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指南

Shipment & Drayage

2022 国际电子电路（上海）展览会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7.1H & 8.1H
2022 年 9 月 13-15 日

境内展品运输指南
指定货运代理商
上海罗杰斯国际展览报关服务有限公司
Shanghai Rogers Exhibition Services Ltd.
地址：上海市娄山关路 83 号新虹桥中心大厦 2201
室
邮编：200336
电话: +86-21 6270 0003
传真: +86-21 6270 0005
邮箱: info@rogerssh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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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国际电子电路（上海）展览会
2022 年 9 月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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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市涞港路 111 号（东门）

8.1H

举办时间 : 2022 年 9 月 13 日至 9 月 15 日
一. 收货人：
上海罗杰斯国际展览报关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娄山关路 83 号
新虹桥中心大厦 2201 室
邮编: 200336
电话: 021 6270 0003
传真: 021 6270 0005
联系人: 任永刚 先生 13701746821 / 梁兴旺 先生 13585707911
二. 截止期
展品
1. 水运，铁路
2. 空运
3. 陆运
三.

布展日前五天
布展日前五天
布展日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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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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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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到展位
2. 空运
从上海机场到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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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 2.00 元每公斤
(最低人民币 400/运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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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进馆现场服务及收费
A
-

服务包括：
卸车，将展品运至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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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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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5000 公斤
5100-10,000 公斤
10,000 公斤以上

进馆
------------------------------人民币 16 元每百公斤
人民币 36 元每百公斤
费率另议

出馆
--------------------------------------人民币 16 元每百公斤
人民币 36 元每百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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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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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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