛山恒安瑞士大

酒店

佛山市禅城区城门头

西路 1 号
0757-82362888

距离科学馆公交站

280 米
14.4 公里 五星级

佛山皇冠假日酒

店

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

路 118 号
0757-82368888

距离科学馆公交站

400 米
14.4 公里 五星级

佛山佳宁娜大酒

店

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路

14 号华侨大厦
0757-82223828

距离科学馆公交站

1000 米
14.9 公里 四星级

佛山金城大酒店
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

路 125 号
0757-83339649

距离科学馆公交站

300 米
14.7 公里 四星级

佛山银濠假日酒

店

佛山市禅城区南海大

道中 13 号
0757-82003888

距离华阳桥南 120

米
9.6 公里 四星级

佛山东江国际大

酒店

佛山市禅城区岭南大

道北 121 号
0757-88366888

距离公交 802 路（东

平大桥北站 300 米）
9.5 公里 四星级

如家快捷酒店

（佛山东方广场

店）

佛山市禅城区升平路

46 号升平广场 1楼
0757-82133398

距离松风路公交枢

纽站 350 米
18.3 公里

快捷型酒

店

如家快捷酒店

（佛山岭南天地

祖庙地铁店）

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路

46 号华辉大厦
0757-82030098

距离科学馆公交站

430 米
15.0 公里

快捷型酒

店

桔子酒店

（佛山祖庙店）

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

路 76 号
0757-83637666

距离科学馆公交站

310 米
14.0 公里

快捷型酒

店

维也纳酒店

（佛山禅城祖庙

店）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路

101 路
0757-8228898

距离科学馆公交站

420 米
13.8 公里

快捷型酒

店

7 天连锁酒店

（佛山通济桥

店）

佛山市禅城区金鱼街

52 号（近通济牌坊)
0757-82360988

距离同济路口 1.1

公里
13.1 公里

快捷型酒

店

7 天连锁酒店

（佛山祖庙地铁

站店）

佛山市禅城区体育路

1 号体育馆西侧
0757-82361288

距离科学馆公交站

830 米
13.0 公里

快捷型酒

店

佛山途美酒店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

道 75 街区北约大楼
0757-81566555

距离万科广场 670

米
13.0 公里

快捷型酒

店

佛山柯瑞斯连锁

公寓

佛山市南海区佛平三

路万科金色领域三座

11 楼 1128

0757-63867051
距离万科广场 760

米
13.0 公里

快捷型酒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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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海云轩酒店
佛山市南海区南桂东

路 63 号
0757-86280888

距离万科广场 490

米
12.4 公里

快捷型酒

店

佛山名泽布莱曼

主题酒店

（创意产业园

店）

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南

路 18 号雅庭国际广

场 1F

0757-83906900
距离季华园地铁站

70 米
11.3 公里

快捷型酒

店

7 天连锁酒店

（佛山季华园地

铁站店）

佛山市禅城区绿景一

路 13 号金智慧广场

裙楼

0757-66631568
距离公交 802 路（惠

景城站）270 米
11.0 公里

快捷型酒

店

麗枫酒店

（佛山魁奇路地

铁站店）

佛山市禅城区景苑北

街 6号
0757-83057707

距离公交 802 路（魁

奇路地铁站 750 米）
10.7 公里

快捷型酒

店

城市便捷酒店

（佛山魁奇路地

铁站店）

佛山市禅城区魁奇西

路佛山世纪车城旁
0757-82278599

距离公交 802 路（魁

奇路地铁站 1000

米）

10.7 公里
快捷型酒

店

尚客优连锁酒店

（佛山季华园地

铁站店）

佛山市禅城区绿景一

路 28 号
0757-83878610

距离公交 802 路（惠

景城站）280 米
10.6 公里

快捷型酒

店

佛山贝斯特财富

酒店

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南

路景苑北街 3 号二区

1号

0757-63503888
距离公交 802 路(魁

奇路地铁站 370 米）
10.5 公里

快捷型酒

店

佛山乐从雅苑酒

店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

兴乐路 23 号
0757-28336238

距离乐从交通中心

10 米
8.3 公里

快捷型酒

店

如家快捷酒店

（顺德北滘新城

美的总部店）

佛山市顺德区北窖南

源路 26 号，105 国道

与南源路交界处

0757-22111188 7 公里
快捷型酒

店

佛山乾喜商务酒

店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

跃进北路 8号，近同

福路与居仁街

0757-26615555 5.6 公里
快捷型酒

店

维也纳酒店

（佛山花卉世界

店）

佛山市顺德区佛陈公

路 3 号近陈村花卉世

界展览中心

0757-29361888 4 公里
快捷型酒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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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服务申请表格

公司名称 展位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邮

服务申请表格

报图网址：http://121.40.28.9/esm-gy/login（初次登录，手机号注册即可）

序号 服务项目 截止日期 备注 是否需要

1 特装展台搭建商报馆手续 11月20日 必填—特装搭建商 √

2 租赁服务 11月20日 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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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后加展具租赁申请表——普通展位

（参展商填写）

截止日期：2021 年 11 月 20 日

编号 项目

单价

（10 月 20 日

前申报）

单价

（10 月 20 日及之

后申报）

数量 总价

FF-01
展柜 990mm(L)×495mm(W)

×248mm(H)
260 390

FF-02
展架 990mm(L)×495mm(W)

×248mm(H)
220 330

FF-03
前言牌 950mm(W)×

2340mm(H)
150 240

FF-04 搁板 990mm(L)×300mm(W) 36 54

FF-05
锁柜 990mm(L)×495mm(W)

×750mm(H)
155 232

FF-06
750 询问台 990mm(L)×

495mm(W)×750mm(H)
120 180

FF-07
950 询问台 990mm(L)×

495mm(W)×950mm(H)
220 330

FF-08

高低展柜

990mm(L)×495mm(W)×

750mm(H) (低)

990mm(L)×495mm(W)×

950mm(H) (高)

260 390

FF-09
四方台 650mm(L)×

650mm(W)×680mm(H)
120 180

FF-10 折椅 35 53

FF-11 100 瓦射灯 120 180

FF-12 500 瓦非照明插座 120 180

FF-13 装拆楣板 0 100



25

我们预定以下出租项目，只在展览会期间使用（12 月 10 日—12 日按 1个展期计算）。

企业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

1.根据展馆规定，所有电源插座只限于小功率电器设备之用，不可私自接驳照明及动力设备，

违者一切责任自负。

2.参展商不得擅自拆装、改动展位，不得在展位铝制支架和展板上钉孔、喷涂、锯裁和使用

发泡双面胶类强力粘胶，否则破损的铝制支架和展板须由有关参展商照价赔偿。展板 500 元/块，

铝柱 300 元/支，扁铝 300 元/米。

所有定单请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前以下方式全额缴付：

1）汇款至以下帐号：

账户名称：广州市高艺创展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账 号：3602 8803 1910 0073 533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太阳广场支行

2）现金收款单位：广州市高艺创展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东路 363 号宝供大厦 10 楼

11 月 7 日后逾期申报则按现场申报受理，请到现场服务点办理，并按所申请项目费用的 50%

收取加急费；如现场取消提前申报项目或临时改动，则按提前申报项目费用的 50%收取手续费。

FF-14 装拆展板 0 50

FF-15 楣板文字修改 0 100

FF-15 玻璃圆桌 180 270

FF-17
KT 板制作 120cm*90cm

(不含设计）
150 200

FF-18
KT 板制作 120cm*90cm (含

设计）
400 500

小 计：

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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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加展具参考图例

备注：

1.逾期申报则按现场申报受理，请到现场服务点办理，并按所申请项目费用的 50%收取加急

费；

2.如现场取消提前申报项目或临时改动，则按提前申报项目费用的 50%收取手续费。

展柜

规格：990×495×2480

展架

规格：990×495×2480

前言牌

规格：990×2340

搁板

规格：990×300

锁柜

规格：990×495×750

750 询问台

规格：990×495×750

950 询问台

规格：990×495×950

950 高低展柜（规格）：

990×495×750(低)

990×495×950(高)

四方台

规格：650×650×680

折椅

规格：40X40

射灯

规格：100W

3A 插座

规格：500W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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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 特装展台施工管理项目申请表

（搭建商填写）

截止日期：2021 年 11 月 20 日

展位名称： 展位号：

名称及描述 单位
单价

（元）
数量 备注

特装施工管理

费
平方米 25

施工人员证 人 30
进场人员必须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现场办理工本费

人民币 30 元/人证、20 元/车证。施工车证 辆 20

展台施工安全

押金及垃圾清

洁押金

100 平方米以下

（含 100 平方米）
50,000

所有进场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帽，否则安检人员有权

拒绝其进入展馆。

为确保施工安全：布撤展期间，馆内禁止使用木制

楼梯。
100 平方米以上

100,00

0

展位限高申报：单层限高：4.5 米，双层限高：6米。

单层展位按正常申报流程进行，双层展位需在 11 月 20 日前将资料交到主场承建商处进行审理.

企业签章：

年 月 日

重要事项：

1.收到申请单后，主场搭建商将开具付款通知书，传真或邮件给申请人，申请人依据付款通

知书办理汇款，并注明付款内容，汇款后请将汇款底单传真或邮件至我方。

2.汇款到指定账户需为订单全额款项，汇款方承担全部汇款手续费。请申请人向银行咨询汇

款手续费。我方在收取全额款项之后才会提供相关服务。订单交费费用与押金费用需分开办理汇

款或缴费。施工保证押金一个月内无息返还

3.逾期定单（2021 年 12 月 5 日以后），加收 50%附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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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有定单须同时以以下任何一种方式付清，否则定单无效：

A)电汇至以下人民币账户：

账户名称：广州市高艺创展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账 号：3602 8803 1910 0073 533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太阳广场支行

2）现金收款单位：广州市高艺创展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东路 363 号宝供大厦 10 楼

B)现场定单只允许现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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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 特装展台施工申请表

截止日期：2021 年 11 月 20 日

（一）申报时间：所有特装布展单位，请于 2021 年 11 月 20 日前将特装布展相关设计图纸资

料报送至大会组委会，逾期按展位净面积每平方米 25 元收取特装管理费，如开展前一个星期申报

而延误布展的，责任自负。

（二）须提交的图纸和资料

1.展台设计图（立体效果图、平面图、立面图）；

2.展台施工图（包括详细尺寸、材料说明和节点大样图）；

3.配电系统图（注明总功率、总开关额定电流值、总开关电压（220V/380V）、注明所采用电

线型号和敷设方式）；

4.配电平面图（注明展位的总配电箱位置、灯具的种类、功率和安装位置）。

5.表格 4《广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特殊装修申报表》（在承诺栏目上参展单位、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三方加盖公章）

6.表格 5《广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特殊装修安全责任保证书》（施工单位加盖公章）；

7.表格 8《施工单位进场人员名单——特装展位》（施工单位加盖公章）；

8.表格 9《施工单位车辆名单——特装展位》（施工单位加盖公章）；

9.表格 6《电费及电箱押金——特装展位》（施工单位加盖公章）；

10.表格 7《展位安全用电责任承诺书——特装展位》（施工单位加盖公章）。

展位设计时不建议高墙封闭样式，如出现超大比例墙面，组委会办公室将保留对展位设计提

出整改意见的权利，以上所有设计图纸和文字说明须使用 A4 规格并加盖公章，要求图表清晰，并

将设计图纸资料刻录光盘，一律采用快递邮寄或直接送交(地址：

收)，大会不接受传真或电邮图纸资料。

（三）注意事项

1.所有特装展位不论面积大小必须报审图纸，未经申报或审批不合格的布展，大会将强行拆

除清理，所需费用和损失均由布展单位承担；

2.特装承建单位对所有已通过审批确定的报审图纸，不得自行更改；如确需更改的，须经大

会监理单位审核。对擅自更改的，大会有权不予供电，并给予警告及处罚；

3.特装承建单位施工须严格按图进行，不得超出施工许可规定范围作业，并接受大会管理人



30

员的监督和检查。若发现违规施工，管理人员可口头警告直至取消其施工许可证，由此导致的一

切后果由承建单位负责；

4.所有特装图纸经监理单位审核通过后方可施工。对审核未通过的图纸，将通知设计单位修

改方案，直至审核通过为止。

大会原则上不建议搭建双层展台，如需特殊要求搭建必须提前申报（10 月 28 日前）双层展

台必须由具有相关资质的专业公司负责设计及搭建，展位总高度不能超过 6米（如展位超高，经

现场消防部门查处，责任自负）。凡双层展台的承建单位，须具有从事大型展览特装施工的经验，

有能力并承诺愿意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事故责任。在实施搭建和使用中必须服从大会的监管。

参展商：（公章） 展位承建商：（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安全责任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或安全责任人（签名）：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日期：2021 年 月 日 日期：202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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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4 广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特殊装修申报表

截止日期：2021 年 11 月 20 日

展位号 邮箱

参展单位
现场

负责人

姓名

电话

设计单位
现场施工

负责人

姓名

电话

施工单位

筹展进场车数 辆 撤展进场车数 辆

请在报审资料打“√”
□ 彩色效果图 □ 平面图 □ 立面图

□ 配电系统图 □ 电气分布图 □ 特装二层结构

参展单位承诺

我单位承诺,督促相关单位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装修工程强制性技术规范标准和广东潭

洲国际会展中心相关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如有违反责任自负。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设计单位承诺

我单位承诺,展位的装修和设计,按照《建筑装修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10-2001）的要求进行设计，并符合广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的相关管理规定，

如有违反责任自负。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施工单位承诺

我单位承诺,在展位装修过程中,严格按照已审核的设计图纸、广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

《场馆使用手册》及《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BJ46-2005）、《建设工

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GB50194-93）的要求进行施工，如有违反责任自负。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说明：1、此申请表需参展、设计、施工单位三方负责人签名（盖章）；二层展台结构安全性需结构工程师审核、

盖章，符合《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2003）、《木结构设计规范》（GB50005-2003）、《建筑

结构荷载规范》（GB5009-2001）中相关技术要求；

2、所有报审的资料必须采用 A4 规格纸报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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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5 广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特殊装修安全责任保证书

截止日期：2021 年 11 月 20 日

展会名称：第二十五届全国发明展览会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展会日期：2021 年 12 月 10 日-- 2021 年 12 月 12 日

我单位是负责本场展会参展单位： 展位号： 的特

装布展施工承建商，已经收阅《特装管理说明》。我单位承诺，在展台装修过程中，严格按照国

家有关装修工程强制性技术规范标准和广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用电安全

管理规定》《施工安全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如在布撤展过程中， 违反广东潭洲国

际会展中心各项管理规定，我单位愿接受主办方及场馆方相关条款处理。对在布展、开展、撤展

期间，因特装展位质量等问题而导致安全事故，我单位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

任。

参展商：（公章） 展位承建商：（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安全责任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或安全责任人（签名）：

现场安全责任人或现场电工： 现场安全责任人或现场电工：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日期：2021 年 月 日 日期：202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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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6 电费及电箱押金——特装展位

（搭建商填写）

截止日期： 2021 年 11 月 20 日

报图网址：http://121.40.28.9/esm-gy/login（初次登录，手机号注册即可）

参展单位：

展位号：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设计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施工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企业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

1.如对以上用电申报项目数量和金额确认无误，请盖章并签名回传至展会主场承建商。

2.所有主场订电须由展会主场承建商执行，光地展商必须订电。

3.提供的特装供电箱仅供作为电源延长，不可替代特装展位配电总控制箱，特装展位施工单

位必须根据展位用电情况自备配有合格的空气断路器和漏电保护器的用电总控制电箱。

4.现场施工单位所有用电设备不得直接接入展馆所配送的电箱。只可接入自带或向主场承建

序号 开关规格电流/电压 电费价格（元） 数量 总价（元）

1 15A/220V（3.5KW） 750

2 15A/380V（8KW） 1,125

3 32A/380V（15KW） 1,650

4 63A/380V（30KW） 3,600

5 125A/380V 6,600

6 150A/380V 9,000

7 300A/380V 18,000

8 临时用电 450

小计：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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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租用的二级电箱。详情请查阅（展馆管理规定/展览电气安装和施工安全管理）

5.如现场施工单位需要租赁二级电箱，请咨询主场承建商.

6.正常情况下，展馆供电时间为 8 小时，需要租用 24 小时电箱的展商须在 10 月 28 日前向

主场承建商提出申请，24 小时电箱费用由主场承建商另行告知。

7.搭建商需如实申报用电负荷，如经检查核实用电实际负荷超出申报负荷，则超标的用电量

需按照上述标准双倍收取。

8.所有租用电力装备申请，必须附上安装图，确切标明每项装置的确实位置，所提交之用电

配置确定后，将按照电力申请计费。如在布展现场安装时作出任何修改，须支付换箱手续费 350

元/个，如更改电箱用电量需补交差价。

9.展馆供电方式：展馆供电方式为 3相 5线制，380V/220V50Hz；场馆内严禁使用太阳灯，照

明用电单相回路不得超过 2KW ,超出 2KW 应分路改为 380V 接入。电线必需使用难燃双塑铜芯线并

穿 PVC 线管或线槽保护，电线驳接必需使用接线端子并包电工胶布。

10.所有电箱必须安装在展位外易操作的地方，电箱必须加盖固定好。其它有关用电管理规定

以《潭洲展馆安全用电管理规定》中相关内容，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以及其它地方性法规

的规定为准。

支付条款

所有定单须以以下方式于 2021 年 11 月 20 日前全额缴付：

1）汇款至以下帐号：

账户名称：广州市高艺创展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账 号：3602 8803 1910 0073 533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太阳广场支行

2）现金收款单位：广州市高艺创展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东路 363 号宝供大厦 10 楼

10 月 26 日及之后逾期申报则按现场申报受理，请到现场服务点办理，并按所申请项目费用的 50%

收取加急费；如现场取消提前申报项目或临时改动，则按提前申报项目费用的 50%收取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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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7 展位安全用电责任承诺书

为配合广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以下简称“展馆方”）做好发明展展馆展览展位安全用电管

理工作，明确责任、规范管理、确保安全，营造用电安全可靠的展览环境，根据《发明展展馆安

全用电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本单位作为 2021 年第二十五届全国发明展览会（参展

单位： 展位号： ）的使用单位，与该展位施工承建商

特向展馆方承诺：

一、严格遵守《规定》，对筹撤展及开展期间因电气违章安装或违章用电所引起的一切后果

承担直接责任；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二、指定专人负责本展位在展览筹撤展及开展期间的用电安全保障，做好筹撤展及展出期间

的现场值班维护，及时消除用电安全隐患，确保展位安全。

三、服从展馆方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切实落实用电安全和整改的措施。

本承诺书一式四份，展馆方执两份、参展商单位和施工承建商各执一份，自加盖公章并签字

之日起生效。

本承诺书是《展位用电申报表》的必要附件。

参展商：（公章） 展位承建商：（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安全责任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或安全责任人（签名）：

现场安全责任人或现场电工： 现场安全责任人或现场电工：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日期：2021 年 月 日 日期：202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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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8 施工单位进场人员名单——特装展位

截止日期：2021 年 11 月 20 日

此表格请发送至： 参展单位：

广州市高艺创展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展位号：

联系人： 吴小姐 联系人：

电话：18011954753 电话：

邮件：gaoyi_zc@163.com 邮箱：

公司名称（施工单位）：

证件总数： 个

证件领取时间： 2021 年 12 月 7 日-9 日

（一）施工证信息：数量（ ）个

人员姓名 张三

身份证号码 4140********0928

健康码 绿码

行程码 无中高非险区

（二）布展车辆信息：数量：（ ）个

车牌号 车牌号 车牌号 车牌号

（三）撤展车辆信息：数量：（ ）个

车牌号 车牌号 车牌号 车牌号

本单位保证以上人员为本单位员工。若本单位的人员因任何原因在展馆各展区内引起任何后

果，我单位愿意承担有关法律责任及赔偿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企业签章：

年 月 日

1.上述进场人员名单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并由企业盖章，统一提交给展会主场承建商，并

缴纳工本费 30 元/证/人，对无提证件复印件的特装搭建商，一律不予办理施工证件。现场办理工

本费 35 元/证/人。

2.本表格填写完，可复印一张，序号顺次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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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9 互联网申请表

（搭建商填写）

截止日期：2021 年 11 月 20 日

报图网址：http://121.40.28.9/esm-gy/login（初次登录，手机号注册即可）

参展单位：

展位号：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设计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施工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序号 项目 单位 单价（元/展期） 数量 总价（元） 备注

1 有线宽带接入（5M） 端口 750

2 有线宽带接入（10M） 端口 1,500

3 有线宽带接入（20M） 端口 2,250

4 有线宽带接入（30M） 端口 3000

4 有线宽带接入（50M） 端口 4,500

5 有线宽带接入（100M） 端口 7,200

小 计：

总 计：

企业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

1.有线宽带接入申请原则上不支持现场申报。如现场申报，主场承建商及展馆视现场实际情

况，有权不接收报装服务。如现场接受申报，费用为原价格加收 50%。

2.每条网线仅供一个终端接入互联网。请勿携带交换设备、HUB、AP 等设备利用展馆方网络

私接电脑上网，一经发现，将不予退还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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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入展馆方网络电脑应安装最新病毒库杀毒软件，如有影响展馆方网络正常运行行为，展

馆方将视情节轻重索赔。

4.展馆提供的一切电信服务，非展馆能直接或合理控制的原因导致设备失灵或损坏，令承租

方造成损失的，展馆及主场承建商不承担任何直接、间接责任。确因展馆方原因导致承租者造成

损失的，赔付的款项将不超过承租方支付的本单项租赁款项的总额。

5.以上设备租赁在展会结束前一小时前终止，并需将设备及押金单交还场馆服务点。经场馆

所有设施申请，必须附上图纸，标明项目所需设施的确切位置。

6.如价格有任何更改，将不会另行通知。

7. 如欲租用表格内未列出之项目，请与展会主场承建商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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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0 特殊吊点挂、压缩空气及供水

（搭建商填写）

截止日期：2021 年 11 月 20 日

报图网址：http://121.40.28.9/esm-gy/login（初次登录，手机号注册即可）

参展单位：

展位号：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设计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施工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序

号
项目

单

位

单价（元/

展期）
数量

总价

（元）
备注

1
特殊吊点吊

挂
点 2,400

特殊吊点吊挂服务

（特殊吊点吊挂服务，每个吊挂点不能超过规定

荷载1.5吨）

2 压缩空气 点 1,500
展览服务≤排量0.4立方米/分钟，压力

8-10kgf/cm2，10mm管径

3 供水服务 点 1,500
展览服务机器用水（上下水接水管10米，管径

25mm，水压：4kgf/cm2）

小 计：

总 计：

企业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

特殊服务原则上不支持现场申报。如现场申报，主场承建商及展馆视现场实际情况，有权不

接收报装服务。如现场接受申报，费用为原价格加收 50%。

特殊吊挂服务，展会施工单位必须在 10 月 20 日前向主场承建商报送吊挂方案，方案包括数

量、位置、用途、重量、挂品材质、尺寸、吊挂过程使用的升降设备必须由展馆指定的经过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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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的工作人员操作，制作单位需于现场配合安装。

特殊吊点吊挂操作作业需提前 1天向主场承建商申报施工时间，以方便安排展馆指定施工人

员配合。

特殊吊点吊挂拆除回收作业需在当天上午 10 点前向主场承建商申报施工时间，以方便安排展

馆指定施工人员配合。

所有特殊吊点吊挂物件都必须符合消防安全及结构安全为大前提，吊点吊挂物品在实际作业

前必须通知主场承建商及展馆管理人员检查结构安全程度。在双方确认安全后方可进行吊点工作。

申报压缩空气，主场承建商只负责安排把气体连接点接到展位范围内，不负责连接设备。

展馆水点进出接入只包含 10 米以内，超出部份需使用方自行配备。参展商须自备增强型水管、

开关及附件，在展馆方指定地点自行安装。每天展会后必须关掉用水的阀门，由于溢水造成的损

失由展商及其搭建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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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1 视听设备租赁服务

截止日期：2021 年 11 月 20 日

报图网址：http://121.40.28.9/esm-gy/login（初次登录，手机号注册即可）

参展单位：

展位号：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设计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施工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序号 项目 单位 价格 押金 总价

1 DVD 台 600 1,000

2 42寸等离子电视 台 1,200 3,000

3 52寸等离子电视 台 2,800 4,000

4 65寸等离子电视 台 3,800 6,000

5 70寸等离子电视 台 4,800 8,000

6 3000流明投影仪 台 4,500 4,000

7 100 寸投影幕（200cm×150cm） 张 1,200 1,000

8 120寸投影幕（244cm×183cm） 张 2,000 1,000

小 计：

合 计：

企业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

1.此项目不接受现场租赁。以上视听设备的租用，视我方当时存货及供求情况而定。

2.设备租用时间为一个展期。

3.上述租金包括设备使用，活动举行前的安装及活动举行后的拆除费用。

4.上述租金不包括展览的供电装置，涉及供电须另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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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租用的设备只可在一个场地使用，如租用的设备被移至另一场地使用，则须缴付相等于设

备租金 30%费用。

6.押金在 2021 年 12 月 23 日后无息退还至指定账户，如有设备损坏或遗失，我方将从设备押

金中扣除相应的部分作为维修或赔偿费用。

7.自行携带设施设备的，需另行申报用电功率并缴纳电费、并自备电箱和插座等一切接电设

施。

8.自行携带设施设备的，我方除负责供电安全外，不负责设备的调试和使用监管工作。

9.如欲租用表格内未列出之项目，请与展会主场承建商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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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展览会运输代理

广州泓升装卸搬运有限公司已被主办单位委派为此次展览会的运输代理，负责

处理该展会所有展品运输事宜。

敬请各参展商仔细阅读并按照指南中各项细节安排展品发运并填妥国内展品委

托书，加盖公章发送至广州泓升装卸搬运有限公司。电话号码：020-81557924、

13422281787 或电邮到 894717548@qq.com

请注意：只有被主办单位委任的指定货运代理才被有关部门或单位认可及接

受处理展品提运至展台。请各参展单位留意行车进出馆路线及展馆所在地段的交

通管制规定。除大会指定之运输总代理外，一切外来铲车、吊机等设备不得在现

场操作及进入展馆内，否则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和后果由展商自行承担。

各展商若需要更多的展品运输方面的资讯，请与该公司联络：

广州泓升装卸搬运有限公司

中国广州市荔湾区东风西路源溪石路边南街 25 号 402 房

电话: (86) 20 81557924 13422281787

传真：(86) 20 81557924 邮箱：510305

电子邮件: 894717548@qq.com

联系人: 陈记林 先生

* 所有条款以该公司标准条款为准。

* 所有运输服务将自动适用于该公司的标准条款。

mailto:894717548@qq.com
mailto:894717548@qq.com
mailto:89471754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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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馆时间安排(按主办单位最后通知为准)

展品进馆时间：2021 年 12月7–9日

展品出馆时间：2021 年 12月12日

一、 展品运输方式

A. 参展商可将展品通过汽运在展览进馆期间直接送到广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

B. 本司有仓库也可以提前代展商收展品，展商须在 2021 年 11 月7日前将展品

运抵（广州泓升装卸搬运有限公司）仓库。

C. 所有需要展馆代收的展品须在 2021 年 11 月 5-7日期间运抵佛山，运费必须

安排预付，本司将不会垫付任何运费及提货所产生的额外费用。

D. 展商如有展出超重或超大件展品须尽早到达展场，指示我司现场操作。如需单

独租用吊机或铲车，包括拆卸机器之底座等，请提前将详细计划提交我司，我

们将根据具体要求提供相应之报价。展商亦请提供机器布置图以协助我们现场

运作。

参展商名称

展览名称

馆号/展位号 件数

送至仓库名称 广州泓升装卸搬运有限公司

仓库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黄埔村阳谷九巷 13 号大院 D 栋 203 仓库

联系人 叶子秋
联系电话 13556190883

联系电话 18011869069 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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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展品包装要求

A. 展商请注意展品包装的牢固及防水性能，不可倒置的物品有明显的向上箭头，

不同类别的展览品尽可能分类包装。大件物品须使用机械设备起落的，请在包

装箱上要标明起吊点重心，易碎，防潮等标志。尽量使用便于拆箱的螺栓、螺

母来固定箱子，而不要用钉子钉箱，以免造成拆箱和再装箱的困难。

B. 包装标记

每个包装外表需贴有清晰牢固的标记，内容按下列格式：

*展品外包装没有标记亦将导致提、送货、搬运操作延误，请参展商务必注意及遵守

X （单位：公斤）重量：

X 件）

X 长 X 宽 X 高 （单位：厘米）体积：

展商名称： XXXXX

展位号：XX

展位号：XX

总件数：第 X 件（共

展览会名称: 第二十五届全国发明展览会

委托公司名称：广州泓升装卸搬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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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购买展品保险

A. 我司所收的服务费用中不包含保险费。展商如需我司代购保险，请提供装箱单

及发票，我司将提供保险费率予展商参考。

B. 参展商应自行投保展览品的现场装卸、往返运输及在展览会仓储及展出期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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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进馆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A. 展商持国内展品委托书到泓升服务台办理现场核查箱数、大小、尺寸及支付费

用。

B. 进馆现场服务。（指从展厅门口送货至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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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展品进出馆的基本收费标准

项 目 单价（人民币） 备注

从机场至展台 150 元/立方米 最低收费 2 立方米/每票/每参展

商

从各提货处至展台 140 元/立方米 最低收费 2 立方米/每票/每参展

商

从展馆门口至展台 75 元/立方米
最低收费 1 立方米/每票/每参展

商

展品拆箱 30 元/立方米 最低收费 1 立方米

从展台至机场 150 元/立方米 最低收费 2 立方米/每票/每参展

商

从展台至各提货处 140 元/立方米 最低收费 2 立方米/每票/每参展

商

从展台至展馆门口 75 元/立方米 最低收费 1 立方米/每票/每参展

商

展品封箱 30 元/立方米 最低收费 1 立方米

仓库代收货（装卸费） 40 元/立方米 最低收费 1 立方米/每票

仓库代收货（仓储费） 6 元/立方米/每天 最低收费 1 立方米/每票

仓库代收货（送货费）到展馆门口 150 元/立方米 最低收费 1 立方米/每票

代垫手续费（参展商未能及时支付运

费的）
收取代垫运费的 10% 最低收 RMB100.00/运次

超重件额外附加费（5 吨-10 吨） 100 元/吨（限叉车操作） 由首吨起计

超重件额外附加费（10 吨以上） 另议

空箱堆放费 15 元/立方米/天 空箱搬运费 40 元/立方米

机力设备使用费

铲车-展品组装/拆卸及二次移位（含机力工人

费用）
吨/小时

1.5-3 吨 5-7 吨 10-12 吨

200.00 元/小时（最低 4 小时算）
300.00 元/小时（最低 4 小

时计算）
另议

吊机-展品组装/拆卸及二次移位（含机力工人

费用）
吨/小时

25 吨 50 吨 70 吨

2500.00 元/小时（最低 4 小时算） 另议 另议



48

附注：

1. 请展商事先与我司联系有关展品运输搬运事宜，如实申报展品的单件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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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2. 我司所提供服务以我司收到贵司的展品进出馆付运委托书为准。请展商

正确填写并及时传到我司。

3. 请展商自行携带含有公章的展品进出馆付运委托书和已付款证明到现场。

4. 我公司所提供的一切服务皆遵照本公司之营业条款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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