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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参展商：

欢迎您参加 2021 年 7 月 7-9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的国际电子电路（上海）

展览会。

《参展商手册》包括了参展所涉及的重要信息，主办单位为展商提供的所有服务、会议
及活动的申请，请您仔细阅读。所有的申请及需要回复的表格，请务必在申请截止日前
按要求填妥递交，以便我们为您提供更好的服务。

更多展会详情，请访问展会官网 www.cpcashow.com

如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E-mail: cpcashow@ying-zhan.com
Tel: 021 5490 0077
QQ: 800 055 702
Fax: 021 5490 4537
WeChat: e-dynasty

衷心预祝您出展成功！

上海颖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Shanghai Ying Zhan Exhibition Service Co., Ltd.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前 言
P r e f a c e

http://www.cpcashow.com
mailto:cpcashow@ying-zh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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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时间安排

展会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7.1H馆，8.1H馆

展会地址：上海市崧泽大道 333号

*自驾车辆由涞港路 111号 18号东门进入

布展期间

展商指定搭建商
进馆布展

2021年 7月 5日
(周一) 09:00-21:00

如需在布展时间之外超
时工作，须提前向主办
单位提出书面申请，并
按展馆规定支付超时加
班费用。

2021年 7月 6日
(周二) 09:00-21:00

展品进馆

2021年 7月 5日
(周一) 10:00-21:00

2021年 7月 6日
(周二) 09:00-21:00

供电、供气源 2021年 7月 6日
(周二)

10:00以后
最终时间以展馆审核同
意为准

场馆清洁、安全检查 2021年 7月 6日
(周二) 21:00以后

开展期间

展会开放时间

2021年 7月 7日
(周三) 09:00-16:30

2021年 7月 8日
(周四) 09:00-16:30

2021年 7月 9日
(周五) 09:00-15:30 15:30观众停止入场

16:00闭馆

展后撤馆

切断动力电源、气源、水源 2021年 7月 9日
(周五) 16:00

如在撤展时间之外超时
工作，须向主办单位提
出书面申请，并按展馆
规定支付超时加班费
用。

空箱进馆 2021年 7月 9日
(周五) 16:30以后

展台拆除 2021年 7月 9日
(周五) 17:00-22:00

前 言
P r e f a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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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展览会名称、时间、地点（附时间表）

展会名称：国际电子电路（上海）展览会
同期展会：上海国际水处理和洁净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举办时间：2021年 7月 7日（周三）至 7月 9日（周五）
举办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举办地址：上海市崧泽大道 333号

*自驾车辆由涞港路 111号国家会展中心东侧 18号门进入

2. 展览会管理

■ 主办单位

中国电子电路行业协会 CPCA
香港线路板协会 HKPCA

■ 承办单位

上海颖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Shanghai Yingzhan Exhibition Service Co., Ltd.

颖展专注于行业会议、展览服务和商务咨询。公司客户主要来自于电子制造、水处理、污染控制、
表面处理等产业。公司每年承办在全球电子电路产业中极具影响力的国际电子电路（上海）展览会
及相关的研讨会、上海国际水处理技术及设备展览会、上海国际洁净技术及设备展览会、上海国际
表面工程展览会等，并为中国厂商参加境外相关展览会提供服务、为行业客户提供相关市场及贸易、
技术信息服务。

电话：+86 21 5490 0077
邮箱：cpcashow@ying-zhan.com
QQ： 800055702
传真：+86 21 5490 4537
官网：www.cpcashow.com
官方微信号: e-dynasty

■支持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 协办单位
世界电子电路理事会 (WECC)
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中国表面工程协会
中国电子学会洁净技术分会
上海市净水技术学会
上海市环境保护工业行业协会

总体信息
Gene ra l In fo rma t i on

mailto:cpcashow@ying-zh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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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服务提供商
主场运输商

罗杰斯环球（香港）有限公司 上海罗杰斯国际展览报关服务有限公司

香港九龙弥敦道 430-436号
弥敦商务中心 16楼 A & D室
联系人：袁淑仪 小姐
电 话：+852 2111 1151
传 真：+852 2111 1150
电 邮：info@rogershk.com

上海市兴义路 48号新世纪广场 A座 1803室
邮 编：200336
联系人：任永刚 先生 / 梁兴旺 先生
电 话：+86 21 6270 0003
传 真：+86 21 6270 0005
电 邮：info@rogerssha.com

主场搭建商

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龚寅伟 先生 / 王伟斌 先生
地 址：上海普陀区真北路 1263号新长征商务大厦三楼
邮 编：200333
电 话：+86 21 6238 8811*151， 6238 8811*120
传 真：+86 21 6209 5166
电 邮：tim.gong@syma.com.cn / lion.wang@syma.com.cn
网 址：www.symaasia.com www.syma.com.cn

申请搭建双层展台审图（展商需在展位申请表内勾选“双层展台”，并经主办核准）

上海汉海展览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盈港东路 168号国家会展中心 B座写字楼 726室
电话：+86 21 3988 3620
传真：+86 21 3988 3623
电子邮件：necc@hahchina.com

重要提醒
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是本展会的主场搭建商，负责所有特装展台的管理。
1、所有展台单层高度限高为 4.4米，双层展台限高为 6米；
2、4.4米以下特装展台由主场搭建商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审核;
3、所有双层展台，必须在申请展位时向主办单位书面申请，经主办核准后将展位搭建设计图交国家

会展中心（上海）指定的上海汉海展览咨询有限公司申报并审核。审核通过后需报主场搭建商上
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后，方可进馆搭建。

4、如未事先向主办提交书面申请或未获得核准，展位将不被允许搭建双层展位。

展馆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地 址：上海市崧泽大道 333号
邮 编：201702
电 话：+86 21 6700 8635
传 真：+86 21 6700 8642
网 址：www. cecsh.com

总体信息
Gene ra l In fo rma t i on

mailto:info@rogers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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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地图、地铁示意图

总体信息
Gene ra l In fo rma t i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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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通攻略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位于上海市虹桥商务区核心区西部，与虹桥交通枢纽的直线距离仅 1.5 公里，
通过地铁与虹桥高铁站、虹桥机场紧密相连。周边高速公路网络四通八达，2小时内可到达长三角各
重要城市，交通十分便利。

以下是我们建议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的路线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距离虹桥机场航站楼仅 1.5公里，距浦东机场约 60公里，均可乘坐地铁 2号
线直达国家会展中心。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距离上海虹桥火车站仅 1.5公里，可由地铁 2号线直达国家会展中心；距上海
火车站 25公里，距上海南站 23公里，均可乘 1号线到人民广场站，换乘地铁 2号线直达国家会展
中心。
周边拥有轨道线路：2号线直达展馆内部，贯穿了整个上海，由东到西链接两个机场和一个火车站。

1、高架道路
延安高架、南部外环高速方向，嘉闵高架-建虹高架-盈港东路-国家会展中心指定区域；北翟高架、北
部外环高速方向，嘉闵高架-崧泽高架-蟠龙路下匝道-龙联路-诸光路-国家会展中心指定区域。

2、地面道路
北翟路/天山西路/仙霞西路方向，申长路或华翔路-崧泽大道-诸光路-国家会展中心指定区域；
延安西路方向，延安西路-沪青平公路-诸光路-国家会展中心指定区域。

公交线路
1、865路 可驳接地铁上海动物园、漕河泾开发区、锦江乐园站；
2、706路 可驳接地铁九亭站；
3、776路 可驳接地铁紫藤路、中山公园站。

停车位：国家会展中心内配置 5050个小客车泊车位（其中北广场临时停车场可提供约 2200个小客
车泊车位，南区地面有 50个大客车泊车位与 300个小客车泊车位,南区地下有 2500个小客车泊车位。

停车费：每小时 6元，单日 48元封顶，此费率适用于小轿车或其它轻型车辆。

总体信息
Gene ra l In fo rma t i on



11

6. 展厅位置示意图

7. 活动与会议

■ 参展商登记注册

类别 标准展位-展商 室内空地-展商

时间
2021年 7月 5日 周一 12:00 - 17:00
2021年 7月 6日 周二 09:00 - 17:00

2021年 7月 5日 周一 10:00 - 17:00
2021年 7月 6日 周二 09:00 - 17:00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南入口大厅（请由南广场进入）

欢迎各位参展商的到来，请留意参展商登记注册时间和地点，及时办理登记注册手续。
请准备以下资料，届时向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出示：

展位确认书 参展公司办理登记注册人的名片  身份证

注：参展厂商如需委托其他公司或人员代为办理登记注册手续，请提供经参展厂商签名盖章后有效的
委托书。谢谢合作。

总体信息
Gene ra l In fo rma t i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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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登记
展览会开放时间
2021年 7月 7日 周三 09:00 - 16:30
2021年 7月 8日 周四 09:00 - 16:30
2021年 7月 9日 周五 09:00 - 15:30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观众登记处：南入口大厅（自驾车辆）

西入口大厅进入（乘坐地铁）

专业观众注册

所有专业观众必须在开展前通过展会公众微信号、展会官网办理实名预登记手续。请提醒您邀请的
观众提前做好展会预登记，我们希望您邀请的观众都能获得更好的体验。

1、展会微信预登记

如果您邀请的观众使用微信功能，
可提前在手机上直接扫描二维码
进行预登记注册，更加快捷方便。

2、展会官网预登记
提前在展会官网 www.cpcashow.com进行预登记。

特别提醒： 请勿将您邀请的客户填写在参展商代表名单中。

■ 开幕式
时间：2021年 7月 7日 （周三） 09:30 - 10:00

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来自电子电路行业的重要嘉宾及团体将为展览会开幕剪彩，并参观展览会。

■ 技术交流会、新产品技术发布会
时间：2021年 7月 7日 周三 13:00 - 17:00

2021年 7月 8日 周四 10:00 - 17:00
2021年 7月 9日 周五 10:00 - 12:00

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702会议室

本次技术交流会及新产品技术发布会将与展览会同期举行，欢迎各位参展商参与。
详细安排请见 P15，第 11小节。或与主办单位上海颖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联系。
您也可登陆展会官网 www.cpcashow.com 或官方微信号 e-dynasty查询。

总体信息
Gene ra l In fo rma t i on

http://www.cpcasho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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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活动与会议时间表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7月 5日

周一

10:00-17:00 室内空地 参展商注册登记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南入口大厅

12:00-17:00 标准展位 参展商注册登记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南入口大厅

10:00-21:00 展品运入、展位搭建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7.1H，8.1H馆

7月 6日

周二

09:00-17:00 参展商注册登记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南入口大厅

09:00-21:00 展品运入、展位搭建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7.1H，8.1H馆

21:00以后 场馆清洁及安全检查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7.1H，8.1H馆

7月 7日

周三

09:30-10:00 展览会开幕式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09:00-16:30 展览会开放时间及观众登记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南、西入口大厅

13:00-17:00 技术交流会 、新产品技术发布会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702会议室

13:00-17:30 2020春季国际 PCB技术信息论坛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703、M704、
M804会议室

7月 8日

周四

09:00-16:30 展览会开放时间及观众登记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南、西入口大厅

10:00-17:00 技术交流会、 新产品技术发布会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702会议室

7月 9日

周五

09:00-16:00 展览会开放时间及观众登记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南、西入口大厅

10:00-12:00 技术交流会、新产品技术发布会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702会议室

16:00-22:00 撤展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7.1H，8.1H馆

*以上展会日程如有变化，以现场官方公布为准。

9. 展品范围

印制电路板 电子组装 特别展示区 其它

● 印制电路板制造
● 印制电路板设备
● 印制电路板原物料
及化学品

● 电子组装设备
● 电子组装原物料
● 电子制造服务
合约制造

● 智能制造技术及设备
● 环保技术及设备
● 水处理技术及设备
● 洁净室技术及设备

● 各类电子元器件及应用
● 仪器仪表、光学仪器及工具
● 学术研究机构
● 协会、媒体及咨询顾问

总体信息
Gene ra l In fo rma t i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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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展位类型

■ 标准展位

标准展位 3m×3m 2.5m（ H ）; 3m×4m 2.5m（ H ）

标准展位包括以下设施：

★ 展墙（两侧面及背面） ★ 咨询桌 1个

★ 座椅 2把 ★ 废纸篓 1个

★ 220V电源插座 1个 ★ 射灯 2个

★ 厂商名称门楣 ★ 地毯

（注：以上家具和电气设备不可置换）

* 标准展位由主办单位指定主场搭建商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搭建，展品由参展商自行运送至展
馆，或委托本次展览会的指定运输商罗杰斯环球（香港）有限公司/上海罗杰斯国际展览报关服务有
限公司运送；

* 标准展位内由参展商自行布置；

* 如需租用其它物品,请参看主场搭建商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指南中的家具、水、电、气租赁
单，有关费用请直接与主场搭建商结算。

■ 室内空地

室内空地（最少 36m2 起租）

★ 仅指展览场地，不包含任何电力设施、服务、展
位外墙和家具、地毯，由展商自行负责搭建完成；

★ 展位价格不包括展馆收取的展位搭建管理费；

★ 建造双层展台，需在展位申请表注明提出申请并
支付展位费总价 30%的使用费, 第二层面积不得
超过底层面积的 50%；

★ 单层展位限高 4.4米，双层展位限高 6米。

■ 说明
展厅技术参数：

1. 混凝土地板，馆内地面承重为 3,500公斤/平方米
2. 货运门宽 8米，高 6.5米
3. 全馆货车限高 4.5米,限长 17.5米(含车头)

注：请参展商务必注意以上规定的重量和长度限制，并以此为依据安排展品运输。

总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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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是本届展会的主场搭建商，负责所有特装展台的管理

单层特装展台（限高：4.4米以下）
由主场搭建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进行审核。

双层特装展台（限高：6米以下）
必须将展位搭建的设计图纸交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指定的上海汉海展览咨询有限公司进行申报并审
核后交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双层特装展台的审图费为人民币 50元/平方（复核费为 25元/
平方），此费用由审图单位上海汉海展览咨询有限公司收取。

如另外申请动力用电、水、压缩空气或其他特殊要求，请参考《参展商手册》中的租赁申请表及费用。

11. 技术交流会、新产品技术发布会
时间：2021年 7月 7日 周三 13:00 - 17:00

2021年 7月 8日 周四 10:00 - 17:00
2021年 7月 9日 周五 10:00 - 12:00

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702会议室

■ 其它详情

会议时间 45分钟 / 场

会场最多容纳人数 100人

费用 6600元 / 场

会场费包含设施物品 白板 话筒 签到册 会议指示牌 纸和笔 饮用水

数码投影仪及投影幕 770元 / 场

* 技术交流会、新产品技术发布会申请表请见 P61（表格 10）

请填妥申请表，在 2021年 6月 10日之前发送邮件至：

上海颖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SHANGHAI YINGZHAN EXHIBITION SERVICE CO., LTD.
电话：+86-21-54900077
邮箱：cpcashow@ying-zhan.com
QQ： 800055702
传真：+86-21-54904537
官网：www.cpcashow.com
官方微信号: e-dynasty

摘要如被接受，请于 2021年 6月 10日之前将论文提纲和全文保存为 word文档，以电子邮件
的附件方式递交至主办单位。

总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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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广告及赞助计划
感谢您参与 2021年国际电子电路（上海）展览会，所有的参展商都将直接面对全球最大的客户群
体。我们将协助您，使您的产品和服务更为出众，备受瞩目。

在所有的参观者中约有 70%将购买受到关注或推荐的产品或服务。问题是如何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您的挑战是如何使更多的专业观众来到您的展位？

以少量的费用，助你在竞争中胜出！

请选择 2021国际电子电路（上海）展览会广告赞助计划。

■ 展览会会刊《采购指南》

所有的参展商名录都包含在这本册子中，全部采用中英文两种语言，方便中外人士；
它将被分发给数万名到场的专业观众和买家；
它将被分发给各国相关的官方和非官方的贸易及服务机构；
它将被分发给韩国 KPCA展、日本 JPCA展、欧洲 EIPC展、台湾 TPCA展等展会现场

的专业观众；
广告刊登者将获赠《采购指南》3册

版 面 1页 (CNY) 2页 (CNY) 3页 (CNY) 4页以上 (CNY)

封底彩色 25000元 / 页

封二彩色 15000元 / 页 14700元 / 页

封二彩色（跨页） 29400元 / 2页

封三彩色 14500元 / 页 14000元 / 页

内页彩色 5500元 / 页 4500元 / 页 4000 元/ 页 3000元 / 页

公司标识 （位置：展商介绍页） 700 元/ 家

广告尺寸：全页 210mm×285mm

■ 展览会胸卡/网页/包袋/现场等广告

广告项目 位置及形式 尺寸（高×宽） 单价(CNY)

胸卡广告 单面 LOGO或图片 45mm×98mm 25000 元 / 3 万张 /
面胸卡广告 背面 LOGO或图片 92mm×98mm 20000 元/ 3万张

胸卡公司标识 正面 LOGO 20mm×15mm 10000元 / 3万张

胸卡绳带 正面 LOGO及网址 15mm×800mm 15000元 / 5千条

展会无纺布大包袋 单面 LOGO 450mm×550m
m

42000元 / 1万只

展会帆布袋 单面 LOGO 50mm×50mm 20000元 / 1千只

展会官网首页 网页标识及链接 www.cpcashow.com 27×111pixels 3000元 / 90天
展位平面图公司标识 展厅大牌、参观指南 1600元

参观指南插页广告 彩色插页 175mm×140m
m

9000元 / 5万张

注：以上项目所列价格仅适用于本届展会的参展商

总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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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会的宣传推广计划除以上项目外，还包括：技术论坛、相关会议、入场券、旗帜、观众指南、现
场地图、现场广告牌等，参展商如需特别的服务或了解更多的广告赞助信息，请直接联络主办单位:

上海颖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SHANGHAI YINGZHAN EXHIBITION SERVICE CO., LTD.
电话：+86-21-54900077
邮箱：cpcashow@ying-zhan.com
QQ： 800055702
传真：+86-21-54904537
官网：www.cpcashow.com
官方微信号 e-dynasty

13. 签证
■ 主办者商业签证邀请
通常我们以主办者的名义为参展商发出商业邀请函，以协助办理签证手续。这些服务将是免费的。
目前由于受疫情限制，具体以政府疫情防控政策为准。

14. 酒店预定
展览会期间，以下展览会指定的酒店将提供优惠的价格。请务必在 2021年 6月 10日截止期之前确
定你的预定。由于酒店房间紧张，你的预定是否被接受，将视酒店的用房情况而定。我们建议你尽早
预定酒店。详情请查阅 P63页指定的酒店名单。

你如果需要更多酒店的信息，请尽早联系我们。

■ 酒店预定程序：

1. 确定酒店 → 2.填妥该酒店的预定单 → 3.发电子邮件给主办单位 →

4. 书面确认 → 5. 预定完成

15. 展览会相关的网址

展览会官网 http://www.cpcashow.com

中国电子电路行业协会（CPCA） http://www.cpca.org.cn

中国上海 http://www.shanghai.gov.cn

上海地铁 http://www.shmetro.com

上海机场 http://www.shanghaiairport.com

上海交通网 www.jt.sh.cn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http://www.cecsh.com

上海旅游 http://lyw.sh.gov.cn

上海铁路局 http://www.shrail.com

上海博物馆 http://www.shanghaimuseum.net

总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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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服务电话

浦东机场：订票热线&航班查询 021-62688918

虹桥机场：订票热线&航班查询 021-38484500

上海火车站：服务热线 12306，订票热线 95105105

公交公司：查询热线 021-63848484

磁悬浮列车：查询热线 021-28907777

16. 其它

机 场：上海有两个国际机场：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距展馆 1.5

公里；浦东国际机场距展馆 60公里。

气 候：上海 7月份的平均温度为 28-35摄氏度。

汇 兑：宾馆和机场都可以兑换现金。2020年 11月官方的汇率约为 1美元兑 6.62人民币。

现 金：展览会现场只接受现金付款，请最好带足现金或旅行支票。

保 险：建议参展商及代表自行做好个人的事故、财产和展品保险。

电功率：中国的功率为 220 / 380V·50Hz。

17. 参展商备忘录

 您是否已拥有有效的护照？
 您申请了签证了吗？
 您已向主办单位申请了展览会现场工作人员的胸卡吗？
 您是否已印妥名片？
 您已印刷制作好宣传品吗（如产品介绍、公司介绍）？
 您是否已将观众请柬寄给了您的客户？
 您复查过所有申请及相关规定吗？
 您已为展品办理好货运安排吗？
 您已复查过展位的设备吗？
 您有否安排翻译员或展位临时工作人员？
 您已将展览会会刊资料刊登表格填妥并发回主办单位吗？
 您有否考虑过在展览会会刊内、观众门票、胸卡挂绳以及观众胸卡上刊登广告？
 您是否考虑过在展馆内外发布宣传广告？
 您是否考虑过在展会期间举办技术交流会或新产品技术发布会？
 您是否考虑过在中国寻找产品代理商？

总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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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21年世界电子电路理事会(WECC)成员国展会日程

日期 展会名称 举办地点

2021年 3月 8 - 12日 IPC APEX Expo 线上展会

2021年 7月 7 - 9日 CPCA SHOW 中国 上海

2021年 9月 1-3日 KPCA SHOW 韩国 仁川

2021年 5月 4 - 6日 SMT hybrid packaging 德国 纽伦堡

2021年 5月 26 - 28日 JPCA SHOW 日本 东京

2021年 9月 25 - 27日 IPCA Expo 印度 诺伊达

2021年 10月 20-22日 TPCA SHOW 中国 台湾

2021年 12月 8-10日 HKPCA SHOW 中国 深圳
*以上展会日程如有变化，以各展会官方公布为准。

更多展会详情请联系：

上海颖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SHANGHAI YINGZHAN EXHIBITION SERVICE CO., LTD.
电话：+86-21-54900077
邮箱：cpcashow@ying-zhan.com
QQ： 800055702
传真：+86-21-54904537
官网：www.cpcashow.com
官方微信号 e-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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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展位分区及分配原则
■ 展位分区
为使观众能够有效地参观展览会，展览会将分成以下展区：

印制电路板 电子组装 特别展示区 其它

● 印制电路板制造
● 印制电路板设备
● 印制电路板原物料
及化学品

● 电子组装设备
● 电子组装原物料
● 电子制造服务 /

合约制造

● 智能制造技术及设备
● 环保技术及设备
● 水处理技术及设备
● 洁净室技术及设备

● 各类电子元器件及应用
● 仪器仪表、光学仪器及工具
● 学术研究机构
● 协会、媒体及咨询顾问

＊ 说明：少部分在截止期之后预定展位的展商，将不能保证安排在所划分的区域内。

■ 展位分配原则

* 展品分区由承办者规划，承办者保留参展商所展出区域及展位数之最后分配权。

* 选位规则：在限定的时间内，以大面积展位优先选位；相同面积者，按递交的预定展位申请表先后
顺序选位；以上条件相同者，按缴纳的展位定金到款时间顺序选位；若展位数相同，以报名时间先
后决定选位顺序。

* 同一报名参展的厂商所选展位均应相邻，不得跨越过道选位。

2、参展规则
* 参展商不得转租或展出与本展览会内容不符之产品；如发生此类行为，为保障全体展商利益，组织
者有权当场将销售人员请出场馆，并罚没所有相关物品，展位费不予退还。

* 参展商不得借用、买卖，自制参展证件。

* 参展商在展位内展示和宣传产品所发出的音量、使用的音响设备不得影响邻近展位参展商的活动，
扬声器和其他音响设备的声音须朝向展位内传播，而不是朝向走道传播。一般规定，声音不得超
过 75分贝。

* 参展公司不得占用非租用展位及公共区域，包括在上述区域散发资料；违者，组织者有权将这些物
品资料移放至相关地点，并于展览会结束后返还。

* 参展商因自身原因不能参展，则该展位不得私下转售。展位由主办单位处置。

* 参展商陈列的展品严禁产地与标示不符，及仿冒商标和侵犯他人专利。如有违反，主办者将立即停
止其出展，所付费用不予退还。并将由有关部门按相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罚。

3、安全及保险事项规定
* 展览会期间（包括布展及撤展），主办者负责管理展馆的出入口，维护人员及展品进出馆的公共秩
序。参展商对其展品、装潢物料及工程设施均应自行派员照料，贵重物品请自行投保，并聘雇保安
人员，如有遗失或损失，主办单位不负赔偿责任。

* 参展商应负责对展品运输过程的一切险种及参展期间的损害、被窃等投保。参展商的展品及装潢用
品迁至展馆起至展览结束离开展馆止，必须自行投保火险、盗窃险、水渍险或其它相关的保险及公

规定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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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意外责任险（包括天然灾害附加险），任何展品及装潢用品由进馆开始至离馆结束期间发生遗失
或毁损，主办单位不负赔偿责任。投保方式请参阅（P41-保险）

注意：根据国家会展中心规定，展会期间每家参展商须指定一位现场安全负责人，该负责人须携带
本人身份照片并附于所佩戴的展商胸卡上。

* 参展商展位之设施、物品及展品在展览期间（包括展前布置及展后拆除期间），因设置、操作、
保养或管理不当或疏忽致其工作人员或第三人遭受伤亡或财产损失，应由引起伤害损失事故之参
展商自负一切赔偿及法律责任。

注：本参展办法及规定如有未尽事宜，以主办者之认定及解释为准。

4、展厅规章制度
■ 展台的搭建和场地规划
搭建展位或其它建筑所使用的材料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和上海市地方消防安全法规所定的非易
燃物且燃烧扩散率不低于 2级，并且 UL指标在 0和 25之间，不得在公共区域堆放可燃材料。

严禁任何妨碍火警警铃触点、消防栓、灭火器、安全门等消防安全以及监控设施正常运行的行为。保
证消防通道、通向紧急疏散门之通道、以及出入口的畅通无阻。任何临时搭建物与通向消防栓、机房
门及警铃接触点之间须至少保持 1.2米（4英尺）宽的通道。

主要通道至少宽 3米，并必须严格按照国家会展中心标准布展图布展。所有单层展位最大搭建高度不
能超过 4.4米，两层展位最大搭建高度不得超过 6米。所有展台面向通道的一面必须至少开放一半（岛
型展台除外）。禁止搭建三层及以上展台。

所有双层展台必须经过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通过后方可进馆搭建。经主办单位批准，允许在
展厅搭建双层展台。双层展台的批准取决于展台在展厅内的位置，以及所占用的面积。在规划中必须
考虑到展厅的整体外观，标志的可见性，对相邻展台的视觉影响，双层展台在数量上会受到限制，甚
至被禁止搭建。

不允许在吊顶喷淋装置或照明装置上附着或悬挂任何物品。喷淋装置的最高设计承受温度为 68摄氏
度（154.4华氏度），因此必须保证不将聚光灯和其它发热装置对准或靠近消防喷淋装置。

各施工单位负责人，在展会布展前，至少提前 15个工作日，前至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的制证中心
办理实名认证手续。

所需认证流程及材料可登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官网：
http://www.neccsh.com/cecsh/watchexhi/applicationflow.jspx

搭建商办理实名认证所需资料：

 施工负责人二代身份证原件（不接受一代身份证）
 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两份）
 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需加盖公章，两份）
 实名认证表格
 搭建商安全承诺书

规定与原则
Ru les & Regu la t i ons

http://www.neccsh.com/cecsh/watchexhi/applicationflow.jspx
http://www.sniec.net/uploadfiles/down/1319097380_sBIEmx3Yfg.pdf
http://www.sniec.net/uploadfiles/down/1319097451_Ceca3Lihso.pdf


22

所有运输、施工单位在进馆前一周将人员名单、身份证复印件交展馆，由展馆统一制作展览会非展览
活动的施工人员证，无证人员不得进行任何与活动有关的现场施工。特装摊位必须取得展馆的施工许
可证并将许可证张贴在摊位中方可施工。

各搭建施工单位、展商、运输单位必须配备各自的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应佩带标有
名字、照片的证件上岗，否则不得施工。

在搭建及撤馆期间，凡是进入展馆内的施工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帽。未佩戴安全帽的布展人员，展馆保
安人员有权拒绝其入场工作。

展览会、非展览活动施工单位必须依据消防部门批准的平面图施工，未经许可，不得任意修改。

展馆有权拆除和移开任何未经批准或违反上述规定的搭建物或结构物，风险和费用由参展方承担。

凡进入展馆开展特种作业，作业人员必须持有《上海市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如电工、焊割工、铲车
驾驶员操作证等，特殊工种无证人员一律不得作业。操作必须严格按各规程执行，杜绝一切违章操作
和指挥。

■ 展台搭建设计图纸审查的规定
为了加强展馆现场展位搭建管理，保证施工安全，参展商及相关单位必须详细熟读《安全施工指南》，
并遵守以下规定：

所有特装展台的管理由主场搭建商-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负责。展会所有展台单层高度限高为
4.4米（标准展位区域改特装限高 4米），双层展台限高为 6米；

所有双层展台，必须将展位搭建设计图交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指定的上海汉海展览咨询有限公司进
行申报并审核，审核通过后报主场搭建商-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方可进馆搭建；

4.4米以下特装展台由主场搭建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进行审核。

关于特殊展位搭建具体规则，请参阅 P39特殊展位搭建一节。

■ 展馆顶部吊点
本展厅吊点事宜请联系主场搭建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

■ 高空作业
凡登高作业（2米以上作业）人员须系戴好安全帽或安全带，以及其它必要安全措施以防高空物品坠
落伤人。

必须采用符合安全要求的合格登高工具, 严禁使用不合格的登高工具。传递工具或物件时严禁用抛掷
的方式传递，应采用传递方式或装袋或绳子吊等方式。

凡不符合高处作业人员，一律禁止高处作业。严禁酒后作业。

规定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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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链使用前（神仙葫芦、手拉葫芦）应进行认真的前期作业检查和试验准备,合格后方可继续工作。
倒链使用中不得超过倒链的额定的起重量，严禁在起吊物品情况不详时进行起吊以确保安全。

■ 消防套装
特装展位必须按消防要求配置“消防灭火套装”，具体配置要求以展前收到消防要求为准；开幕期间
每天安排值班人员签到。

■ 电气安装
展馆对所有标准摊位的照明及电源安装提供服务。需 24小时供电的电器, 以及需要延时断电、断水、
断压缩气、断电话必须事先向展馆方申请。

在通电或通气前必须做好安全检查工作。展馆在接到参展商的通电或送气通知后，将会同参展商进行
安全检查。检查合格者,将在２小时内为参展商通电或送气。

申请用电量时必须考虑最大容量+宽裕量，保证电气线路、电气设备不过载、不发热，确保安全运行。

电气线路、电气设备的安装人员应持有效电工操作证。

电气作业时所用的电气材料必须经有关部门检验合格。材料使用双层护套铜芯线、电缆线，导线截面
必须≧1.5mm。电气材料必须配备充足的安全载流量。严禁使用无护套单线、双绞线、铝芯线。配
线应采用：线电压采用三相五线方式（Ｌ１、Ｌ２、Ｌ３、Ｎ、ＰＥ)；相电压采用单相三线方式（Ｌ、
Ｎ、ＰＥ）。

所有的金属构架、金属外壳必须可靠接地；导线敷设必须固定，不得随意敷设在道路、地坪及通道上，
应穿管或采用其它方式敷设固定，电气线路穿越走道时必须有过桥板进行保护；导线支路连接时不得
采用绝缘胶布直接包扎，必须采用绝缘瓷、塑接头连接再做好绝缘保护措施。

凡使用的移动电动工具, 必须检验合格，必须符合“低规”要求；施工用临时电源线必须采用带护套
铜芯软线，中间不得有接头；严禁将导线直接接入插座内，必须采用插头连接。

标准展位使用的配电箱必须放入展厅电缆沟内；特装展台使用的配电箱应放入展厅电缆沟内或展台
内；配电箱严禁放在过道、消防通道和展台的明显部位。

碘钨灯等高温灯具及霓虹灯不得擅自安装，必须经有关部门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霓虹灯的安装高
度应不低于 2.5米。

室外的电器照明设备都应采用防潮型，须落实防潮、防雨、防风等安全措施。

■ 危险物
除非另经展馆和有关政府部门的书面允许：
(a) 不得在展馆内使用明火和易燃气体。
(b) 爆炸物、石油和易燃、有毒、腐蚀性物质不允许在展馆内使用。放射性物质不允许带入国家会展

规定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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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上海）。在设备展示过程中，禁止产生辐射危害。若启动设备有部分装置会产生辐射，则
该设备必须处于停机状态或在装机前使该设备处于无法运行状态。

(c) 在任何时间，放于租用区域或摊位内的固体或液体的库存不得超过 1天的使用量。剩余物应置
于适当容器内且封存于政府部门、展馆和展商同意的地点。

(d) 有毒废物必须密封装入适当容器，相应标明记号，并根据政府相关的废弃物处理方法进行管理。
(e) 展馆、会议室和大厅内全面禁烟。

未经展馆书面批准，下述物品禁止展示或进入展馆：武器、枪支、刀剑、弹药、炸药、易燃物、放射
性物质和其他危险物品以及禁止进口的物品，侵犯专利权的物品，可能有碍甲方顺利经营的物品和任
何被政府有关部门禁止的物品。

■ 压力容器
参展商应负责对存放氦、压缩气、氩、二氧化碳等任何其它压力容器的合理运输储存。

一旦收到展馆通知，展商应立即将非妥善安置受压容器移至展馆指定位置。

所有带入展馆的压力容器和设备应遵守有关安全标准和规章。使用压缩空气设备的器材、管子的安全
耐压必须≧15Kg／cm2, 管口连接应采用喉箍紧固, 不得用铁丝或其它物品绑扎。

■ 演示、操作展品
所有做运行演示的机器均应安装安全装置及运行标志，只有当机器被切断动力源, 并确保无安全隐患
时, 这些安全装置才能拆除。

运行的机器必须与参观者保持相对安全的距离，并建议使用安全防护装置。

仅能在所租用区域的展位上演示机器、设备，并由合格的人员操作，运作时必须由上述人员监管。若
展商没有采取充分的防火措施，不得使用发动机、引擎或动力驱动机器。

■ 展品和私人物品的保管
未委托展馆保管的物品被盗，展馆不承担任何责任。

■ 油漆
在展馆内不允许进行大面积的油漆作业；在布展期间可以对展品或搭建进行小面积“修补”性的油漆作
业，且必须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油漆工作于通风处进行、使用无毒油漆、水泥
地面覆盖衬以干纸或塑料膜、油漆工作不在展馆垂直结构处（即墙）进行、不在中心内或中心周围冲
洗油漆物。

■ 地面承重
展厅内地面承重能力为：3500公斤/平方米。展品操作时如有垂直振动部件，上述的地面承重至少应
减去 50%。展厅内两条主电缆沟上严禁搭建摊位或堆放重物。展品运输、安置、演示操作等应考虑
上述地面负重能力。如有疑问，请于搬入物品前向展馆方查询。

规定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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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展馆使用规定
电气
● 标准展位使用的配电箱必须放入展厅电缆管沟内（特装展位使用的配电箱必须放入展厅电缆管内
或者展位内）。配电箱严禁放在过道、通道和展位的明显部位。铺设在隐蔽场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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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0.5 米以上。
● 电气线路必须使用合格的电缆线、护套线，严禁使用双绞线、铝芯线。
● 电线连接应牢固可靠，电线对接必须使用瓷、塑接头并有合格的绝缘保护措施。
● 电气线路穿越走道必须有过桥板进行安全保护。
● 展厅内严禁使用明装式碘钨灯或卤钨灯，霓虹灯应安装在 2.5 米高以上。
● 用电器具或可能带电的物体金属外壳、展架必须有可靠接地。
● 配电箱周围严禁安放易燃物品。
● 所有电气操作人员必须持有有效的电工安全操作证。
● 电气安装必须严格按《低规》操作。

展位搭建

1. 展厅的地坪、墙面及其他部位严禁打洞、敲打、涂胶张贴。
2. 展厅内重量大的机械安放前必须使用地撑板。
3. 展位的结构必须牢固可靠。特装展位装修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局部使用的可燃材料应经防火处

理达到难燃性能等级之后方可使用。不得使用弹力布，展位不得封顶。
4. 展厅内严禁点焊作业。
5. 货物堆砌必须牢固可靠，严禁倾翻、倾倒。
6. 地毯的铺设必须使用布制双面胶，严禁使用海绵胶及其他不易清除的材料。
7. 展厅内的任何设施、设备不得挪动、改动。
8. 展厅内的任何设施、设备不得擅自倚靠、借力使用。
9. 消防设施、消防通道严禁被阻挡，消防栓、机房门、警铃前的通道必须大于 1.2米。
10. 消防管道、消防喷淋器上严禁悬挂任何物品。
11. 木质展位、展架的原木面必须经过防火材料的处理，如刷防火涂料。
12. 展厅内严禁电焊作业。
13. 展厅内严禁动用明火。
14. 展厅内不得喷漆、喷涂。
15. 展厅内不得擅自悬挂任何物品。
16. 悬挂点是否许可和使用数量由场馆方专职人员决定；悬挂工作必须由场馆方专职人员实施。
17. 严禁用水、用气设备直接接展厅管路，应在设备进水、进气口前加装阀门。
18. 展厅内严禁随意倾倒污水、油性物品。
19. 任何被认为是危险的电气、机械、化学物品都将被视作危险品予以取缔。
20. 场馆设施、设备若遭损坏，责任方必须赔偿并承担其后果责任。
21. 布展及展览期间，任何单位不得占用或将物品堆放在消防通道和公共区域内，违者罚款。
22. 所有涉及双层的展位，均需由上海汉海展览咨询有限公司进行展位图纸审批。未经审图的，场馆方

和审图方有权禁止参展商和其搭建单位在场馆范围内施工。

规定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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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进入场馆范围内的施工人员，必须佩戴由场馆发放的施工人员证件。施工单位负责人必须提前 15
个工作日到国家会展中心制证中心办理实名认证手续。实名认证和施工人员证件办理流程及相关表格
的下载见 http://www.neccsh.com/cecsh/watchexhi/applicationflow.jspx

车辆使用
●任何车辆未经许可，不得进入场馆内部。
●车辆进出卸货区必须持场馆发放的卸货车辆通行证。收费标准和卸货时间通常为每车 300 元押金、
50 元工本费。个别展会如有变化，以办证点实际通知为准。

●允许进入场馆内部的车辆高度不得超过 4.5 米,限长 17.5 米(含车头)，车速不得超过 5公里/小时。

车证办理流程
1、填写车证办理表格
2、出示必要的缴费凭据
3、缴纳 300元押金及 50元服务费
4、进出卸货区时刷卡计费
5、如无超时，凭卡退还押金
6、办证地点：展馆北广场-制证中心

其他
1、场馆内严禁吸烟
2、场馆内不得烹饪。
3、外来盒饭严禁带入场馆内。外来花草及家具如属展示用，需在主办方和场馆方同意后方可入场。
如有入场后用于销售现象，主办方和场馆方有权将其没收。
4、展览期间严禁携带溶剂、油漆、气瓶、气泵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场馆。
5、场馆可以提供的设施设备，参展商和搭建单位一律不得自带。

国家会展中心对《展厅使用手册》中所例的内容及以上规定有最终解释权。各参展商、搭建单位应遵守
所有规定。任何违规事件，场馆方都将予以必要的处理。

规定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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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货运车辆出入展馆路线图-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外省市车辆进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客车通行无限制，按上海市交通管制规则行驶。
请车辆避开交通高峰时间进馆。交通高峰为上午 7:30时至 9:30时，下午 16:30时至 18:30时。

 请及时关注展览会官网 www.cpcashow.com“下载中心”发布的“交通方案及路线图”。

货运与搬运
Sh ipmen t & Dray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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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运与搬运规定
■ 物品搬运
参展商的运货车辆到达展馆后，应按照主办方排定的进场顺序及指定的运输通道进入指定的卸货位置
卸载，并停放至指定专用停车位置。

在公共区域、观众通道、入口大厅和入口广场范围内禁止搬运物品。

■ 货物交递
在进馆期前，所有参展商提前运抵展馆的货物应由指定的主场运输商处理。展馆不接受任何提前运抵
的货物。

■ 货箱储存
由指定的现场搬运商在展馆指定的放置范围内处理所有的货箱储存事宜。

■ 运输车辆
A. 客车、运输车辆到达展馆后，须服从工作人员统一指挥，应按照指定的运输通道进入指定的停车区

域停放、轮候。筹撤展期间，展馆装卸区内车辆停满时，参展方的运输车辆应暂停在停车区等候，

听从相关人员指挥进入各相关展区装卸货。

B. 车辆如需进入装卸区请事先到展馆方制证中心处办理《装卸区车辆通行证》和《装卸区车辆引导证》，

凭证装卸货物。保安人员有权阻止未遵守现场管理的车辆进入装卸区。

C. 相关证件一经办理，工本费及管理费概不退回。按时装卸货完毕离开时，凭《装卸区通行证》和《装

卸区车辆引导证》及押金收据退押金。《装卸区车辆引导证》如有损坏或遗失需赔偿人民币 50元/
张。

D. 运输车辆进入展馆装卸货时间为 90分钟，90分钟内按时离场者，退还 300元押金。超时者，每辆

车每超时 30分钟将从押金中扣除 100元，依此类推。超时不足 30分钟的按 30分钟计算。一旦押

金扣除完毕，展馆方将有权采取强制措施要求相应单位、车辆及人员立即离开展馆。

E. 装卸期间司机须服从保安人员的指挥，不得离开驾驶室。装卸完毕应立即离开，不得滞留。导致交

通堵塞者，将给予扣除押金处理。

F. 车辆不得停放在公共通道以及堵塞消防出口门，违者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责任。违规停放车

辆或存放货物一律拖走或搬走，所需费用由运输者或货主承担。

G. 装卸货物时，应采取有效防护措施以免对展馆设施造成破坏，否则，运输者或货主将负责赔偿。

H. 展馆内车辆的操作应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作业，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车辆进入展馆红线

范围区域应按会展期间规定的路线行驶，行驶速度不得超过 15公里/小时，进入展厅的车速不得超

过 5公里/小时。

货运与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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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定货运代理商及联系方式

罗杰斯环球（香港）有限公司 上海罗杰斯国际展览报关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龙弥敦道 430-436号
弥敦商务中心 16楼 A&D室

联系人: 袁淑仪小姐
电话: +852-2111 1151
传真: +852-2111 1150
电邮: info@rogershk.com

地址：上海市兴义路 48号新世纪广场 A座 1803室
邮编：200336
联系人：任永刚先生，梁兴旺先生
电话：+86-21-6270 0003
传真：+86-21-6270 0005
电邮：info@rogerssha.com

4、展厅内搬运与拆装
展厅内货物搬运与拆装，可以由参展商的工作人员自行完成，或委托指定运输商：罗杰斯环球（香港）
有限公司/上海罗杰斯国际展览报关服务有限公司完成，其他的运输商将不被允许在展厅内进行搬运
工作。

5、货物和手提物品的进出展馆
请至指定运输商在展览会现场的服务台登记，所有物品，包括搭建的材料均需凭出门单才能给予放行。
因此，在货物包括任何材料出馆时，请至设在国家会展中心的运输商服务台办理货物登记手续，此项
工作由罗杰斯环球（香港）有限公司/上海罗杰斯国际展览报关服务有限公司负责。

6、空箱返还
展览会搭建结束时，所有空箱将由设在国家会展中心的指定运输商运送至指定地点，至展览会撤展时
间，全部空箱再返回展览现场。

货运与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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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国际电子电路（上海）展览会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7.1H & 8.1H

2021年 7月 7-9日

境内展品运输指南

Exhibition Logistics Management
上海罗杰斯国际展览报关服务有限公司
Shanghai Rogers Exhibition Services Ltd.
Room 1803, Block A, New Century Plaza,
No.48, Xing Yi Road, Shanghai , 200336, CHINA
Tel: +86-21 6270 0003
Fax: +86-21 6270 0005
E-mail: info@rogerssha.com
SHANGHAI P.R.CHINA

运输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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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国际电子电路（上海）展览会
2021年 7月 7-9日

上海罗杰斯国际展览报关服务有限公司是承办本届展览会海外及国内展品运输业务
的专业展品运输公司, 统一处理展品运输及有关文件，提供展览会的现场运输服务，为了
使您的运输方便, 正确发货，请认真阅读以下指南，如有不详之处，请来电联系。

举办地址 :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7.1H & 8.1H
上海市涞港路 111 号（东门）

举办时间 : 2021 年 7 月 7日至 7月 9日

一. 收货人：

上海罗杰斯国际展览报关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兴义路 48号
新世纪广场A座 1803 室
邮编: 200336
电话: 021 6270 0003
传真: 021 6270 0005
联系人: 任永刚 先生 / 梁兴旺 先生

二. 截止期

展品
1. 水运，铁路 布展日前五天
2. 空运 布展日前五天
3. 陆运 布展日第二天

三. 展品包装

包装箱必须是坚固完整，符合交通运输部门的规定. 展品包装箱是要经过多次的运输，
开箱和重新包装。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规定，凡超出以下范围尺码的箱子，即为超限展品：

长：4.00 米 宽：2.20 米 高：2.20 米

运输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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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展品的保险

我司的货运收费是以展品的体积或重量而不是按展品的价值来计算。因此，所收的费
用不可能包括保险费在内。我司为展商提供的一切服务，其过程中的风险是由货主自负。
为了参展单位的利益，我司建议展商安排必要的全程(包括展期内)保险。保险范围为全保
（其中需包括我司及其代理的责任事故的保险），因展品回运时是有可能采取任何一种途
径。

展商应备带保险合同或其副本，以备可能在展览现场发生短少，残损时申请保险检验
用。

五. 付款方式

请展商以现金或现金支票付款，进馆费必需在货物移交前一次付清，出馆费需在货物
出场回运前一次付清。

上海罗杰斯国际展览报关服务有限公司
国内展品运输费率

一. 码头、车站、机场至展馆运输服务

A 服务包括：
- 把展品从上海机场，码头，车站运至展馆现场存放地点；
- 提供进馆前展品存放服务

B 收费：

1. 水路、陆路
从上海码头、车站到展台 人民币 200 元每立方米或 1,000 公斤

(取较大值，最低人民币 400 元/运次)
2. 空运

从上海机场到展台 人民币 2.00 元每公斤
(最低人民币 400/运次)

运输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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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进馆现场服务及收费

A 服务包括：
- 卸车，将展品运至展台
- 协助展商开箱并安放重件(不含组装)
- 运送空箱和包装材料至现场存放处

B 收费： 人民币 120 元/每立方米
(最低人民币 120 元)

C 展馆管理费（代收代付）： 人民币 50 元/立方米

三. 出馆现场服务及收费

A 服务包括：
- 将空箱和包装材料从现场存放点回展台
- 按展商要求协助搬运和包装展品并把展品运送到现场存放处，装车。

B 收费： 人民币 120 元/每立方米
(最低人民币 120 元)

四. 从展馆运至码头，车站，机场

A 服务包括:
- 办理展品回运的必要手续和文件
- 从现场存放处运至上海车站、码头、机场

B. 收费： 人民币 200 元/每立方米或 1000 公斤
(取较大值，最低人民币 400 元/运次)

五. 超重展品箱附加费

单件毛重 进馆 出馆
--------------------- ------------------------------- ---------------------------------------
2000-5000 公斤 人民币 16 元每百公斤 人民币 16元每百公斤
5100-10,000 公斤 人民币 36元每百公斤 人民币 36元每百公斤
10,000 公斤以上 费率另议

运输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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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水运、铁路运输早到展品存放费 人民币 2.00 元/每立方米/天
(早于收货期前十天)

人民币 4.00 元/每立方米/天
(早于收货期前二十天)

空运早到展品存放费 人民币 0.50 元每公斤/天
(早于收货期前十天)

人民币 1.00 元每公斤/天
(早于收货期前二十天)

七. 如空运货物计费重量大于实际重量则按计费重量收费(六立方米折合1吨)。

八. 40’集装箱最低收费按46立方米计算，20’集装箱最低收费按23立方米计算。

九. 车站、码头、机场发生的费用，参展单位自行负责。

注: 1) 上述报价适用于境内展品。

2) 每件展品尺码不超过: 长=4.00 米、宽=2.20 米、高=2.20 米。超出以上任一尺码另
外加收 30%附加费。

3) 如有特殊要求包括动用吊机等，可向我司索取有关服务的报价。

4) 参展商如有危险品寄到上海则应提供危险品展品情况说明书，并在货物到达上海前
二星期寄到我公司，危险品处理附加费是普通展品的 100%。

5) 请展商在展品包装上写上本届展览会的名称及展台号。

6) 我司货运服务均按照标准营业条款规定：凡在我司照料，监管或提供服务期间，有
足以证明由于我司的过失而产生的展品灭失、短少、残损，我司承担赔偿责任，具
体的赔偿限额由参展商与本公司签订的协议中另行协商约定。

《境外展品运输指南》请登入展览会官网下载中心参阅

http://www.ying-zhan.com/Center.asp

运输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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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Logistics Management
上海罗杰斯国际展览报关服务有限公司
Shanghai Rogers Exhibition Services Limited.
Room 1803, Block A, New Century Plaza,
No.48, Xing Yi Road, Shanghai , 200336, CHINA
Tel: +86-21 6270 0003 Fax: +86-21 6270 0005
e-mail: info@rogerssha.com
SHANGHAI P.R.CHINA

上海罗杰斯国际展览报关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托方接受贵司的标准营业条款，以下是我司预备参加 国际电子电路（上海）展览会 的展品明细表。

展商名称: 展台号: 总件数:

箱号 包装式样 品名 长 宽 高 体积 重量 备注

总计: 立方米: 公斤:

请在以下服务事项中打勾:
一．我司将自行办理上述展品的进/出馆就位事宜。 ( )
二．我司将委托上海罗杰斯国际展览报关服务有限公司

A. 进馆 1.车站/码头/展商仓库提货到展台 ( )
2.展馆门口接货运至展台 ( )

B. 出馆 1.展台运至展馆门口装车 ( )
2.展品送货至车站/码头/展商仓库 ( )

填写注意事项:
1. 一切业务均按照我司标准营业条款办理。
2. 委托人应对本委托书所填写内容的正确性和真实性负责。展品包装必须规范符合运输的要求。
3. 罗杰斯公司员工在展品进馆前对展品的体积和重量进行核对，更正，并按展会认定的报价计算进出

馆费用，请展商确认。
4. 如展品卸车就位有特殊的诸如吊装的要求，必须至少提前7个工作日书面通知羅杰斯。
5. 付款方式: A.现金( ) B.支票 ( ) C.其他 ( )

委托单位: 现场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展品到馆日期: 展商确认并签字:

罗杰斯现场项目员: 日期: 年 月 日

运输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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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室内展厅技术数据

搭建、展示与拆装
Construction Exhibiting & Dismantling



37

2. 指定搭建商

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龚寅伟先生 / 王伟斌先生
地 址：上海普陀区真北路 1263号新长征商务大厦三楼
邮 编：200333
电 话：+86-21-6238 8811*151， 62388811-120
传 真：+86-21-6209 5166
电 邮：tim.gong@syma.com.cn / lion.wang@syma.com.cn
网 址：www.symaasia.com www.syma.com.cn

3. 时间

搭建时间
2021 年 7 月 5日 周一 10:00 - 21:00， 展品运入，展位建造
2021 年 7 月 6日 周二 09:00 - 21:00， 展品运入，展位建造
2021 年 7 月 6日 周二 21:00 以后， 主办者将作最后的场馆清洁及安全检查。

展览会开放时间
2021 年 7 月 7日 周三 09:00 - 16:30
2021 年 7 月 8日 周四 09:00 - 16:30
2021 年 7 月 9日 周五 09:00 - 15:30

撤展时间

2021 年 7 月 9 日 周五 16:00 - 22:00

有关展位搭建与撤展的各项事宜，请与本次展览会的指定搭建商及时联系。
展会结束之前，请勿提前撤展，如有违规行为，主办单位有权进行阻止，并保留对有关参展商进行
惩罚的解释权。

注意事项
此次展会的搭建管理费由主场搭建统一收取，司马会在收取电箱订单时统一开具收据，如未收到请
及时联系；

加班须向主办单位提出书面申请，并支付加班费用。请于每天下午三点前至展商服务中心申请加班
并支付费用。现场仅收取现金。三点之后将有 50%的加急费用；

各搭建商必须在所订电箱处留活口，用于接电箱的取电口上方不得摆放大型不可移动机器；

为确保用电安全，所有电箱已配备专用电气火灾监控箱，用于监测因电气使用不当而引发的火灾隐
患。若有电力需求，请参见本手册表格 17 向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申请照明及设备用电箱。展位照
明用电和设备用电必须分开租赁。照明用电已配备分路开关，因分路数量有限，需自行合理分配。

搭建、展示与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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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用电为三相五线制 380V 开关，自带设备额定开关限额必须小于租赁电源箱开关限额，设备用
电会默认拆除漏电保护。

所有标改必须单独定电箱，如果一个展位分成两个展台分别搭建成不同风格，必须分开订两个电箱；
展馆严禁自带空压机，现场余量不多，所以请所有需要使用气源的展台，务必提前申请。
由于展厅本身一些情况，有些小展台的电源及气源可能从另一个展台出，主办单位和主场搭建会尽
力协调，但如果出现上述情况，也请展商搭建商理解并配合。

4. 现场
在展览会布展与撤展期间，指定搭建商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设有参
展商服务中心。有关搭建和租借物品事宜，可直接向现场的工作人员咨询。

请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完成展位的搭建。如需延时工作，请于当日下午 15:00点以前向主办单位提出
书面申请，并至展商服务中心办理手续。加班费收取标准最低 1小时起申请

日程 日期 加班时段 元/小时

布展期间 2021年 7月 5-6日
22:00-08:00 RMB2600
08:00-09:00 RMB1300

撤展期间

2021年 7月 9日 22:00-24:00 RMB5200

2021年 7月 9日以后
0:00-8:00 RMB5200
8:00-22:00 RMB2600
22:00-8:00 RMB5200

* 时间安排如有变化，以现场通知为准。

5. 楣板

标准展位的楣板如果出现错误，请直接与设在各展厅的指定搭建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联络修改。

6. 电力、水、空压等

请事先向指定搭建商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提出申请，如有特殊要求，建议向搭建商提供详细
的技术数据，并且在开展前，得到全部的书面确认。相关的租借费用，请直接与主场搭建商结算。

7. 劳工

有关参展商委托的搭建公司的劳工施工证申请，可由该搭建公司直接向国家会展中心办理。

施工单位在进馆前一周将人员名单、身份证复印件交展馆办证中心，由展馆统一制作展览会、非展
览活动的施工人员证。无证人员不得进行任何与活动有关的现场施工。特装摊位必须取得展馆的施
工许可证并将许可证张贴在摊位中方可施工。展馆收取的费用为人民币 30元 / 人。
有关“施工证件办理”请登入 http://www.neccsh.com/cecsh/watchexhi/applicationflow.jspx

提醒：展台搭建商的施工证不属于展商胸卡范畴（持有施工证者在开展期间不允许进入展馆），为
了保证开展期间的场馆秩序，请展商不要为搭建商申请展商胸卡

搭建、展示与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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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展台搭建

■ 参展商不能将其公司名称或标识展示在相邻展位的背墙和侧面，任何展示的高结构或看板都必须
离隔邻至少 1.5米。

■ 任何超过 2.5米高度在相邻展位的墙面和背墙，必须保持平整和用白色涂料或油漆涂覆。

■ 除主办单位外，展位的搭建、展品及任何装饰物品的布置，不得超出展位地面基线及垂直空间外
的范围。

■ 展位搭建的封闭的面积，不得超过总面积的二分之一。

9. 特殊展台搭建及审核

■ 参展商如需建造特殊展位或超过 2.5米高的搭建，应在开展前三周，将展位设计、施工图纸二
份递交主场搭建商-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审核，并将在收到全部文件后 5个工作日之内给
予回复；

■ 所有双层结构搭建的展台，必须将展位搭建的设计图纸交国家会展中心指定的上海汉海展览咨询
有限公司进行申报并审核。双层特装展台的审图费为人民币 50元/平方（复核费为 25 元/平方）。

■ 建造二层的展位必须经过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通过后报主场搭建商方可进馆搭建。

■ 为空地展台作设计及搭建的承建商应符合安全操作规定，展馆将在展会前对其作施工资格审查，
合格后需向主场搭建商交纳空地搭建管理费人民币 28元/平方米/展期，并同时交纳施工押金。

■ 建造双层展位，室内空地面积必须在 72平方米以上，另需支付展位费总价 30％的使用费。

■ 参展商必须保证其委托搭建商，遵守展览会的规则。

■ 如需另外申请动力用电，水，压缩空气或有其它特殊要求，请参考主场搭建商指南。

■ 展馆限高：所有单层展位最大搭建高度不能超过 4.4米，双层展位最大搭建高度不得超过 6
米（标准展位区域改特装限高 4米）。

■ 任何超过 2.5米高度的墙面和背墙，必须保持平整和用白色涂料或油漆涂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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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岛形展位（四面开口展台）外，每个展位都需搭建自己的背墙，若展位的背墙阻挡其它展位合
理的视线，主办单位有权要求变更、修改、降低或缩短背墙。所有展台必须各自统一安装背板墙
与相邻展台进行分隔。墙下必须设置夹板或建筑用纸以保护地面。面向相邻展位的参观面应处理
为白色，并不得带有任何产品的标示或商标。请各搭建商于 7月 6日搭建最后一天下午 21:00前
完成，主场搭建商将对未处理展台进行统一封布，费用将从其搭建押金中扣除，每平方米人民币
100元。

■ 若展位高度超过隔邻较矮的背墙，视线可及部分必须用白色涂料、油漆涂覆，并表面保持平整，
相邻展位有权使用超出的背墙。

■ 吊点：搭建吊点请联系主场搭建商-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

■ 防火安全： 所有的灯箱及板材表面必须做防火处理（防火涂料或防火板）。

10. 拆装

展览会未结束前，请勿提前撤展。如有违规行为，主办单位有权阻止，并保留对有关参展商进行惩
罚的解释权。

参展商应使其展台和展品在展览结束前保持完好。在展览最后一天，大会指定主场运输商会向每个
参展商分发撤展通知，参展商应该根据撤展通知的规定，安排展位拆除。如参展商未能在撤展结束
前将其展出材料移出展馆，参展商将承担因此造成的所有存放和装运费用。

11. 搭建押金

根据主办单位和国家会展中心的要求，为了更好地监督和执行展厅搭建管理规则，在展览期间，非
指定展台搭建商以及自行搭建展台的参展商必须向大会指定搭建商-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缴
纳搭建押金。价格：100㎡以下 RMB 6000/展台，100㎡以上 RMB10000/展台。支付方式：汇款。

12. 消防安全

(1) 消防区域，消防栓
对于禁止停放车辆、堆放展览宣传品、搭建材料或包装材料等的消防区、逃生通道和安全区，即便
是在布展和撤展时段内也不允许停放、堆放以上物品。闲置于消防区、逃生通道和安全区的车辆和
物体，将会被拖走或移开，且会对此征收费用。建筑物不可阻挡展厅内和室外展览场地的消防栓，
或对接近和查找消防栓造成不便。任何临时搭建物与通向消防栓、机房门及火警警铃接触点之间须
至少保持 1.2米（4英尺）宽的通道。严禁任何妨碍火警警铃触点、消防栓、灭火器、安全门等消
防安全设施正常运行的行为。

(2) 紧急出口、逃生舱和展厅过道
所有展台设计图纸上指定的出口和过道都应保持完全畅通。在紧急的情况下这些出口和过道起着逃
生通道的作用，因此不能因放置物体或使物体突出造成出口和过道变窄。逃生通道的门必须能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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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外完全打开。出口大门、逃生舱以及其标识不能被结构遮掩、堵塞或不可辩识。问讯台、桌子
和其他家具只能在离大门进出口或楼梯进出口足够距离的地方安放。如展厅出口位于一个展台内，
这些被指定作为展厅出口的区域不得变窄。

(3) 展台搭建和装饰材料
展台搭建和装饰材料必须是符合国家和地方消防安全法规规定的非易燃物且燃烧扩散率不低于 B1
级。展台顶部不能完全封闭。禁止使用易燃、燃烧时会有液体滴落或类似泡沫塑料等燃烧时会产生
有毒气体的材料（如弹力布）。装饰材料至少应是防火材料。木结构搭建必须经过防火涂料处理。
所用材料可能被要求提供搭建材料等级的测试证明。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个别情况会对承重结构制
定特殊要求(比如非易燃)。展台地板须紧密铺设。

(4) 易爆物品
不得在展览会上展出易爆物品；也不得展示军火。

(5) 出口和逃生路线
展出面积超过 100平方米、设有长于 25米的逃生通道或无法全方位看见展台内所设逃生通道的展台，
必须于展台两端至少设有两条逃生通道。展台平面图中不得出现难于进入的房间、角落等。每个单
独的房间必须能充分看见展区或展厅。不得出现必须通过其他房间方可到达的房间(房中房的情况)。

(6) 凡于布展及撤展期间进出展馆的任何人员，都必须佩戴安全帽。

(7) 凡参加2米以上高处作业施工人员，必须经医生体检合格，并具备登高作业许可证或相应资格证书。
施工人员必须树立牢固的风险、危险意识。高处作业前，施工人员必须按规定佩戴好安全帽、系好
安全带，认真检查作业工具（如脚手架、踏脚板、爬梯等）以符合安全规定要求。吊装施工危险区
域设有围栏和警告标志。高处作业时，施工人员必须时刻遵守安全规章制度，疲劳或睡眠不足时禁
止作业或在非安全地带休息。须精心保管随身携带的工具以防掉落伤及下方行人。尽量避免重叠作
业，夜间配备充足照明。高处吊装施工时密切注意、掌握季节气候变化，如遇恶劣气候应停止作业，
并做好吊装构件、机械等稳固工作。高处作业后，施工人员坚持清扫，做到工完料净场地清。如发
生安全问题，施工单位须承担全部责任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8) 展台的设计规划须于展前提交主办单位审核，双层或多层展台必须经过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
通过。展台的施工搭建必须遵守公共的法律法规（如上海建筑条例），及符合主办单位合作条款的
规定，严禁出现影响建筑结构和使用安全的行为，如将展台施工工作交于私人、个体或无法人资格
及相关资质的单位，施工人员私自承接与本展台搭建无关的工作或擅自在展馆内揽活，使用国家明
令淘汰的装修材料和设施等。

(9) 凡进入展馆开展特种作业，作业人员（如电工、焊割工、铲车驾驶员等）必须持有政府规定的有关操
作证，特殊工种无证人员一律不得作业。操作必须严格按各规程执行，杜绝一切违章操作和指挥。

(10) 严格按照关于展馆内的各项操作和使用规定施工作业，自觉服从展馆相关工作人员对施工过程的
检查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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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安全设备及标识的使用
无论如何，任何照明指示、灭火器、消防栓或其它防护设备及材料不得被遮挡或阻塞。通往接线
箱（电、电话、水、压缩空气等）以及展馆办公室或设施的道路不得被阻滞。

(12) 展商、搭建商注意事项
在展览会搭建、撤展期间，每个展台须安排一位现场专职安全负责人，该名负责人须负责展台的
施工安全并保证随时可与其联络。若该名安全负责人不在现场或屡次联络不上，展馆方及主办单
位将对此采取相应措施。

13. 保险

所有参展商必须自费安排所有项目予以保险，同时应承担公共责任和保护，并确保他们的临时雇
员或代理给予了相关保险。展商的责任期可以认为从展商或代理或搭建公司进入展馆搭建开始，
一直到他的所有展品和财物从展馆撤出为止。

参展商所指定的搭建商必须予以保险，投保额 RMB500/展台。搭建商凭保单办理其他入馆手续。
投保方式：登录“会展风险管理网”网址 www.yzerm.com
导航栏选择“会展保险”---选择“在线服务”---选择“(国家会展中心-上海)2021国际电子电路（上海）
展览会”后“点击下一步进入在线投保”---填写表格后点击“提交”---下载投保确认函。

14. 参展商须知

1. 后加
展商必须在 2021年 6月 10日前将相应表格中你们所需的家具及电器设备的定单回传至所在展馆
的主场搭建商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

2. 附加费
1.1. 过期定单：超过规定日期后收到的定单将加收 30%附加费。
1.2. 现场定单：任何现场定单及进馆前两周内收到的定单将加收 50%附加费。
一旦展商有后加定单，将收到主场搭建商的付款通知作为确认。若无收到任何书面确认将作为
无效定单。

3. 家具及电器位置图
各位展商必须在规定时间之前将自己标准展台内的灯，插座，围板，层板等的位置图回传给主场
搭建商。如果展商没有在规定时间之前将家具及灯具及插座的位置图回传，主场搭建商将根据常
规及判断来定位。现场改动及移位将收取每个单项价格的 50%作为服务费。
备注：若展商在展览会开幕两星期前 提出取消定单或家具及灯具及插座的移位，将免收服务费。

4. 所有已确认定单不得调换或退款
所有项目均作租赁用途，所有标准配备的项目不能与其它项目调换。所有已确认的定单，取消后
将不能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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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插座仅供展品使用
任何标准展台里的电源或插座仅供饮水机、笔记本电脑及手机充电使用； 参展商不得私自将灯器
及所携带机器接入其中。

6. 不得破坏标准展板
较重展品可用支架悬挂展示。较轻展品可用双面胶或魔术贴固定。

7. 不得使用锤钉固定展品
不得在摊位铝制支架和围板上使用铁丝及锤钉，否则须由参展商赔偿全额价格。

8. 横梁
为了固定展台，摊位内可能会有铝制横梁或支柱。

9. 所有使用电，水，气的参展商必须向主场承建商提出申请。

不同面积展台所对应的家具及电器配备清单

编号 项目
标准展台的尺寸

9㎡ 12㎡ 15㎡ 18㎡ 27㎡ 36㎡

1 100W射灯 2 3 3 4 6 8

2 5A/220V插座 1 1 1 2 3 4

3 询问台 1 1 1 2 3 4

4 座椅 2 2 3 4 6 8

5 废纸篓 1 1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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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展品位置单

参展商名称： 展台号：

请在下表中草拟出您的要求（比如电话，射灯，文件架的位置）：

A. 水平视图 B. 俯视图

后侧展板

左侧展板 后侧展板 右侧展板
（3米） （3米） （3米）

出入口

C. 草图符号

日光灯 射 灯 三相电源 ○ 电 话 ○

水 源 + 空压机 ○ 电源插座 ◎ 楣 板

要求：
对展具安装和电气设备安装的要求是：
1. 主场搭建商拥有对各自展具的所有权，参展商不可损坏或遗失展具。
2. 对于水源和空压机，参展者必须自带与之相适配的设备。
3. 建议参展者自带电压稳定器以保护他们的敏感设备。
4. 如果参展者对水温或水压有特殊要求请自带调节设备。
5. 任何对租赁展具或安装不满意，必须在展览会开幕前提出。否则所有条款将被认为已经接受。
6. 参展者不得装设自备日光灯或射灯，参展者提供的特殊灯具可加付费用由主场搭建商装设。
7. 请参展者把电气设备的位置填在上表。如果在进馆前没有得到任何指示，主场搭建商将按自己的

方式进行安装。
* 上述项目如有变动将加收额外费用。

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
电话：+86-21-6238 8811-151
传真：+86-21-6209 5166
邮箱：tim.gong@sym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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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展具租赁单（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

Shanghai SYMA-EXPO Ltd. 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真北路 1263号新长征商务大厦三楼

邮编：200333 电话:+86-21-62388811*151-龚寅伟,120-王伟斌 传真:+86-21-62095166
电邮：tim.gong@syma.com.cn / lion.wang@syma.com.cn

项目 家具编号 家具名称 单价（RMB） 数量 总价（RMB）

家

具

CD01-A 白折椅 50.00
CD04 黑皮椅（标配椅子） 120.00
CD19 吧椅 90.00
SD10 单座沙发 180.00
TB01 询问台（950mm x 450mm x 750mm 高） 170.00
TB02 方桌 （650mm x 650mm x 700mm 高） 150.00
TB03 长方桌 （1200mm x 750mm x 750mm 高） 150.00
TB04 咖啡桌 （450mm x 450mm x 450mm 高） 120.00
TB05 圆桌 （750mm x 750mm 高） 160.00
TB06 电视柜（700mm x 500mm x 1300mm 高） 140.00
DP01 锁柜 （950mm x 450mm x 750mm 高） 220.00
DP02 玻璃饰柜 （1000mm x 500mm x 1000mm 高） 280.00
DP03 高身玻璃饰柜 （1000mmx500mmx2200mm 高） 350.00
DP04 展示台（500mm x 500mm x 800mm 高） 120.00
MS01 围板 （1000mm x 2500mm） 80.00
MS02 门帘（1000mm x 2000mm） 150.00
MS03 锁门（1000mm x 2000mm） 270.00
MS04 折门（1000mm x 2000mm） 200.00
MS05 挂墙衣架（1000mm宽） 80.00
MS06 活动衣架（1000mm x 1000mm - 1300mm 高） 100.00
MS07 层板架（1000mm x 500mm x 2200mm 高） 280.00
MS08 平层板（1000mm x 300mm ） 70.00
MS09 斜层板（1000mm x 300mm ） 70.00
MS10 入墙文件架 70.00
MS11 独立文件架 140.00

垃圾桶 10.00
盆栽植物（800mm 高） 150.00

共计：

付款方式：

一）所有定单必须以以下方式全额缴付：

电汇至我们的帐号 31646300008042677（人民币帐号）上海银行长宁支行
二）逾期定单（即截止日期以后收到之定单）将加收 30％附加费。进馆前两周内收到的订单及现场订单将加收 50%附加费。
三）所有项目均作租赁用途，标准展位的基本配置不可转换为其他项目。在展会开幕前两周内取消的定单，将不予退款。

四）所有标准展位的插座只用于电脑、手机充电及饮水机等，展商不得私自将灯接入其中，如需特殊灯具可另行向司马申请。
五）标准展位参展商请将灯具、插座、层板及入墙文件架的位置标注后发至我司，如果在进馆前两周内没有收到任何位置图，我们将

按自己的判断进行安装。现场灯具及家具移位，将收取现场价格的 50%作为移位费。

六）不得在标准展位的围板上穿铁丝及钉锤钉，否则破损的展板须由有关参展商或承建商赔偿。
不得在标摊围板上悬挂超过 5公斤的重物，如需悬挂超重物品，请提前与司马联系进行加固并收取相应费用。
如展商私自悬挂超重物品，并由此造成展商物品损坏，将由展商自行负责。

七）在我们收到您的定单后，我们将为您开出付款通知作为确认。请在付款通知上的截止日期前付款。
如在发出订单三日后还没有收到付款通知，请及时与司马联系，如没有收到付款通知的订单，将视作无效订单。

参展商名称： 展台号：

联系人： 签名：

地址： 电话/传真：

搭建、展示与拆装
Construction Exhibiting & Dismantling

请递交主场搭建商：上海司马 Lion.wang@syma.com.cn 截止日期：2021年 6月 10日（周四）

mailto:tim.gong@syma.com.cn
mailto:lion.wang@syma.com.cn


46

17. 电箱及气水源租赁单（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
(支付押金后系统下单，系统账号密码会发送给展商)

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 SHANGHAI SYMA-EXPO LIMITED
上海市普陀区真北路 1263号新长征商务大厦三楼

邮编：200333 电话:+86-21-62388811*151-龚寅伟,120-王伟斌 传真:+86-21-62095166
电邮：tim.gong@syma.com.cn / lion.wang@syma.com.cn

项目 家具编号 家具名称 单价（RMB） 数量 总价（RMB）
EL08 42寸 Plasma连 DVD（不包括电源） 1,200.00
EL09 80L电冰箱（不包括电源） 800.00
EL01 100W射灯 150.00
EL02 100W长臂射灯(标配灯具) 170.00
EL03 40W日光灯 150.00
EM01 5安培 220伏插座(最大 500W) 150.00
EM02 5安培 220伏插座-24小时(最大 500W) 250.00

电箱

EM32 15安培照明用电箱（配分路开关） 1,460.00
EM33 30安培照明用电箱（配分路开关） 1,970.00
EM34 60安培照明用电箱（配分路开关） 2,950.00
EM35 100安培照明用电箱（配分路开关） 5,280.00
EM32-1 15安培 380 V三相设备用电箱 1,460.00
EM33-1 30安培 380 V三相设备用电箱 1,970.00
EM34-1 60安培 380 V三相设备用电箱 2,950.00
EM35-1 100安培 380 V三相设备用电箱 5,280.00

空压

气源

FA01 <=排量 0.4立方米/分钟, 压力 8bar 4,330.00
FA02 <=排量 0.9立方米/分钟, 压力 8bar 5,920.00
FA06 1-1.5立方米/分钟, 压力 8bar 7,200.00

水源
FA07 展台用水 2,900.00
FA09 机器用水 3,200.00

其他

EL11 安装市内电话（不含电话机） 900.00
EL12 安装 IDD电话（不含电话机）,另加电话费

押金 RMB5,000.00 3,000.00

EL13 10M共享宽带（更高带宽需求请邮件咨询报价） 4,400.00
OT01 管理费，每平方 28.00

OT02
加班费，18:00-22:00（7月 5-10日期间，
加班必须在当日下午 15:00前报至主场搭
建处，过后将 50%的加急费用。）

1300.00

OT03
加班费，22:00-次日 08:00（7月 5-10日
期间，加班必须在当日下午 15:00前报至
主场搭建处，过后将 50%的加急费用。）

2600.00

共计：

付款方式：
一）所有定单必须以以下方式在付款通知规定截止日前全额缴付：

电汇至我们的帐号 31646300008042677（人民币帐号）上海银行长宁支行

二）逾期定单（即截止日期以后收到之定单）将加收 30％附加费。进馆前两周内收到的订单及现场订单将加收 50%附加费。

取消订单必须以书面形式发送至我司工作人员邮箱并得到书面回复。进馆前两周内不接受取消定单，并且不予退款。

三）所有主场订电须由大会指定承建商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执行，包括光地客户，光地展商必须先订照明用电箱，如有设备用电需求需分开租赁。如需 24小时用电请特别

向我司申请。

四）所有标准展位的插座只用于电脑、手机充电及饮水机等，展商不得私自将灯接入其中，如需特殊灯具可另行向司马申请。

五）请光地参展商将所订设施位置标注后发邮件至我司。如果在进馆前两周内没有收到任何位置图，我们将按自己的判断进行安装，之后不接受移位申请。

六）建议参展商自带电压稳定器以保护他们的敏感设备。如果对水温或水压有特殊要求，请自带调节设备。对于订水源和空压气的展商，必须自带与之相匹配的设备。

七）展会结束一个月内，我们将从您的国内和国际电话押金中扣除您所用的电话费，并将余款退还给您。

八）在我们收到您的定单后，我们将为您开出付款通知作为确认。请在付款通知上的截止日期前付款。并回传发票信息登记表至我司开票用。

如在发出订单三日后还没有收到付款通知，请及时与司马联系，如没有收到付款通知的订单，将视作无效订单。

参展商名称： 展台号：

联系人： 签名：

地址： 电话/传真：

搭建商联系人： 电话/传真：

搭建、展示与拆装
Construction Exhibiting & Dismantling

请递交主场搭建商：上海司马 Lion.wang@syma.com.cn 截止日期：2021年 6月 10日（周四）

mailto:tim.gong@syma.com.cn
mailto:lion.wang@syma.com.cn


47

1. 主办单位办公室

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7.1H馆，8.1H馆内设有主办单位的现场办公室。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
请随时与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我们将帮助协调相关的事宜。

2. 问讯处

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7.1H馆，8.1H馆内共设有多个问讯处，工作人员将帮助您解决常规性的
问题。

3. 现场通讯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均设有商务中心，提供国际、国内直线电话、上网、传真、电传、打字复印
等服务。

4. 人力资源

如需我们提供翻译及服务人员，请在截止时间之前，填妥申请表发送给我们。

5. 签证申请

目前由于受疫情限制，具体以政府疫情防控政策为准。请向上海颖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咨询。

6. 酒店预定

展览会期间，展览会指定的酒店将提供优惠的价格。请务必在 2021年 6月 10日截止期之前确定
您的预定。由于酒店房间紧张，您的预定是否被接受，将视酒店的用房情况而定。我们建议您尽
早预定酒店。详情请参阅总体信息第 15条，并将申请表格直接发送给主办单位：上海颖展展览服
务有限公司。下载网址：http://www.ying-zhan.com

您如果需要更多的酒店信息，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7. 参展商胸卡

申请参展商胸卡，请务必正确并实名填写所有信息，包括公司名称、产品分类、姓名、性别、职务、
手机号、身份证或护照号码，经相关系统审核通过后，为展商代表制作胸卡。为节省您宝贵的时间，
请填写完整并仔细核对后递交主办单位。

请勿将您邀请的客户填入参展商代表名单中，您邀请的客户只能通过观众预登记注册办理通行胸卡。

8. 客户邀请卡。

请使用客户邀请卡，帮助您邀请的客户事先了解更多的展览会信息。

综合服务
Comprehensive Service

http://www.ying-zhan.com/Center.asp?i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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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技术交流会、新产品技术发布会

参展商可申请在展览会期间举办技术交流会、新产品技术发布会，详情见“总体信息”P15，第
11条和申请表。

10. 清洁与安保

所有的标准展位和公共区域在展览会期间，每天都会清洁一次，同时在现场配备了安保人员巡视，
展厅内将禁止吸烟。

11. 其它会议与商务服务

如果需要提供更多的会议、会务服务，请与我们联系。

12. 会议室租借

如需租借现场会议室，请联系我们。

13. 旅游服务

如需要，请向我们索取更详细的资料或访问上海市旅游的官方网站：http://lyw.sh.gov.cn

综合服务
Comprehensiv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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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提 示

为保证您的资料正确刊登，请务必填写完整，并注意字迹清晰。
如未能在截止期内将申请表递交给主办者，您的申请事项将无法获得保证，请务必在截
止期之前完成。

1、所有展商 必须提交表格

编号 表格名称 截止日期 收件方 页码

表格 1 《会刊》刊登资料 2021 年 6 月 10 日（周四） 颖展展览 51

表格 2 展品清单 2021 年 6 月 10 日（周四） 颖展展览 52

表格 3 参展商代表名单 2021 年 6 月 10 日（周四） 颖展展览 53

2、申请标准展位的展商 必须提交表格

编号 表格名称 截止日期 收件方 页码

表格 4 公司楣板名称表 2021 年 6 月 10 日（周四） 司马展览 54

3、申请室内空地展位的展商 必须提交表格（单层限高：4.4 米）

编号 表格名称 截止日期 收件方 页码

表格 5 参展商指定搭建商申请表 2021 年 6 月 10 日（周四） 司马展览 55

4、申请双层展台的展商 - 必须提交表格（双层限高：6米）

编号 表格名称 截止日期 收件方 页码

表格 7 双层展台设计的建筑审批表 2021年6月10日（周四） 汉海展览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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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展商可选择提交表格

编号 表格名称 截止日期 收件方 页码

表格 6 吊点租赁申请表 2021 年 6 月 10 日（周四） 司马展览 56

表格 8 展品销售 2021 年 6 月 10 日（周四） 颖展展览 59

表格 9 广告赞助 2021 年 6 月 10 日（周四） 颖展展览 60

表格 10 技术交流会、新产品技术发布 2021 年 6 月 10 日（周四） 颖展展览 61

表格 11 人力资源 2021 年 6 月 10 日（周四） 颖展展览 62

表格 12 签证申请 2021 年 6 月 10 日（周四） 颖展展览 63

表格 13 观众信息采集 PDA 2021 年 6 月 10 日（周四） 颖展展览 64

6、酒店预订表

编号 表格名称 截止日期 收件方 页码

1 虹桥温德姆酒店 ★★★★ 

WYNDHAM Shanghai Hongqiao
2021 年 6 月 18 日（周四） 颖展展览 66

2 上海悦隆酒店 ★★★★

Shanghai Yuloon Hotel
2021 年 6 月 18 日（周四） 颖展展览 67

http://www.cpcashow.com/download/2017%20Shanghai%20Yuloon%20Hotel.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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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递交展会承办方：颖展展览 cpcashow@ying-zhan.com 截止日期：2021年6月10日（周四）

《会刊》刊登资料 （表格 1）
注意：此表格内容将作为参展商《会刊》名录资料，请准确填写每一项内容

公司名称
中文

英文

中文地址 邮编

英文地址

电话 传真

网址

公司简介

中文（限 100 字以内）

英文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填表人签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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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递交展会承办方：颖展展览 cpcashow@ying-zhan.com 截止日期： 2021年6月10日（周四）

展品清单（表格 2）

请按照表格要求填写完整信息，发送给主办者。

展品分为:

A — 电路板生产 D — 电子组装设备 G — 水处理技术及设备

B — 电路板设备 E — 电子组装及原物料 H — 洁净室技术及设备

C — 电路板原物料及化学品 F — 电子制造服务/合约制造商 K — 其他

展品名称 制造商名称 制造地 分类
体积

（长×宽×高）

重量
(kg) 运输商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填表人签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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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递交展会承办方：颖展展览 cpcashow@ying-zhan.com 截止日期： 2021年6月10日（周四）

参展商代表名单（表格 3）

申请参展商胸卡，请务必正确并实名填写所有信息，包括公司名称、产品分类、姓名、性
别、职务、手机号、身份证或护照号码，经相关系统审核通过后，为展商代表制作胸卡。
为节省您宝贵的时间，请填写完整并仔细核对后递交主办单位。每 9平方米展位最多办理
5张参展商胸卡。

请勿将您邀请的客户填入参展商代表名单中，专业观众只能通过观众预登记注册办理通行

胸卡。其他协助展商展会工作的相关人员，如运输、搭建等，需自行办理相对应的通行证。

No. 公司名称

产品分类

（请打✔） 姓名
性

别

职

务
身份证号 手机号

PCB
生产商

设
备

原物料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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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填表人签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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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楣板名称表（表格 4）

所有选择标准展位的参展商，我们将免费制作楣板。请务必正确填入中英文公司的全称。

楣板使用统一标准字体和颜色，不包括公司的标志和其它特殊设计。

中文名称（请保持字迹清晰）

英文名称（请用书写体填写）

如果在截止日期前仍未收到有关楣板的详细内容，参展申请表上的公司名称和内容将被

采用。在上述情况下，缩写将被采用，例如：“Limited=Ltd”。

表格填妥后请递交主场搭建商：

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龚寅伟先生 / 王伟斌先生

电 话：+86-21-6238 8811*151，120
传 真：+86-21-6209 5166
邮 件：tim.gong@syma.com.cn / lion.wang@syma.com.cn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填表人签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日 期

请递交主场搭建商：上海司马 Lion.wang@syma.com.cn 截止日期： 2021年 6月 10日（周四）

mailto:lion.wang@sym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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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指定搭建商申请表（表格 5）

已申请室内空地的参展商，可选择展览会推荐的搭建商或委托其它的搭建商为其设计搭建特殊展位。参

展商必须保证其委托的搭建商，遵守展览会的规则，其设计和搭建必须符合主办者及展馆的规定。

请完整填写此表格，并连同以下附件回传给主场搭建商：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

1. 标明展位具体尺寸的完整设计图纸（包括三维效果图、平面图、立面图、搭建材质图、电箱位置的展馆平面图）

2. 搭建商营业执照复印件（注册3年及以上）及电工证件复印件（需在有效期内且现场电工人员必须与事前递交之电工

证件报备信息吻合）

3.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安全责任书 及《安全施工指南》（搭建商签字并盖公章）

4. 所有双层展台或顶部结构搭建面积超过展位面积50%及以上的审核意见书 （汉海发布）

5. 所有参展商指定搭建商购买特装展位责任保险凭证，并提交主办单位/指定搭建商备案。

* 重要更新：今年所有展台限高4.4米（标准展位区域改特装限高4米）。

* 如在布、撤展期间违反安全施工条例发生任何事故，一律由搭建商本人负责，主办方将不负任何责任。

贵司展台搭建信息（请划勾选择）

□ 1. 欲搭建室内单层光地展台，低于4.4 米

□ 2. 欲搭建室内双层光地展台，低于6米
注：以上第2项搭建设计图纸均须通过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通过，并产生相应审图费。

请填写下列表格信息（盖公章生效）

展台搭建公司：

地址：

安全责任人： 现场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值班电工： 现场联系电话：

盖章 （签名）： 日期：

参展公司：

安全责任人： 现场联系电话： 传真：

盖章 （签名）：

所有光地展商/搭建商可在布展期间至展馆南登记大厅办理进馆手续，相关手续包括：向展馆（主场搭建商负责代收）支
付搭建管理费人民币28 元/平方米；凭施工人员保险合同副本向大会指定搭建商支付展台综合管理押金，价格：100㎡
以下RMB 6000/展台，100㎡以上RMB10000/展台。办妥以上相关手续并通过实名认证后方可向展馆购买施工证，每张
施工证需交付人民币30 元。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填表人签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日 期

请递交主场搭建商：上海司马 Lion.wang@syma.com.cn 截止日期：2021年 6月 10日（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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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点租赁申请表（表格 6）

填报单位信息

参展商公司名： 搭建商公司名：

展馆/展位号： 展位面积： 展位高度: 特装：是/否

联系人： 电话/手机： 悬挂物上沿口高度(不包含吊点)：

签字盖章： 日期：

更为详细的吊点须知内容请联系主场承建商咨询。
提交租赁申请表前请按照流程完成吊点服务审核。 根据展馆规定，所有设施
申请在截止日期之后不可更换、退回或移位，敬请谅解。

编号 项目 规格 单位 单价（元） 数量 合计 备注

C01 吊点 吊点 点 2700

●超过截止时间，不接受
报图申请。

●若吊点服务审核资料未
提交或未合格，将不提供
此项服务。

C02 手动葫芦 15 米链 1吨 个 400

C03 手动葫芦 25 米链 1吨 个 600

C04 电动葫芦 15 米链 1吨 个 1620

C05 电动葫芦 25 米链 1吨 个 2025

备注：

1．申请吊点服务的使用方须租赁展馆统一提供的葫芦设备。

2．悬挂物上沿口离限高地 9米。

3．吊点单点承重 ≤ 150KG

4．通过手拉葫芦吊装的单体结构如超过 6 个（含 6个）吊点，需要解体吊装。

5．吊点服务费分为吊点费和葫芦租赁服务费，包含链条收复服务及葫芦电费。

6．葫芦的租赁服务包含葫芦出租、葫芦安装。

7．吊点使用方必须在截止日前向主主场提交所有吊点服务审核资料（盖章扫描文件），

逾期不接受吊点申请。

请递交主场搭建商：上海司马 Lion.wang@syma.com.cn 截止日期：2021年 6月 10日（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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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展台设计的建筑审批（表格 7）
（一式二份，共二页）

所有光地展位参展商/搭建商必须填写此表格。

A． 展台搭建面积及搭建材料申报

根据表后所列条件，我公司申请在展览会期间搭建下列设施（搭建材料的简短描述）。

展台总面积： 主体材质： 材料型号：

上层展台面积： 主体材质： 材料型号：

底层展台面积： 主体材质： 材料型号：

其余材料明细：

所用于展台部位：

名称/型号：

所用于展台部位：

名称/型号：

允许参观者入内的上层展台面积： 平方米 预计二层展台人数限额： 名

展台施工单位：

公司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联系人：

一级结构注册工程师姓名： 编号：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备注：
如参展/搭建商，展台图纸需要复审，请务必将一级结构注册工程师一栏，填写清楚。

若交由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指定审图单位审核图纸，则无须填写。

B． 展台搭建设计图纸提交

请于2021年6月10日之前将下列文件以电子文档形式连同前页表格一并提交至指定审图单位

双层展台必须经过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通过

委托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指定审图单位审核需要提供的图纸（一式两份）：

●展台整体效果图（正，两侧面） ●底层平面图 ●上层平面图 ●展台规划说明书及搭建材料技术

数据 ●正立面图 ●剖面图 ●侧立面图 ●结构

对于已通过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的展台，则将进行复核，复核展台需要提供的图纸（一式两份）：

●展台整体效果图（正，两侧面） ●底层、上层平面图 ●正立面图和侧立面图 ●剖面图 ●活载，

风载，静载计算数据及结构图（加盖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章） ●展台审核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

质证明复印件 ●结构计算书（加盖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章） ●展台规划说明书及搭建材料技术数据

注：

委托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指定审图单位进行审核和复审的图纸必须将尺寸用阿拉伯数字具体标识，切忌只用网格线

标明，如有此情况发生，图纸将会被退还，无法审核。若因此而造成时间上的延误，后果由参展商及施工单位承担。

所有提交的文件必须包含中文版本，所有图纸按规定比例绘制，以米为单位。传真的图纸和文件不予受理。

双层展台搭建设计图纸未经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指定审图单位审核通过且未经主办单位审核的参展单位，主办单位

和展馆及相关审图单位有权禁止该单位在展馆范围内施工。

请递交指定审图单位：上海汉海展览咨询有限公司 截止日期：2021年 6月 10日（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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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审图费用标准

内容 单价（人民币）

审核费--由展馆指定审图单位的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 50/平方米

复核费--展台设计已通过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由展馆指定审图单位复核 25/平方米

注：

有效审图面积为上层实际搭建面积加上地面实际搭建面积。

请于 2021 年6月10日之前将相关文件以电子文档形式连同表格一并提交至指定搭建商申请图纸审核/复核。截止日期后

收到的申请将不予保证接受。若被接受，将收取50%的逾期附加费。

已审核的展台设计如有变化，须再次审图并缴纳审图费用。

对于未付清审核/复核费用的参展单位，主办单位和展馆及相关审图单位有权禁止该单位在展馆范围内施工。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指定审图单位联系方式：
上海汉海展览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盈港东路 168号国家会展中心 B座写字楼 726室
电话：+86-21-39883620
传真：+86-21-39883623
电子邮件：necc@hahchina.com

展台搭建公司项目负责人/现场负责人的声明

我作为该展台搭建的 □项目负责人 □现场负责人 （请打勾）

姓名： 地址：

公司盖章： 电话：

在此声明将严格按照主办单位对特殊展台搭建的各项安全规则和注意事项进行展台搭建。

请如实填写表格上相关信息，这将直接影响结构审核安全性和审图费计收，如经审核相关信息虚假，国家会

展中心（上海）有权停止该展台设施供应直至封闭展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和上海汉海展览咨询有限公

司不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任何责任。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填表人签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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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递交展会承办方：颖展展览 cpcashow@ying-zhan.com 截止日期：2021年6月10日（周四）

展品销售（表格 8）

 我希望在展览会期间出售展品

主办单位不直接参与展品的出售，参展商如要出售展品可将有关产品资料 5份（包括名称、

说明、型号、价格及其它必要的信息）交主办单位，我们将编印资料，向所有潜在的买家

分发。

展 品 名 称 型号规格 制 造 地 大 约 价 格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填表人签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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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递交展会承办方：颖展展览 cpcashow@ying-zhan.com 截止日期：2021年6月10日（周四）

广告赞助（表格 9）
采购指南/展览会《会刊》广告

所有的参展商名录都包含在这本册子中，全部采用中英文两种语言，方便中外人士；
它将被分发给数万名到场的专业观众和买家；
它将被分发给各国相关的官方和非官方的贸易及服务机构；
在当年的美国 IPC、韩国 KPCA、日本 JPCA、欧洲 EIPC、台湾 TPCA展上分发给专业观众；
广告刊登者将获赠《采购指南》3册、展览会 VIP胸卡 1张。

展览会胸卡/网页/包袋/现场等广告

广告项目 位置及形式 尺寸 （高×宽） 单价 ((CNY)) 数量 小计 ((CNY))

胸卡广告（上） 正面 LOGO 或图片 45mm×98mm 25000 元 / 3 万张/面

胸卡广告（下） 背面 LOGO 或图片 92mm×98mm 20000 元 / 3 万张

胸卡公司标识 正面 LOGO 20mm×15mm 10000 元 / 3 万张

胸卡绳带 正面 LOGO 及网址 15mm×800mm 15000 元 / 5 千条

展会无纺布大包袋 单面 LOGO 450mm×550mm 42000 元 / 1 万只

展会帆布袋 单面 LOGO 50mm×50mm 20000 元 / 1 千只

展览会网页标识 www.ying-zhan.com 27×111pixels 3000 元 / 90 天

展位平面图公司标 展厅大牌、参观指南 1600元

参观指南插页广告 彩色插页 175mm×140mm 9000 元 / 5 万张

总计费用（(CNY)）

● 说 明
1. 会刊的印刷方式为胶版印刷，请提供电子文档和广告样稿；

2. 广告位置的确定按申请的先后顺序为准；

3. 电子文档储存格式为 jpg或 tif格式，分辩率为 300Dpi以上，大小比例为 1:1，电子文档请在 2021年 6月 10日前

发送到 E-mail: cpcashow@ying-zhan.com

● 付 款
确定广告版面后，主办单位即发付款通知，请按付款通知上的银行帐号及日期汇出广告费。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填表人签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日 期

版 面 1页 (CNY) 2页 (CNY) 3页 (CNY) 4页以上 (CNY)

封底彩色 25000元 / 页
封二彩色 15000元 / 页 14700元 / 页
封二彩色（跨页） 29400元/跨页
封三彩色 14500元 / 页 14000元 / 页
内页彩色 5500元 / 页 4500元 / 页 4000 元/ 页 3000元 / 页
公司标识 （位置：展商介绍页） 700 元/ 家

广告尺寸：全页 210mm×28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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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递交展会承办方：颖展展览 cpcashow@ying-zhan.com 截止日期：2021年6月10日（周四）

技术交流会 / 新产品技术发布会（表格 10）

技术交流会及新产品技术发布会将与本次展览会同期举行，每场为 45 分钟，费用为
RMB6600。包含：白板、话筒、签到册、会议指示牌及按 50名听众免费配置的笔、纸、
饮用水。数码投影仪及投影幕租用费为 770 元/场。

摘要如被接受，请于 2021年 6月 10日之前将论文提纲和全文保存为 word文档（*.doc）
以电子邮件的附件方式递交至主办单位。

如议题被接受之后取消技术交流会，仍需付 50%费用，全部费用请在 6月 10日之前付至
主办者帐号。

申请： 技术交流会 新产品技术发布会 需租用数码投影仪及投影幕

主讲人： 性别： 职务及职称：

（英文） （英文） （英文）

主讲人公司名称：

（英文）

拟研讨的主题（名称）：

（英文）

简要内容：

（英文）

备注：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填表人签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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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递交展会承办方：颖展展览 cpcashow@ying-zhan.com 截止日期：2021年6月10日（周四）

人力资源（表格 11）
我们需要聘用以下人员：

项 目 类 别
单 价

(RMB/天)
语 种 人 数 开始日 结束日

小计
(RMB)

口译

高级 1000 英 语

高级 1500 日 语

高级 1500 德 语

高级 1500 法 语

一般 700 英 语

接待员 一般 400 中 文

共计：RMB

其它人员：请注明工作性质 （另行报价）

说明：

1.周六、周日及国定假日费用翻倍，雇佣口译人员至少三天。

2.上述费用须于 2021年 6月 10日前汇入主办者银行帐户。现场雇佣人员的费用，请以

现金全额付款。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填表人签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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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递交展会承办方：颖展展览 cpcashow@ying-zhan.com 截止日期：2021年6月10日（周四）

签证申请（表格 12）

目前由于受疫情限制，具体以政府疫情防控政策为准。请向上海颖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咨

询。

 我需要主办单位商业邀请函

请填妥下列项目后传真回到上述地址。

申请人姓： 名：

出生日期：

性别：

护照号码：

国籍：

公司名称：

公司地址：

职务：

申请人电话： 申请人传真：

签证发出地：

注：签证发出地是指申请人所在地的中国大使馆或中国领事馆。

我们以主办者的名义为参展商发出商业邀请函，以协助办理签证手续。这项服务将是免费的。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填表人签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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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递交展会承办方：颖展展览 cpcashow@ying-zhan.com 截止日期：2021年6月10日（周四）

观众信息采集 PDA（表格 13）

PDA条形码扫描系统能为您记录下所有参观贵公司展位的参观者的信息，方

便您在展会后迅速为客户提供进一步的服务。

 我们需要租用 PDA

项 目 单 价 (RMB) 数 量 总计 (RMB)

PDA租用 3000 / 展期 / 台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填表人签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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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定 酒 店

展会承办方：颖展展览联系电话：021-54900077 联系人：郁静 13901931916

酒店名称/星级 房型 每晚房价 早餐 网络 接机价 展馆至酒店距离

虹桥温德姆酒店
WYNDHAM Shanghai 

Hongqiao

★★★★

豪华大床房

RMB 498净价 含 1-2份早 免费
虹桥：RMB330/次
浦东：RMB580/次

5分钟车程

酒店有
来回展馆班车

豪华双床房

上海悦隆酒店
Shanghai Yuloon Hotel

★★★★

高级大床房

RMB 398净价 含 1-2份早 免费
虹桥：RMB300/次
浦东：RMB700/次 15分钟车程

高级双床房

备注:

1. 展商或观众须于订房截止日期 2021 年 6 月 18 日前通过上海颖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预定房间方可享受此优惠价格。

2. 如需取消房间预定必须在 15 天前提出，更改房间预定必须在 7 天前提出，否则酒店将收取第一天房费作为滞后取

消的赔偿。

3. 所有房间入住时间为每日下午 2 时，退房时间

4. 为每日中午 12 时。在没有特殊或信用卡担保的情况下，预订将保留至每日下午 6 时。

5. 如客人在到达日期没有入住酒店，酒店仍将收取第一天房费作为赔偿。

6. 主办方将在收到“酒店房间预定单”后及时给予确认。所有酒店房间的预定均需客人提供信用卡卡号及有效期作为保

证。房费及其它酒店内消费由入住客人直接交付给各酒店。

http://www.cpcashow.com/download/2017%20Shanghai%20Yuloon%20Hotel.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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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递交展会承办方：颖展展览 cpcashow@ying-zhan.com

Hotel Reservation Form

截至日期：2021年6月18日（周五）

上海虹桥温德姆酒店
WYNDHAM Shanghai Hongqiao（★★★★）

( 地址：上海市华翔路 1989 号)

特惠房价：

□ 豪华大床房 RMB 498净价（含 1-2份早）………………………………… 需要间数：

□ 豪华双床房 RMB 498净价（含 1-2份早）………………………………… 需要间数：

客人名单：

姓： 名：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姓： 名：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姓： 名：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姓： 名：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 如有团队预订，请另附上名单。

机场接机服务：

到达日期： 时间： 航班：

□ 上海虹桥机场（小车接机） 收费：RMB330/次 □ 上海浦东机场（小车接机） 收费：RMB580/次

* 汽车最多可容纳 2人及少量行李，如有其他要求，可联系主办方。

酒店房间预订保证：

□ Visa / Master卡 □ AMEX卡 □ JCB卡或其它：

卡主姓名： 卡号： 卡到期日：

备 注：

1. 展商或观众须于订房截止日期 2021 年 6 月 18日前通过上海颖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预定房间方可享受此优惠价格。

2. 如需取消房间预定须在 15 天前提出，更改房间预定须在 7 天前提出，否则酒店将收取第一天房费作为滞后取消的赔

偿。

3. 所有房间入住时间为每日下午 2 时，退房时间为每日中午 12 时，在没有特殊或信用卡担保的情况下，预订将保留至

每日下午 6 时。

4. 如客人在到达日期没有入住酒店，酒店仍将收取第一天房费作为赔偿。

5. 主办方将在收到“酒店房间预定单”后及时给予确认。所有酒店房间的预定均需客人提供信用卡卡号及有效期作为保

证。客人的房费及其它酒店内消费由入住客人直接交付给各酒店。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填表人签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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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递交展会承办方：颖展展览 cpcashow@ying-zhan.com 截至日期：2021年6月18日（周五）

上海悦隆酒店
Shanghai Yuloon Hotel（★★★★）

( 地址：上海市中春路 6699号)

特惠房价：

□ 高级大床房 RMB 398净价（含 1-2份早）………………………………… 需要间数：

□ 高级双床房 RMB 398净价（含 1-2份早）………………………………… 需要间数：

客人名单：

姓： 名：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姓： 名：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姓： 名：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姓： 名：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 如有团队预订，请另附上名单。

机场接机服务：

到达日期： 时间： 航班：

□ 上海虹桥机场（小车接机） 收费：RMB300/次 □ 上海浦东机场（小车接机） 收费：RMB700/次

* 汽车最多可容纳 2人及少量行李，如有其他要求，可联系主办方。

酒店房间预订保证：

□ Visa / Master卡 □ AMEX卡 □ JCB卡或其它：

卡主姓名： 卡号： 卡到期日：

备 注：

1. 展商或观众须于订房截止日期 2021 年 6 月 18 日前通过上海颖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预定房间方可享受此优惠价格。

2. 如需取消房间预定须在 15 天前提出，更改房间预定须在 7 天前提出，否则酒店将收取第一天房费作为滞后取消的赔

偿。

3. 所有房间入住时间为每日下午 2 时，退房时间为每日中午 12 时，在没有特殊或信用卡担保的情况下，预订将保留至

每日下午 6 时。

4. 如客人在到达日期没有入住酒店，酒店仍将收取第一天房费作为赔偿。

5. 主办方将在收到“酒店房间预定单”后及时给予确认。所有酒店房间的预定均需客人提供信用卡卡号及有效期作为保

证。客人的房费及其它酒店内消费由入住客人直接交付给各酒店。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填表人签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日 期

http://www.cpcashow.com/download/2017%20Shanghai%20Yuloon%20Hotel.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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