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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4 届中国电子展

2014 年 10 月 28 日—30 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为便于参展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我们特编写了此《参展手册》。

仔细翻阅《参展手册》中的相关内容，将帮助您顺利参加本次展览会。

《参展手册》中的各种表格，根据参展需要选择填写后，请您务必复印一份存档，再交于此表格

所对应列出的回执单位或部门，以便今后查证。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和要求，请按照本手册第 7页所列相应部门的人员联系。以下是承办单位项目

负责人联系方法。

承办单位：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49号（100036）

电 话：86-10-51662329转 16

联 系 人：崔承哲先生

传 真：86-10-68132578、68189519

展会网址：http://www.icef.com.cn

电子邮件： choisc@ceac.com.cn

同期举办：2014亚洲电子展 （2014 Asia Electronics Exhibition in Shanghai ）

亚洲电子展《参展手册》及相关事宜请联系：

展会网址：www.aeesshow.com

电 话：86-10-51662329 转 68

传 真：86-10-68189519

电子邮件：aees@ceac.com.cn

联 系 人：张曦 Seekee Zhang

若了解更多展会信息，可随时浏览我们的网页。我们的网页将随时更新，以保证资料的及时性。

您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将尽快给您满意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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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4届中国电子展确认书

：

欢迎参加第 84届中国电子展。贵公司参展费用已收到。

贵公司展位确定为 。

请于 2014年 10月 26日（特装展位）、27日（特装展位及标准展位）

8:30—16:00持本确认书到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三号入口大厅报到，领取参

展商证及有关资料。

注：

1．请持本确认书的原件报到，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失误。

2．本确认书只作为参展商参加本次展会办理参展手续之用。特装展位参展商的搭建商应提前

与相应主场搭建商联系，提前办好进馆手续，以保证顺利进馆布展。

特装展位搭建商可于 10 月 25 日上午 10:00 开始，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三号入口大厅办理手

续。

10 月 25 日仅限于特装展位搭建商办理手续，但不能进馆搭建。

3．这份确认书的背面，是本届展会的安全责任书。请贵公司在责任书上签字盖章。当你在组

委会报到时，就视同你公司了解了安全责任书的相应条款。

4．请附上一张您的名片。

中国电子展组委会

（盖章有效）

2014年 月 日



第 84 届中国电子展

2014 年 10 月 28 日—30 日 上海

4

第 84届中国电子展安全责任协议书
展位号：

为确保本届展会安全、顺利进行，展览会主办单位与参展商签订本协议。

你公司的参展主要展品（请列详细）：

1. 展会期间，参展人员要严格遵守国家和上海市的有关法规，遵守大会有关安全规定，服从主办单位的管理。

2. 参展人员须佩戴参展证进入展馆，10月 26日进入展馆所有人员必须戴安全帽。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到岗和离岗。

3. 不得在电子展上展出与电子无关的产品（如首饰、保健器械、服装等），不得现场销售任何产品（包括自己展品）。

4. 不得在本公司展位以外的任何地方摆放有展品展具、演示产品及发放宣传资料等。

5. 不得使用双面胶。所有展示及展品应选用挂钩方式。

6. 严禁将易燃、易爆、有毒、有放射性物品携入馆内。不得使用弹力布做为展台装饰。

7. 严禁在展馆内吸烟，严禁明火作业。不得外带盒饭及花草进入场馆。

8. 现场演示、演出的声响，不得高于 60分贝（主办单位界定）。违反规定，主办单位有权停止此展位供电。

9. 展品及其它设备一经进馆，未经主办单位同意不得移动或携出。严禁移动不属于本展位的展品、展具。

10. 每天早 8:30 参展人员开始进入各自展位。观众参观期间( 9:00到 17:00 ），展位内展品及参展人员安全责任

由各参展商承担。17:00 开始清场。参展人员应在保安人员清场到本展位时，方可离馆。17:30闭馆。

11. 开馆期间公共区域的安全由主办单位负责。闭馆后的场内安全由主办单位委托展馆保卫部门负责。

12. 易丢失的小件、贵重展品，在布展安置时请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如拴牵、加防护罩等）。如有必要，可在每天

闭馆时携出展馆，第二天开馆时再带进馆，但必须到现场业务组开具携出证，由展馆大门保安验证放行。

13. 参展工作人员个人物品如背包、手机等要妥善保管，以防丢失。如果需要可拨“110”报警。

a) 展览会于 2014年 10月 30日 16:00闭幕。其后，主办单位开始为参展单位统一开具所有展品携出证。从

16:00开始撤展货车可以进入物流通道。16:00开始展会停止供应水、电、气。

b) 特装展位须在 30日 17:00后方可拆卸结构，16:00至 17:00之间，特装仅可包装整理展品。

c) 具体时间请参照当天派发的撤展通知。

14. 2014年 10月 30日 15:30开始，在各馆现场办公室开始办理出门手续。在此之前，只办理随身小件物品出馆

的手续。严禁提前撤展。

15. 展会期间如遇突发事件，不要惊慌，听从主办单位的指挥，有序疏散避险。

16.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备查。

为保证您的展品及个人物品在展览过程中的安全及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展馆警务特别提示如下：

1、参展展品务必自行投保。 2、本协议书第 12、13条的提示。 3、远离黑租赁，以免展品丢失。

4、展品回运务必使用主场运输商或主场运输商推荐的运输商。

参展单位： 主办单位：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代表人（签字）： 日 期： 2014年 月 日

（此表复印留底，以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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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联系名单

主办单位 签证申请

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49号（100036）

电 话：010‐5166 2329转 16

传 真：010‐6813 2578

邮 件：choisc@ceac.com.cn

联系人：崔承哲

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49号（100036）

电 话：010‐5166 2329 转 61

传 真：010‐6813 2578

邮 件：liuyd@ceac.com.cn

联系人：刘怡冬

展览业务管理 指定运输代理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49号（100036）

电 话：010‐5166 2329转 32

传 真：010‐6813 2578

电 邮：haobh@189.cn

联系人：郝宝恒

海程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市四川北路 1318号盛邦国际大厦 2407-2408室

邮政编码：200080

电话：021-5108 0887 x 861
传真：021-6876 0433
电邮：frank_chen@bondex.com.cn
联系人：陈亮 手机：1381 8752 465

指定搭建商

N1 号馆

N2 号馆

上海华进新思维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青四村龙江路 180号（201201）

联系人：郁雷 手机：18616338450

电 话：021‐6891 1200转 106 传真：021‐68911211

邮 件：633019925@126.com

开户行：建设银行上海市龙东大道支行

帐号：31001561414050001283

N3号馆、

N4 号馆、

室外广告

上海协合广告装潢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虹梅南路 4839号 （201109）

联系人：刘云

电 话：021‐6450 7887 手机：13311855671

邮 件：1224650541@QQ.COM

银行帐号：1001271509006755223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华山路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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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平面图

交通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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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服务设施介绍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位于浦东龙阳路和芳甸路交汇处。

商店

五金、文具

一般购物

展览现场零售店

观众交通

地铁：

2号线经龙阳路转地铁 7号线至花木路站下（N1馆旁）

公交：

大桥五线、大桥六线、东川线、申庆线、杨祝线、方川线、沪施线、

申江线、983路等。

出租：

展馆三号入口大厅（N5 馆旁）外提供出租车服务

观众注册
三号入口大厅（靠近花木路和罗山路交岔路，N5馆旁）、

二号入口大厅（靠近地铁七号线至花木路站和嘉里酒店 N1馆外）

商务中心 三号入口大厅

新闻中心 展会现场

小吃店 所有场馆南侧均设有小吃吧。

餐厅

展览现场：

设有中式及西式快餐厅，同时在每个场馆接口外设盒饭供应点。

展馆附近：

龙汇路为餐饮一条街，靠近白杨路，距离展馆 5分钟车程

推荐宾馆 见 后页

警务安全 在W4馆东侧，设有公安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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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信息

1. 展览信息

展览会名称：第 84届中国电子展

展览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www.sniec.net）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 2345号，邮编：201204

展览时间：2014年 10月 28日—30日（周二至周四）

参观时间：2014年 10月 28日－29日 09:00－17:00

2014年 10月 30日 09:00－16:00

2. 展馆技术数据

展馆地面承重 3.3吨/平方米

允许搭建高度 4.5米（超过（含）4.5米需要专门申报!）

入口（展品进入展馆） 每个展馆 8扇大门（5.3米宽×4.1米高）

消防 烟感报警，自动喷淋，便携式灭火器

保安系统 24小时保安服务，中央监控，传感器报警

3. 新闻中心公司 新产品及信息发布

主办单位将在展前多个知名媒体上发布参展企业的新品信息，开展期间更会邀请世界各国、各

地区的记者参观展会，收集展会信息并作专题报道。为了更好地使用该项服务，参展商可将新闻材

料提前提供给组委会，以便报道。

信息提交截止日期：2014年 9月 26日

提交方式：以“Word”文档方式 email至:11719173@qq.com

4. 其它相关信息

气候：上海 10月底平均气温为 23度。

保险：建议展商和各代表团在本国（或本地区）完成个人意外事故保险，财产保险和展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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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展览会时间安排

项目 日期 内容 使用证件 时间

特装搭建商 2014年 10月 25日 办理特装手续 10:00-16:00

展商报到
2014年 10月 26日-27日 特装展台展商报到

确认书
08:30-17:00

2014年 10月 27日 标准展台展商报到 08:30-17:00

布展期

2014年 10月 26日-27日 特装搭建、布展 特装施工证 08:30-20:30

2014年 10月 27日 标准展台布展
参展商证

08:30-20:30

2014年 10月 27日 展台安全检查 14:00-15:30

展览期

2014 年 10 月 28 日-10 月 30
日

展商入场、清场 参展商证 08:30-17:30

2014年 10月 28日 开幕式

观众证

10:00-10:30

2014年 10月 28日-29日
参观时间

09:00-17:00

2014年 10月 30日 09:00-16:00

撤展期 2014年 10月 30日
标准展位撤展 参展商证 16:00-20:30

特装展位拆卸 特装施工证 17:00-20:30

敬请注意：

a. 所有参展商均应遵守主办单位的日程安排。

b. 展商在展览 后一天结束后（10月 30日 16:00）才整理展品及撤走展板上宣传资料和海报。

c. 整个展览期间（包括搭建、撤馆及对专业观众开放），18岁以下人员均不得入内。

d. 以上时间安排若有任何调整，主办单位将及时通知所有展商。

6. 研讨会

展览期间，主办单位将组织一系列研讨会，论坛。请各企业踊跃参加。

网上查询： www.ice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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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规则

1. 总则

所有参展商必须遵守本届展会自举办之日生效的参展规则，包括由主办单位及相关机构推出的、

自本届展会举办之日起生效的任何修正文本。

不遵守该参展规则的参展商，主办单位或相关机构有权要求其部分/全部展台关闭或部分/全部展

品清除出展馆。并且，主办单位对参展商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2. 重要信息

本届展会不接受信用卡付费。一切支付款项必须通过银行转账或本地支票支付。

现场租赁等主办单位前期已经认可现场支付的款项，只可用现金支付。

3. 展品/产品的介绍及演示

参展商应在其租赁的展台内演示或展示其设备、展品或产品，同时必须遵循：

a. 向主办以书面形式向主办单位提交演示展品的所有详细材料，并在展览会之前获得批准。

b. 确保所有展示的运转设备由专业人员操作。确保用电安全。

c. 确保噪声不会对参观者或其他参展商造成干扰。噪声标准为 高 60分贝。

d. 确保展品为参展商自己代理或经销的产品。若参展商之间出现争议，主办单位保留裁决权利。

e. 带入展馆的展品、海报、文件和材料必须与本届展览会主题有关，且得到主办单位的同意。

若发现任何展品、宣传材料或展品配套物与本规定相抵触，主办单位有权将该类物品清除出展馆。

4. 入场证件

严格控制入场资格。所有的参展商及其代表、展团和专业参观者都必须佩带各自的胸卡，方可

准许入场。如无付款方面的问题，参展商将在布展报到时在大会报到处统一领到胸卡。

a. 参展商

展会期间，参展商应按照规定时间入场。参展商及其工作人员应至少在观众入场时间前 30分钟

到达各自展台，做好开展准备并认真看管好自己的物品。

不允许 18岁以下人员佩带胸卡及入场。搭建及撤馆期间也将严格执行此项规定。

b. 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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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观众入场前必须填写登记表。仅允许与本行业有关的参观者入内。

无论在搭建和撤馆及对专业观众开放期间，18岁以下人员均不得入内。

5. 报关手续

境外参展商的所有货物和展品必须首先报关，才能进馆。有关要求，请参展商与展览会指定运

输商联系（见本手册第 7页）。

本届展会的指定运输商为：海程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请注意，未经报关的物品一旦入馆就不允许带离。

国外/境外参展商可将所有准备在展览期间发放的样本、宣传单、宣传稿及其它材料和文件一式

两份在截止日期前（见运输指南，手册第 41页）通过主办单位指定的运输商转交上海海关。

主办单位建议：

为了方便展品的运输、报关及处理，主办单位要求参展商必须选择主办单位指定的运输商。

指定的运输商在货运方面将为您提供非常专业的服务，详情请参见“运输指南”。

6．标准展台

a. 标准展台内的任何展品及装饰物的高度不得超过 2.5米（展架的高度）。

b. 所有标准展台必须按照合同规定的面积搭建及铺设地毯（由其主场搭建商负责），租用标准展

台的参展商无权改造其结构或用途。

c. 所有标准展台面向通道的一面必须开放。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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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该参展商向主办单位特别申明），拆除相连展台间的墙板。

e. 未经主办单位指定搭建商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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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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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标准展台已加设了基本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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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填写后面的表格（见 22页表格清单），交付一定的费用，并在开展前得到这

些用品。



第 84 届中国电子展

2014 年 10 月 28 日—30 日 上海

14

h. 如果参展商改变标准展台的任何一处结构，主办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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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特装（光地）展台

a. 所有特装展台搭建必须由所在展馆的主场搭建商进行图纸审核。在设计得到确认后方可进行

搭建施工。

b. 特装展台内 高搭建物不得超过 4.5米（包括 4.5米）。

高度超过 4.5米（包括 4.5米）以上展台，必须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指定审图公司上海汉海展

览咨询有限公司审批！

上海汉海展览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2890 6633/34/35

Email：hah@hahchina.com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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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符合要求的装饰，

主办单位将会采取停电手段，甚至清出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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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展会现场

发现此类问题，主办单位将要求其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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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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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展会现场发现此类问题，必须限期整改。

e. 特装展台的搭建

经主办单位同意后，预定特装展台的参展商可以选择主办单位指定的搭建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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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 展台必须用符合消防要求的材料搭建，严禁用弹力布等易燃材料搭建。木结构内部要涂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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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展台地面必须铺设地毯或其它合适的材料；

⑵ 如果主办单位认为展台设计中的背板或侧板遮挡了邻近展台，主办单位保留要求其改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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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样应符合主办单位认可的质量要求。

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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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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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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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有权选择合适位置固

定展台号，并向参展商收取相应费用。

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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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双层展台/超高展台

特装展台高度限制在 4.5米以内（不包括 4.5米）。

除非主办单位同意，不提倡特装展台参展商设计、搭建双层展台、超高展台（4.5米及以上）。

双层展台/超高展台的搭建申请必须在展会开幕前 1个月（2014年 9月 27日）之前，提交至：

上海汉海展览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2890 6633 / 34 / 35

Email：hah@hahchina.com

上海汉海展览咨询有限公司将对其进行审核。

您可以直接向上海汉海展览咨询有限公司索取审核表格（www.hahchina.com）。

所有提交的文件必须是中文的，所有图纸按规定比例绘制。传真的图纸和文件不予受理。

审批的费用由参展方承担。

汉海展览咨询公司审图费用表

审图费（双层展台） 50/平方米

审图复核费（双层展台） 25/平方米

审图费（室内单层特装展台 4.5 米以上） 25/平方米

如果确有需要，主办单位有权要求展商必须增加额外的安全或防火措施，直到获得整个展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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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批。

9. 通道保障

不允许展台或展品的任何部份，包括门楣、标记、灯具、布线、挂旗角落里的张贴物或其他装

置物伸出或悬挂在任何通道上方或遮挡任何消防或紧急出口，也不允许任何物品附着或悬挂在屋顶

的消防喷头或照明灯具上。

10. 展览区域的恢复

展览结束后，所有特装展台必须立即清理并恢复到场馆原来的面貌。

为保证清除顺利，主场搭建商将在进馆前收取搭建押金。在确定清洁完成后，将全额退还押金。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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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所在场馆的主场搭建商完成。

所有电力供应必须向展台所在展馆的主办单位指定的搭建商预订。

预定特装的展商需将其电力订单和安装位置图一并提交给所在展馆的指定搭建商。并应在供电

之前进行现场检查。

任何被主办单位认为是危险的或可能对其他展商或观众产生不便的电力设备，主办单位有权进

行断电。

12. 失物招领

失物招领应向保安部查询。主办单位不对在规定期限内未捡到的物品负责。

13. 组团单位

所有组团单位应负责保证其展团内所有的展商了解并遵守此手册所有的规定和条例。

14. 展品的进场

请将全部展品交付展会指定运输代理商海程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由该公司协调贵司展品进

场。如果展商未能提前通知展会指定运输商，我们将不能保证贵公司展品按时进场。

所有运单及单据应清楚地显示相关内容（请参见“运输指南”）。

注意事项：

a. 考虑到安全因素及保证对现场活动有效的控制和协调，除展览会指定运输代理商海程邦达国

际物流有限公司，其他任何运输商都不得在馆内施工或操作起重设备。请务必严格遵守此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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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展商只能在装卸区进行货物的运输和装卸。展馆保安或现场协调员会监督引导货车以确保整

个过程的顺利安全进行。

c. 展商应在“展览时间安排”规定的时间内进馆。展商需在展台接收其展品。

d. 主办单位不接受任何展商的托运，同时也不负责展品运送的失误。

提醒展商注意：在布展期间贵重物品 易丢失，在所有手提物品撤走或打包，及租用器材、设

备归还供应商之前，请确保您的展台有人照看。

15. 参展人员管理

布展期间，所有进入场馆的施工人员，均需佩戴安全帽。对没有佩戴安全帽的人员，现场管理

人员有权拒绝其进入展场。同时，所有施工人员必须佩戴场馆提供的有效证件方可入场。

展览开放期间所有展台必须人员齐备，运转正常。展商不得进行干扰或可能干扰观众或其他展

商的任何活动。

展商的活动和人员必须限于其展台或展区内。我们必须提醒展商，在展览会结束（2014年 10

月 30日 16:00）之前，所有展品必须处于展览状态。在此之前，主办单位将阻止参展商的一切撤离

行为。展商不得在展馆其它地方进行广告宣传活动，比如宣传单、样本、杂志的散发等。除了为其

产品寻找地区代理，展商不得利用展览进行人员招募。

16. 终未能参展

已经签署并提交有效展台预定合同，但未参展且未被主办单位免除合同义务的展商，应支付合

同规定的所有费用及主办单位因展商未参展而产生的额外费用。

17. 消防

所有展商及其承包商、工作人员、代理、服务人员等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以及上海

新国际博览中心的消防安全规定。

任何人遇到火情，无论多小，都应启动火灾警报，尽力将其扑灭或控制，并撤离附近的所有物

品。同时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展台挡板及其它专用服务区内不能存放包装材料或宣传册。展馆内部及周边的消防通道必须保

持畅通无阻。

18. 吸烟

展馆内严禁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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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餐饮与花草

展馆内有指定的餐饮和花草供应商，在未经展馆方同意的情况下，任何其他供应商不得经营此

类业务。

除指定外，外来盒饭一律不得进入展馆。

20. 保安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保安部负责展出期间展厅内展品的保卫和安全。但是，对于展览会上任何

人或任何财产无论何种原因所遭受的任何损失或损坏，概不负责。

请务必为您的展品投保，并且保险应包括展会的所有阶段。

21. 展台清洁

主办单位安排展览会每天开馆前和闭馆后的各个展厅公共区域的清洁工作。展商负责自己展台

的清洁。

22. 垃圾清理

在展台搭建和撤展时，包装、展台搭建材料或碎片不得阻塞展馆内通道。负责特装展台搭建或

展台内部装修的搭建公司每天必须负责清理展台内搭建用废弃物。油漆和锯木的工作只能在展馆外

指定地点施工。

展览会结束时，展台搭建公司必须按照“展厅时间安排”中所规定的时间清理现场所有的材料。

23. 展品包装物的存储

存储和运送展品的纸板箱、板条箱、箱子、包装材料和集装箱不得存储在展馆内。展商必须委

托指定运输代理公司预先安排存放这些物品。

主办单位保留移走和处置留在展馆内物品的权利。任何由存储和处置发生的费用由展商承担。

24. 责任和保险

所有参展商必须自费安排全程保险，包括从出发国家、地区到展台（包括展期），到返回。我们

强烈建议展商在每天展会结束时将易携带物品和贵重物品打包并妥善保管，因为这个时候是丢失和

盗窃的高发时段。所有物品在任何时间都不应随意摆放。主办单位对于展览期间展商的物品、展商、

其代理、观众或其他任何人带进展馆的物品的安全不负责任。

展商应确保给所有项目予以保险，同时应承担公共责任和保护。展商的责任期应为从展商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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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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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应确保补偿主办单位由于本身或其代理、搭建公司或客人行为造成的任何损失及因此发生

的相关费用。

展商对于展台内的任何家具的丢失，损坏必须负责。在接通、切断电源之前，展商应采取必要

的措施以防设备、展品的损坏。

展商必须确保他们的临时雇员或代理给予了相关保险。

如果有必要，展商应向主办单位提供以上保险的相关证明文件。

25. 破损

由展商、其代理、搭建公司之相关雇员造成的展览场地设施的破损所发生的费用由展商负责。

对于申请装修标准展台的展商，由展商、其代理、搭建公司或其相关雇员造成的展台装修材料，

如地面铺装物、灯具和租用设备的损坏所发生的费用将由展商负责。

26. 不可抗力

由于不可抗力因素，展会的时间有可能改变。主办单位不承担展商直接的或间接的由于以下原

因而遭受的损失：遭遇火灾、洪水、地震、风暴或其它自然灾害、政府行为等不可抗力、劳工争端

引起的法律判决。在以上情况下，主办单位不退还展商已付的全部或部分款项。

27. 主办单位决策权

如果现场发生分歧或争执，将采纳主办单位的决定。本着对展会和相关参与者有利的原则，为

了适应和满足不可预见的情况，主办单位同样保留修改以前的决定的权利。

28. 不可预见情况

如有超出本“规定”和参展合同内指明的不可预见情况发生，主办单位的决定将是 终决定。

29. 重要提示

特装展台在开始进馆搭建之前，由参展商或参展商自行指定的搭建商向场馆支付搭建管理费及

搭建押金。只有确定交付了以上费用之后，特装展台的参展商及其搭建商才能得到布展证（此证需

向场馆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购买，每张 30元人民币）。

搭建管理费为 25元/㎡/展期。

每个特装展台的 低搭建押金为 3000元人民币。搭建押金由展台所在场馆的主场搭建商代为收

取，并开具收据。展台拆除完毕后，地面如无损坏并保持清洁，搭建押金将返还给搭建商。

展会布展期间，场馆及各馆主场搭建商将在展馆三号入口大厅及各馆服务处办理收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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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特装展位能尽快进馆布展，我们将于 10 月 25 日上午 10:00 开始，在上海新国际博览

中心三号入口大厅接受各特装参展企业办理进馆手续（10 月 25 日不能搭建）。

特装展台必须铺设阻燃地毯，否则将不准许布展及展示！

阻燃地毯的具体要求，请向所在场馆主场搭建商咨询。

特别注明

所有特装展台搭建商在进馆前签署《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安全责任书》，并送给所在在场馆的主

场搭建商，然后由主场搭建商转交给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如果没有签署《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安全责任书》的搭建商，主办单位有权拒绝进场搭建。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安全责任书》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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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安全责任书

为了确保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心）的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施工安全，维护中心宁静、安全

和环境整洁，本施工单位在中心展馆内进行装修或搭、撤建工作时，承诺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一、 认真贯彻国家、上海市和上级劳动保护、安全生产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安全生产、消防

工作的方针、政策，严格执行有关劳动保护法规、条例、规定。

二、负责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培训教育，施工人员要持有上岗证，进场施工时必须带安全帽，在 2 米以上高度

作业时必须系安全带。要督促施工人员遵守施工安全操作规程，按照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和消防措施。要

指派现场安全负责人，负责日常的安全检查、监督工作，并佩戴明显的标识。

三、严格按照中心关于展厅内外的各项操作和使用规定作业，自觉服从中心有关工作人员对装修过程的检查和监督。

四、施工期间严格遵守中心的各项安全、防火管理制度，如有违反愿意承担全部责任以及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五、高空作业时，施工人员需具备登高作业许可证或相应的资格证书，并有安全措施。如发生问题，施工单位将承

担一切责任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六、施工期间应保持展厅内建筑、结构、设施设备、配件的清洁、完好。如有损坏或污染，将参照中心的《建筑、

结构损坏赔偿报价表》和《设施设备、配件损坏赔偿报价表》照价赔偿。

七、严格执行防火、防爆制度。展厅内禁止吸烟。严禁将易燃、易爆物品（如油漆、香蕉水、二钾苯等）带进场馆，

严禁在展厅内动用明火、使用电炉和焊接。

八、严禁在消防通道内堆放物品，确保馆内消防通道、安全通道及公共走道的畅通。

九、在施工过程中，严禁出现影响建筑结构和使用安全的行为。

十、禁止施工人员私自承接与本摊位搭建无关的工作及擅自在场内揽活。

十一、禁止将摊位搭建或拆除工作转包给私人、个体或无法人资格及相关资质的单位实施施工。

十二、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装修材料和设施。

如有违反以上规定的行为，本施工单位愿意接受中心、主办单位、场馆保安的处理，并承担全部责任。

展会名称：第 84 届中国（上海）电子展

展位号码及名称：

施工单位签章： 责任人签字：

2014 年 月 日

所有特装展台搭建商在进馆前签署此安全责任书，并送给所在在场馆的主场搭建商，然后交给

展馆方，若没有签署的将不被允许进场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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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清单

序号 表格内容 重要性 截止日期

1 标准展台楣板公司名称 ★ 2014年 9月 26日

2 标准展台设施选择 2014年 9月 26日

3
特装展台搭建商申请 ☆ 2014年 9月 26日

搭建管理费、搭建押金 ☆ 2014年 10月 26日前

4 三相电源及压缩空气供应 ☆ 2014年 9月 26日

5 展具租赁电器设备及配件 2014年 9月 26日

6 电器设备及配件 2014年 9月 26日

7 电话，互联网 2014年 9月 26日

8 展台服务 2014年 9月 26日

9 现场广告预订 2014年 9月 26日

10 会刊登录 ★☆ 2014年 9月 26日

11 会刊广告登记合同表 2014年 9月 26日

12 展商胸卡 * 2014年 9月 26日

13 来华签证申请 2014年 9月 28日

14 客户邀请 2014年 9月 26日

15 贵宾提名 2014年 9月 26日

16 展品进出馆登记 布展期间

17 运输指南

此页的相关内容，请参展商仔细阅读，其中：

标注“★☆”为所有展商必填项；

标注“ ★ ”为标准展位展商必填项；

标注“ ☆ ”为特装展台展商必填项。

请展商填妥后立即返回指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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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标准展台楣板公司名称 截止日期：2014年 9月 26日

标准展台楣板公司名称与会刊信息中的公司名称相同。

此资料组委会根据参展商在线提交的会刊信息中提取，不需要展商额外提交。（如下图）

对于标准展位参展商，名称将印在楣板及大会有关资料上，特装展位的名称将印在大会有关资

料上。

• 如果在截止日期仍未提交的，主办单位将采用合同书上的公司名称和内容，现场修改楣板，每块

楣板收费 200 元，并只能在 2-4 小时内完成更换。

•同一展位楣板出现 两个以上公司名称，展商名称上下排列且不标注英文名称。

特殊要求的楣板请直接与相应的主场搭建商直接联系，缴纳相应的费用。

标准展台的基本配置：一张洽谈桌、两把折椅、两盏射灯、一个 220V/5A（提供 大功率 500W

的电源插座）。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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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 标准展台设施选择

截止日期：2014年 9月 26日

请回执（联系方法见第 7 页）：

N1、N2：上海华进新思维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郁 雷：18616338450 邮箱：633019925@126.com

N3、N4：上海协合广告装潢有限公司

联系人: 刘 云 : 13311855671 邮箱: 1224650541@QQ.COM
周晓华 : 13917754261 邮箱: 352143203@QQ.COM

A. 展台侧面墙板展开图 B. 展台地面图

请在相关位置标注出贵公司所需要添置的设备等

所需设备 日光灯 射灯 三相电源（容量） 电话 水源 压缩空气

符号 A B C 安培 E F G

注意：

1．所有添加设置将按照 N1、N2、N3、N4号馆

向不同的搭建商分别申请。

2．标准展台的基本配置：

一张问讯台、两把折椅、两盏射灯、

一个 220V/5A（提供 大

功率 500W的电源插座）。地毯、废

纸篓。

参展单位： 展位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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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 特装展台搭建商申请

截止日期：2014年 9月 26日

请回执（联系方法见第 7 页）：

N1、N2：上海华进新思维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N3、N4：上海协合广告装潢有限公司

联系人: 刘 云 : 13311855671 邮箱: 1224650541@QQ.COM
周晓华 : 13917754261 邮箱: 352143203@QQ.COM

此表须由参展商及其委托搭建商共同填写

展台参展企业：

地址：

负责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签名： 日期：

展台搭建商：

地址：

负责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签名： 日期：

申请电箱容量(A/三相) 网线

1．所有申请特装展台的参展商均须填写此表。并邮寄/传真至参展商所在场馆的指定搭建公司。

2．预定特装展台的参展商可选用指定搭建商或自己选择搭建商，但在该搭建商开始进馆工作之前，

必须得到主办方/各场馆指定搭建商/展馆方批准。

3．展商可以自行指定搭建商，但展台设计图纸必须经过审批。

4．双层展台/超高展台（4.5 米及以上）的搭建申请必须在展会开幕前 1个月（2014年 9月 28日）

之前，提交至：

上海汉海展览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2890 6633/34/35 Email：hah@hahchina.com

上海汉海展览咨询有限公司将对其进行审核。

您也可以直接向上海汉海展览咨询有限公司索取（www. hahchina.com）。

5．同时在开始搭建前，需先支付搭建管理费及搭建押金（细节见下页）。

参展单位： 展位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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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管理费、搭建押金

特装展商可以自行指定搭建商，但展台设计图纸必须经过审批（4.5米以下，由主场搭建商审核，

4.5米（含 4.5米）由上海汉海展览咨询有限公司审核），并在开始搭建前，由相应主场搭建商收取

搭建管理费。

1．搭建管理费为 25 元人民币／平米／展期。

搭建管理费必须于展览开始前（布展前）支付。请参展商或参展商指定的搭建商在布展前支付。

搭建管理费由各主场搭建商直接收取并开具发票。

搭建管理费将在布展期间办理收取。

为了加快办理进馆手续，各搭建商将 10月 25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三号入口大厅提前办理

手续。请注意与主办单位随时确认或与代理商联系。

2．搭建押金为每平方米 100 元人民币，每个特装展台 低需支付 3000 元押金。

小于等于 36㎡每个展台需缴纳：RMB 3000/展期，

36㎡以上，100㎡（包括 100㎡）以下的，缴纳：RMB 5000/展期，

100㎡以上，缴纳 RMB 8000/展期。

展台拆除完毕后，地面如无损坏并保持清洁，并退回电箱等，搭建押金将返还给搭建商。

3．专用施工证

搭建商在支付搭建管理费、搭建押金后，方可到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制证中心购买到专用施工

证，进行布展施工。

每张搭建胸卡需向交付 30元人民币。具体要求请向各主场搭建商咨询。

4．所有展台设计图纸（包括立面图和俯视需标上具体尺寸和 高搭建物高度）正本必须在 2014

年 9月 26日之前交于所在场馆的主场搭建商审批认可。未经认可的设计在展会期间不许搭建。

5．电力供应必须向各场馆的主场搭建商预定。

6．电力接通前，所有接线布置均须接受各场馆的主场搭建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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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4 三相电源及压缩空气供应

截止日期：2014 年 9 月 26 日

请回执（联系方法见第 7 页）：

N1、N2：上海华进新思维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N3、N4：上海协合广告装潢有限公司 联系人: 修青女士

电话: 021-64507887 13817342560
邮箱: 2488660764@QQ.COM
银行帐号：1001271509006755223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华山路支行

若参展商需要以下物品，填写此表，并寄/传真至以上各相关搭建公司。若无须此项服务，跳过。

所有预定物品须在展台位置图上注明。

三相电源及压缩空气

三相电源

电源大小 预定单价(RMB)/展期 预定数量(只) 金 额(RMB)

15A/380V（700元押金） 1500

30A/380V（700元押金） 1800

40A/380V（800元押金） 2100

60A/380V（800元押金） 2700

100A/380V（1500元押金） 4100

金额合计：

空压机费用

气源大小(10㎜管径) 预定单价(RMB) 金额

（含 10米管） ≤排量 0.4M3/分钟 4000

金额合计：

• 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定单，加收 50%；开幕当天加收 100%，且可能不保证。

• 主办方将根据您的要求提供未列入此表的物品。此类物品单独报价。

• 上述各租赁项目不可互换，如若取消订单，费用不返还。

• 空压机必须向所在主场预订，不准自行携带空压机入场及使用。

参展单位： 展位号：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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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5 展具租赁

截止日期：2014 年 9 月 26 日

请回执（联系方法见第 7 页）：

N1、N2：上海华进新思维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N3、N4：上海协合广告装潢有限公司 联系人: 修青女士

电话: 021-64507887 13817342560
邮箱: 2488660764@QQ.COM
银行帐号：1001271509006755223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华山路支行

若参展商需要以下物品，填写此表，并寄/传真至以上各相关搭建公司。若无须此项服务，跳过。

所有预定物品需在平面图上标注其编号。

展具租赁表

编号 物品说明 单位(人民币) 数量 总价（人民币）

A01 折椅 40

A02 办公椅 100

A03 黑色吧椅 100

A04 询问台（100L×50W×75Hcm） 100

A05 方桌（70L×70W×80Hcm） 100

A06 长方桌（140L×60W×75Hcm） 150

A07 圆桌（70LΦ×80Hcm） 100

A08 锁柜（70L×50W×75Hcm） 200

A09 矮玻璃饰柜（100L×50W×100Hcm） 350

A10 高玻璃饰柜（100L×50W×200Hcm） 500

总计

• 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定单，加收 50%；开幕当天加收 100%，且可能不保证。

• 所有指定搭建商亦可提供未列入此表的物品，若参展商需要，可向各自展馆相对应的指定搭建商

申请。此类物品将单独报价。

• 表格中所标尺寸与结构与实际物品可能略有不同。请随时与相应搭建商联系，确保合乎展商要求。

• 所有物品均为租赁品，不得交换、转移、退换。若取消租赁，搭建商将不退费用。

参展单位： 展位号：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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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6 电器设备及配件

截止日期：2014 年 9 月 26 日

请回执（联系方法见第 7 页）：

N1、N2：上海华进新思维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N3、N4：上海协合广告装潢有限公司 联系人: 修青女士

电话: 021-64507887 13817342560
邮箱: 2488660764@QQ.COM
银行帐号：1001271509006755223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华山路支行

若参展商需要以下物品，填写此表，并寄/传真至以上各相关搭建公司。若无须此项服务，跳过。

所有预定物品须在展台位置图上注明。

电气设备及安装

编号 物品说明 单价（人民币） 数量 总价（人民币）

B01 42’ 等离子电视机 1300

B02 射灯（100瓦） 100

B03 长臂射灯 100

B04 短臂冷光灯（50瓦） 100

B05 长臂冷光灯（50瓦） 100

B06 牛眼灯（50瓦） 100

B07 筒灯（100瓦） 100

B08 冷光灯（50瓦） 100

B9 日光灯 40瓦，1.2m长 100

总计

• 预订特装的展商必须预订照明用电。

• 插座仅供标准展台客户的展品用电，不可用作照明、接灯。

• 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定单，加收 50%；开幕当天加收 100%，且可能不保证。

• 主办方将根据您的要求提供未列入此表的物品。此类物品单独报价。

• 上述各租赁项目不可互换，如若取消订单，费用不返还。

• 参展商亦可预定以上表格内没有注明的电器，但须与各自场馆指定的搭建商联络并确认价格。

参展单位： 展位号：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第 84 届中国电子展

2014 年 10 月 28 日—30 日 上海

30

表格 7 电话，互联网

截止日期：2014 年 9 月 26 日

请回执（联系方法见第 7 页）：

N1、N2：上海华进新思维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N3、N4：上海协合广告装潢有限公司 联系人: 修青女士

电话: 021-64507887 13817342560
邮箱: 2488660764@QQ.COM
银行帐号：1001271509006755223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华山路支行

如果参展商需要以下服务，请填写此表，并寄/传真至以上各相关搭建公司。若无须此项服务，跳过。

——价格以人民币计——

市内直线 LDD 1200.00/条/期

国内直拨 DDD 1200.00/条/期 (1000元押金)

国际直拨 IDD 3000.00/条/期 (4000元押金)

基于光缆的 1M宽带， 一个公网 IP地址 4500.00/条/期

• 若电话设备/传真机未遭损坏或遗失，押金全额退还。若设备损坏或遗失，修理/更换费用从押金中

扣除。电话费从押金中扣除。一切差额均会退还给参展商，并会据此为其开列余额清单。

• 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定单，加收 50%；开幕当天加收 100%，且可能不保证。

• 搭建商将根据您的要求提供未列入此表的物品。此类物品单独报价。

• 电话费用将于展览结束时单独计算。

参展单位： 展位号：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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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8 展台服务

截止日期：2014 年 9 月 26 日

请回执（联系方法见第 7 页）：

N1、N2：上海华进新思维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N3、N4：上海协合广告装潢有限公司 联系人: 修青女士

电话: 021-64507887 13817342560
邮箱: 2488660764@QQ.COM
银行帐号：1001271509006755223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华山路支行

如果参展商需要以下服务，请填写此表，并寄/传真至以上各相关搭建公司。若无须此项服务，跳过。

展台服务价格

编号 物品说明 单价（人民币） 数量 总价（人民币）

档板上制作公司标志，200毫米高，即时贴 300

档板上制作公司标志，200毫米高，数码喷绘 500

普通人工每小时 200

展台地毯工每小时 200

展台美工每小时 200

• 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定单，加收 50%；开幕当天加收 100%，且可能不保证。

• 搭建商可根据您的要求提供未列入此表的项目。此类项目将单独报价。

• 上述各租赁项目不可互换，如若取消订单，费用不返还。

参展单位： 展位号：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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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9 现场广告预订

截止日期：2014 年 9 月 26 日

请回执：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49号（100036）

电 话：86‐10‐51662329转 16

联 系 人：崔承哲先生

传 真：86‐10‐68132578、68189519

电子邮件： choisc@ceac.com.cn

以下是主办单位为参展商提供的广告机会，更多现场广告图片请浏览：

http://www.icef.com.cn/fall/ad_locade.shtm

请准确填写所需的广告数量（所有广告含发布费、制作费，但均不含设计费）

广告名称 价格（RMB）/展期 数量 预订

展厅内悬挂点（广告旗尺寸小于、等于 5平方米） 3000元/单面+4000元吊点费 限制

展厅内悬挂点（广告牌尺寸大于 5平方米） 600元/m2/单面+4000元吊点费 限制

室外可移动广告板 5m×8m（不包边） 18,000/个 15块

室外可移动广告板 5m×4m（不包边） 10,000/个 30块

注意：以上的广告数量有限。外商广告加收 50%。

• 请在截止日期之前将设计光盘快递或 EMS送至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 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定单可能不予受理，并且费用将加收 50%，而且可能不能保证时间与广告位置。

• 请在开展前一周将所有款项付清,未收到汇款之前,预订服务不予受理。

收款单位：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开 户 行：招商银行北京万寿路支行

银行帐号：861382076910001

• 上述各租赁项目不可互换。如若取消定单，费用不返还。

• 部分广告式样取决于场馆——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将由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负责收费、制作、放置。

参展单位： 展位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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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0 会刊登录

此资料由参展商在线提交，如不在截止时间内提交将无法在会刊上刊登。

在线提交说明：请联系您的业务代表，索取用户名及密码。在官网（即：shanghai.icef.com.cn）

中→登录“展商自服务”后台→左侧菜单“会刊信息”中，提交会刊信息。（如下图）

关于此项操作如有疑问，请与组委会直接联系！

联系人：王雪梅

联系电话：010-51662329转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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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1 会刊广告登记合同表

截止日期：2014 年 9 月 26 日

申请单位名称

单位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

传真 E-mail:

彩 色 广 告 价 格

封底 210×285mm 15000 元

封二 210×285mm 10000 元

封三 210×285mm 8000 元

(外商广告加收 100%)

彩插一 210×285mm 10000 元

彩插三 210×285mm 8800 元

彩插五 210×285mm 6800 元

彩插页 210×285mm 5800 元

申请广告版面和要求：

我单位申请在中国(上海)电子展会刊上刊登彩色广告第 页，费用共计 元

将于 2014 年 月 日汇出。

申请单位授权签名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授权签名

申请单位公章 授权单位公章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会刊广告款项请汇至：

收款单位：中国电子商情杂志社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万寿路支行

帐 号：861383944310001

（请注明广告费）

请将此广告款 元于本合同有效期 年 月 日前汇出。

其它事项：

本会刊成品尺寸：210×285mm； 出血尺寸：216×291mm；

请提供电子文件储存格式为 jpg 或 tif 格式，分辩率为 300Dpi 以上，大小比例为 1:1

电子文件发送到:E-mail：wangying@ceac.com.cn

菲林片寄至：北京市复兴路 49 号 A 座 703 室（100036）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会刊组

贵单位若有意申请会刊广告，请认真填写此单连同费用(注明“会刊广告费”)及汇款凭证复印件于

2014年 9月 26日前传真至 010-68132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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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2 展商胸卡

截止日期：2014 年 9 月 26 日

此资料由参展商在线提交。

在线提交说明：请联系您的业务代表，索取用户名及密码。在官网（即：shanghai.icef.com.cn）

中→登录“展商自服务”后台→左侧菜单“证件申请”中，提交展商胸卡信息。（如下图）

所有参展商均须在线提交。若参展商没有在线提交，可能仅得到一张通用卡。

如所有参展款项均已付清，参展商将可在开展前（10月 26-27日）从主办方报到处领取胸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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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3 来华签证申请

截止日期：2014 年 9 月 30 日

请回执：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市复兴路 49号 邮编：100036
电 话：010-5166 2329转 61
传 真：010-68189519
电 邮：liuyd@ceac.com.cn
联系人：刘怡冬 先生

• 所有参展商在来华前必须持有入境签证。主办方强烈建议参展商在出发前二个月办理申请。

• 所有商务签证的申请人均须持有中国方面所发出的邀请函。主办方将整理申请信息，并将其转发

给中国政府相关部门，以使其发出邀请函。邀请函将在 15个工作日内准备完毕,并通过传真或电

邮呈交贵公司。

• 收到此签证授权书，申请人须呈交他/她的护照，一张 近的照片，一份完整的签证申请表（可从

当地中国大使馆获得），并前去当地使馆或领馆完成手续。

注意：

1. 护照有效期至少 6个月，计划入境日期须在有效期内。

2. 申请签证所需的邀请函对参展商是免费的。参观观众邀请函收费 60美元/人。

3. 请为每位申请人提供足够数量的复印件,并在截止日期前请用 Excel表格填写,并敬请发电子邮件

至：liuyd@ceac.com.cn刘怡冬 先生收

姓： 名： 国籍： 性别：

护照号码：

出生日期： 出 生 地：

目 的 地：

入境日期： 出境日期：

公司名称：

通信地址：

电话： 传真：

联系人： 职位： 签证签发地：

参展单位： 展位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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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4 客户邀请

截止日期：2014 年 9 月 26 日

请回执：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市复兴路 49号
邮编：100036
电话：010-5166 2329转 19
传真：010-6813 2578
电邮：haobs@ceac.com.cn
联系人：郝博森

所有希望受到免费“客户邀请卡”的参展商均应填写此表。

1. 您可将收到的客户邀请卡提供给您的客户以便邀请他们参观您的展台。邀请卡上将留有专门空

间，可填写上展商公司名称及展台号，以便受邀客户参观。

2. 本次展览会只对专业观众开放，18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入内。

3. 主办单位将根据参展商要求提供观众邀请卡。

4. 主办单位将根据参展商要求额外寄送参观众券（每家参展公司将免费得到 多 500张入场券）。

□ 我们需要 份观众邀请卡。 □ 中文 □ 英文

□ 我们需要个性化电子门票 Email邀请客户（注：须提供贵司的 logo，以便客户更易于辨认贵司）。

请将参观指南寄至（若与以上参展商地址不符）：

公司名称：

联 系 人： □ 先生/□ 女士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参展单位： 展位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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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5 贵宾提名

截止日期：2014 年 9 月 26 日

请回执：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市复兴路 49号
邮编：100036
电话：010-5166 2329转 19
传真：010-6813 2578
电邮：haobs@ceac.com.cn
联系人：郝博森

作为我们宣传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确保展览，尤其是作为参展商的您能享受向买家进行 大

程度地展示的机会。因此，我们邀请您提名的在中国的一些大客户或潜在客户作为此次展览的贵宾。

您的提名人将在展前收到“贵宾邀请函”。贵宾身份能给享受以下待遇：

1. 赠予论坛门票一张，可从同期举行论坛中选择一个免费参加（价值 500-1,000元）；

2. 入场免登记：提前获得入场胸卡，不用现场排队注册；

3. 展场 VIP休息区域免费使用，提供饮料、上网等服务；

4. 免费获得会刊一套（价值 100元）。

我们确保您的提名人的情况被严格保密。

请把您特别希望主办方邀请参加博览会的客户及期望买家列入下表以 Excel表格形式填写，并发

电子邮件至：haobs@ceac.com.cn

姓 名 职 位

公司名称

通信地址

主要产品

邮政编码 电 话

城市/国家 传 真

电子邮件

参展单位： 展位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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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6 展品进出门登记表

注：到达场馆时，请将填写好并签字确认的此表交给主办方报到处工作人员。

参展公司： 负 责 人：

运输公司： 负 责 人：

展 台 号： 联系电话：

序号 物品说明 进馆 出馆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主办单位使用

主办单位盖章（进馆） 主办单位盖章（出馆）

进馆时主办单位盖章及存档。

出馆时主办单位盖章及存档（由保安人员检查及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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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7 运输指南

2014 年秋季第 84 届中国电子展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14年 10月 28日-10月 30日

尊敬的参展商,

非常荣幸地告知您，海程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已经被主办机构委托为本次展会的指定运输代

理，负责此次展会的运输服务、现场操作及展品清关。

有关展品运输事宜，敬请联系：

海程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四川北路 1318号 盛邦国际大厦 2407-2408室 邮编：200080

www.bondex.com.cn

联系人

陈亮 先生 周振 先生

手提：(+86) 1381 8752 465 手提： (+86) 1801 7228 865

电话：(+86 21) 5107 8887 x 861 电话： (+86 21) 5107 8887 x 878

传真：(+86 21) 6876 0433 传真： (+86 21) 6876 0433

电邮：frank_chen@bondex.com.cn 电邮： zhen _zhou@bondex.com.cn

预祝您参展顺利！

海程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谨呈

后附：

国内展品运输指南

国内展品运输委托单（附件 I）

运输标签（附件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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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展品运输指南

A．日程安排

收货期限

A. 货物直接运抵展馆门口 请安排展品于展会指定布展期间运抵展馆门口

B. 货物直接运抵海程邦达仓库（即中超仓库） 2014年 10月 20日前

单证提供期限

国内展品运输委托单 2014年 10月 15日

相关托运单 预定抵达上海前 5个工作日

来程费用付清期限 2014年 10月 22日前

B．收货人信息

 接货方式 A

收货人为参展公司，联系方式须为参展商布展负责人的信息。

 接货方式 B

 收货人 ：海程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仓库地址 ：上海市 闵行区陪昆路 208 号

 联系人 ：李海燕 小姐：021-64908935

 仓库收货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 08:00-17:30（节假日除外），双休日不收货。

(安排送货前请和周振先生事先联系，不要在没有收到我司进仓单前自行送货)

C．运输办法

 为保证对参展商的服务质量，维护现场操作有序，请参展商发货前务必填妥《国内展品运

输委托单》（见附件I），并按照本运输指南中的日程安排于2014年10月15日前回传至我司。

 运输标签已提供（见附件II）。请填全其中的全部内容，并在每件货物外包装明显位置上

少加贴2张标签，方可发货。

 发货前展商未与我司联系、展品无运输标签，我司均可拒绝收货。

 回程展品在展会结束后，且已包装完毕后，与我司现场工作人员填写回运委托单，并现场

丈量实际货物尺寸，收费后进行操作。

D．展品包装：

 我们建议展商将货物包装成箱，以便回运时使用。为保证货物在多次运输装卸中不被损坏，请将

包装箱内填满、加固并有支撑。我们不接受任何因包装箱不适合而造成损坏的索赔。

 为降低货物丢失、损坏及晚到的风险，请避免将货物包装得过小（建议每个包装箱的体积大于 1

立方米，例如：1米×1米×1米）。建议展商可将若干小纸箱合并在一个坚固的大箱中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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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货物在展览会运输操作期间将反复被放在户外，包括展览场地的露天仓库，因此建议

包装箱应足够结实并可防雨。不建议使用不可重复装卸和不能重新包装的纸箱。

E．结算条款及方式

 付款条款

来程费用：请依据我司日程安排将来程账单全数汇至我司账户，现场进馆时我司会将发票交给展商。

回程费用：我司将于收到全数付款后安排放货。

所有费用不得因任何索赔，反索赔或补偿而减除或延期支付。

请及时付清我司账单，并回传一份水单给我们。如未在如上期限内付清我司账单，我司有权终止服

务，而不承担所产生的后果。

 我司账户：

收款方名称：海展（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人民币账号：97540155300000081

收款方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玫瑰广场支行

(银行汇款手续费须由付款人支付)

F．服务备注：

 凭借展商或其指定代理的书面授权，我们将代表展商完成展品开箱、装箱和交付等工作。展商代

表需于布展及撤展期间到现场指导展品就位、拆箱、再包装操作。如因展商没有提供明确指示或未及时

到达现场，而造成延误及/或额外费用，我司将不负任何责任。

 在布展及撤展期间，所有现场工作必须由我司现场人员操作。如果因展商代表擅自行动，造成的

后果及/或损失，我司将不负任何责任。

 本公司所有服务及操作均按照本公司的标准营业条款进行，该条款在部分情况下，豁免或限制本

公司之责任。条款全文备索。

 无论在展会开始前、展会期间或展览结束后，无论全部或部分使用我司的服务，及/或 以口头、

书面或行为方式所提出的额外服务要求，都表示您已清楚并接受上述各项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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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展品操作项目及收费标准

一、 来程（特殊、危险展品价格另议）

 接货方式 A（从 展馆门口 至 展台）

在展馆门外货场接收展品，卸货，在场内分派展品至各展台，协助开箱，展品安放就位（不包

括组装及第二次定位），运送空包装箱及包装材料到展场户外堆放处。

基本服务费 人民币100.00元/立方米 或 1,000公斤 (二者择高计收)

每次 低收费 人民币100.00/运次/展商

 接货方式 B（从 上海海程邦达仓库 至 展台）

单证处理，上海海程邦达仓库卸车，临时仓储，将展品自该仓库运至展馆，在场内分派展品至各展

台，协助开箱，展品安放就位（不包括组装及第二次定位），运送空包装箱及包装材料到展场户外

堆放处。

基本服务费 人民币220.00元/立方米 或 1,000公斤 (二者择高计收)

每次 低收费 人民币440.00/运次/展商

二、 回程（特殊、危险展品价格另议）

服务内容及费率同来程（第一项）

三、 超重展品收费标准

3,000-4,000公斤 人民币42.00元/100公斤

4,001-6,000公斤 人民币50.00元/100公斤

6,001-8,000公斤 人民币58.00元/100公斤

超过8,000公斤 另议

四、 上海仓储费

展品抵达上海海程邦达仓库后的仓储费 人民币8.00/立方米/天（7天内免费）

空箱堆放费
人民币50.00/立方米/展期

（ 低收费人民币100.00元/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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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上述报价适用于境内参展商的境内货物。

2. 在空运计算运费之中，展品重量与体积比为1000公斤：6立方米(二者择高计收)。在铁路运输计算运费之中，展

品重量与体积比为1000公斤：3立方米(二者择高计收)。

3. 以上费率适用于单件展品尺码不超过： 长=5.50米，宽=2.20米，高=2.50米。

凡展品的单件尺寸有任何一项超出上述尺码或重量超过 3吨的展品的参展商，请事先联系海程邦达。参展商事

先未与海程邦达联系便将超限展品运往参展，所产生的后果由参展商自行负责。

4. 特别提示：由展馆颁布的管理规定，参展商或非指定运输商，不得任意安排吊机及其他相关的起重工具进入展

馆操作，以此引起的任何损失或责任均由参展商自行承担。

5. 以上报价适用于一般物品，海程邦达将向参展商收取操作特殊物品，如危险物品、温控物品、贵货等的附加费

100%。危险物品的定义，请参照运单上承运商根据 IMDG Cod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Dangerous Goods
Code, 适用于海运货) 或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的危险物品条例(适用于空运货)发出的声明。

6. 上述费率适用于底层展品。展品如需上下楼，将各加收总费用的 30%。

7. 以上报价适用于正常工作时间。如需在节假日或加班时间操作，费用另议。

8. 为保证对参展商的服务质量，维护现场操作有序，请参展商发货前务必填妥《国内展品运输委托单》（见附件 I），
并按照本运输指南中的日程安排回传至海程邦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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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程邦达不能保证能即刻安排卸货、就位，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海程邦达概不承担，

且需加收 50%操作加急费。

9. 参展商自用汽车运沪，请考虑到上海市区对外地车辆的行驶时间限制，以做好准备工作。

10. 封闭车厢掏箱需加收吊机费，吊机费用备索。

11. 任何上述以外的服务报价，请向海程邦达索取。

12. 根据国家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 2013年 5月 24日发布的《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通知》（即《财税[2013] 37号》）的规定，营改增试点将推广至全国范围的国际货

运代理/物流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现有已实行营改增的地区，原规定将自新规定执行之日起废止。从 2013年

8月 1日起，BONDEX所提供的所有服务将按 6%税率征收增值税。

13. 海程邦达仅负责外包装完好交货，内货质量、货损、短少海程邦达不予负责。

14. 海程邦达所收的服务费用中不包含保险费，为维护参展商的权益，海程邦达提醒参展商购买全程保险（包括展

览期间）。参展商请备妥保险合同或其副本，以备可能在展览现场发现短少，残损时申报检验之用。无论在何种

情况下，海程邦达所承担的赔偿，不管其原因和性质如何，其赔偿额均不超过有关货物的价值或以货物的毛重

每 1000公斤为人民币 1500元折算而成的数额，并以两者中较低的为准。

15. 本公司所有服务及操作均按照本公司的标准营业条款进行，该条款在部分情况下，豁免或限制本公司之责任。

条款全文备索。

16. 无论在展会开始前、展会期间或展览结束后，无论全部或部分使用本公司的服务，及/或 以口头、书面或行为

方式所提出的额外服务要求，都表示您已清楚并接受上述各项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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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展品运输委托单 附件I

展会名称：2014年秋季第84届中国电子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会日期：2014年10月28日-10月30日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会地点：中国，上海，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___________

展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厅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手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货物预计到达展馆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箱号 包装材料 展品名称 长(cm) 宽(cm) 高(cm) 体积(CBM) 重量(kg) 备注

总计： （件）

一． 我司自行办理上述展品的进/出馆就位事宜。 （ ）

二． 我司托海程邦达公司提供如下服务：

A. 进馆 1. 海程邦达仓库或火车站/码头/机场/汽车货运站 运至 展台 （ ）

2. 展馆门口接货 运至 展台 （ ）

3. 包装物料/包装箱搬运、存放 （ ）

4. 开箱/就位/组装 （ ）

B. 出馆 1. 展台 运至 展馆门口装车 （ ）

2. 展台 运至 海程邦达仓库或火车站/码头/机场/汽车货运站 （ ）

我司承诺并明白如下事项：

1． 我司已经细阅并确认此份运输指南及运输收费标准，同时对本委托书所填写内容的正确性和真实性负责。

2． 我司同意海程邦达公司所提供的一切服务皆遵照海程邦达公司之标准营业条款执行。

3． 我司将在操作过程中进行全程指导和监督。

4． 我司明白展品运输保险（包括展品进、出馆操作）由展商自行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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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我司同意海程邦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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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出馆费用及向我司收取。

7． 如我司对展品卸车就位有特殊的要求（需要吊机或三吨以上大铲车的），或需要之服务未包含在此运输指南内，我司一

定会在布展前至少 10个工作日以书面通知海程邦达，并注明是否使用吊机。

8． 我司将按海程邦达日程安排，以汇款方式将来程账单全数汇至海程邦达账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签章 姓名及职位（正楷） 日期

请务必于 2014 年 10 月 15 日前

回传至 021-6876 0433

周振 电话：021-5107 8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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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APPENDIX II

AEES / CEF 2014

2014 年秋季第 84 届中国电子展

EXHIBITOR NAME

参展企业名称

HALL NO.

展馆号

BOOTH NO.

展位号

MEAS. (L x W x H)

尺寸（长 X 宽 X 高）
CM

CASE NO.

分件号

TOTAL

总件数

VOLUME

体积
CBM

G.W

毛重
KG

Region of Origin

原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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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报到流程

特装展位（光地）展商或搭建商：

1．请首先到三号入口大厅各场馆的主场搭建商服务处交付搭建押金、场地管理费、电箱费及其它设

施费。

N1、N2馆主场搭建商：上海华进新思维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N3、N4馆主场搭建商：上海协合广告装潢有限公司

搭建押金：

小于等于 36㎡每个展台需缴纳：RMB 3000/展期，

36㎡以上，100㎡（包括 100㎡）以下的，缴纳：RMB 5000/展期，

100㎡以上，缴纳 RMB 8000/展期。

场地管理费收费标准：

25元人民币/㎡

2．凭搭建押金收条，购买施工胸卡（30元人民币/张）。施工人员凭施工胸卡进入场馆。

注：施工胸卡需要填写施工人员相关信息（证件及号码，照片等等），请提前联系！

3．进入卸货区车辆

有卸货车辆的展商请先到各主场搭建商处领取“2014中国（上海）电子展货车通行证”，所

有货运车辆一律凭当日有效车辆通行证在指定的停车区域排队等候，持有效车辆通行证及搭建管理

费收据至制证中心办理卸货区证后，进入卸货区作业。东制证中心（P7 停车场）

卸货证每张 100元人民币，300元押金。限时 90分钟，超时从押金中扣除。

标准展位参展商：

凭参展确认书到三号入口大厅报到处报到，领取展商证，进馆布展。

第 84 届中国电子展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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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参展简要说明

贵公司在确定参展后，可签订参展合同，交付参展费用，并得到这本参展手册。本手册包含了

本次展会的全部详细流程，贵公司可根据这本手册来完成参展的后续流程。

1．报展，签署展位合同书，付款。

主办单位确定了贵公司的已办理了签订合同和参展费用，请贵公司将在本次展会上要使用的楣

板名称及展位号，按本手册 23页的要求填写。

现场若贵公司要改变楣板名称，请直接到相应展馆搭建商服务处自行办理，费用自付。

签订了标准展位合同，但需要作变形装饰的，一定要提前（9月 26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主办

单位。

参展商如果对标准展位进行变形装饰，主办单位将不再提供标准展位的任何标准配置（视同为

光地）。用电（表格）、展具（表格）、地毯等，请及时向展位所在场馆的主场搭建商申请。

（截止时间：9月 26日）

2．会刊资料。

请根据本手册 33页。

（截止日期：2014年 9月 26日）

3．租赁展具及其它设施的预订。

如果增租展具（表格）、电器设备及配件（表格）、电源（表格）、电话（表格）等，其它可查手

册相关表格，向展位所在场馆的主场搭建商申请。不可现场向非主场搭建商租赁展具。

如果未及时申请，所有现场租赁项目的价格将远高于预定价格，并不能保证及时提供。

（截止日期： 2014年 9月 26日）

4．展品运输

如果贵单位有展品需要运输到展台或从展台回运到公司，可提前与海程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联系（本手册第 7页、41页），以确保按时及时到货。

5．参展当中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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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展规定请参见 11页、12页。布展及参展过程中出现问题，请及时与主办单位联系。

布展期间关于展台的问题，可凭参展手册、确认书复印件、楣板名称表复印件等请及所在场馆

的主场搭建商联络处理。

参展商要看管好自己的展品，保证自身及物品的安全。要为自己及展品投保。

展览期间出现意外情况，请及时拨打 110，120等。

展品的进馆、携出有关规定，请参见 16页及 40页。

展览的时间安排请见本手册 11页展会时间安排，提前安排好贵公司的相关日程。

特装展台参展商除上述问题外，还需要交纳管理费、搭建押金，办理证件等，请向各自的主场

搭建商咨询！

为了保证特装展位能尽快进馆布展，我们将于 10 月 25 日上午 10:00 开始至下午 4:00，在上海

新国际博览中心三号入口大厅接受各特装参展企业办理进馆手续。

特装展台，须在展会撤展当天（10月 30日）17:00后才允许拆卸，否则押金不予退还。

撤展货车，须在展会撤展当天（10月 30日）16:00后，按序进入卸货通道。

贵公司在布展期间办理报到时，表明贵公司已对本手册内容已全部明白，并遵守本手册中的相

关规定。

有疑问请及时和主办单位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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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名制施工证办理的说明

根据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心）要求，所有参与第 84届电子展特装搭建的

企业，均需办理实名制施工证。凡进行展位搭建、改装的企业（或委托的搭建商），均需要办理实名

制施工证。具体办法参照中心下发的《关于统一管理搭建商及运输商证件的通知》（见下页）

为加快搭建商施工证件办理速度，请各搭建商必须按照通知的要求，准备好资料，在规定时间

（2014年 9月 26日）前，到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办理实名谁手续。

若施工负责人无法在规定时间到中心办理手续，请委托他们办理，但须委托人与受托人双方签

署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

附件：

附件 1．《实名认证表格》（本手册 52页）

附件 2．《搭建商安全承诺书》（本手册 21页）

附件 6．《授权委托书》（本手册 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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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商、运输商实名认证表格 (附件 1)

（请以正楷填写）

回 执

公司名称： 施工负责人： 手机：

（以下部分由 SNIEC 填写）

SNIEC 盖章处： SNIEC 执行人：

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名称

公司地址

邮政编码 公司总机（含区号）

施工负责人 施工负责人手机（绑定用，唯一）

负责人身份证号码（二代，18 位）

电子邮件地址（绑定用，唯一）：

现场负责人 现场负责人手机

安全负责人 安全负责人手机

请以正楷抄写以下文字至划线处：

我已了解安全承诺书内容。我承诺，将严格遵守安全承诺书上各项规定。因由我负责申请证件的施工人员的施工质量、

消防及安全问题引起的一切后果，我和我公司承担由此而引发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公司公章加盖处： 施工负责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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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权 委 托 书 (附件 6)

委托公司名称：

所在地址：

委托人姓名： 职务：

身份证（护照）号码：

受托人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地址：

电话：

现委托受托人为我公司至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进行实名认证的申请人，委托权限如下：

1、 签署、提交、签收实名认证及现场领取施工人员证件时所需的表格和其他材料，包括

但不限于《实名认证表格》、《施工人员通行证申请清单》、《搭建商安全承诺书》、《运

输商安全承诺书》。

2、 办理施工人员证件申请、挂失、补办、换卡等事项；

3、 进行其他与实名认证及施工人员证件认领有关的手续；

4、 授权有效期限为自签署本文件之日起至上述事项涉及的展会撤展完毕止。

对于受托人在上述权限范围内所进行的活动、做出的承诺和行为、签署的文件等，
委托人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

委托人签名： 公司盖章：

受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请同时提供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两张）或护照复印件（两张）及受托人身份证原件、身份证复印件

（正反面、两张）供工作人员备案，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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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对实名制施工证件办理过程中几个问题的解答

一、实名认证需要提供哪些资料？一定要本人来办理吗？可以传真或者邮件吗？

各施工单位负责人的实名认证手续必须本人前来办理，不接受传真或邮件申请。所需要提供的

基本资料有如下 5种：

1、施工单位负责人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

2、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2份）

3、营业执照正反面复印件 （2份）：

需在有效期内、通过各年年检、加盖公章（公章为原件），公章与营业执照公司名称一致。

4、实名认证表格：

由施工负责人本人填写并加盖公章（公章为原件），公章与营业执照公司名称一致。

5、安全承诺书：

除大会运输商需提供“运输商安全承诺书”，其他施工单位负责人都应提交“搭建商安全承诺书”。

由施工单位负责人本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公章为原件），公章与营业执照公司名称一致。

二、通知中的相关行业培训证是什么？《大会搭建商证明》、《大会运输商证明》及《授权委托

书》什么时候需要？

相关行业培训证由会展协会负责组织对口培训，我中心目前不做要求，如有变化将提前通知。

施工单位负责人领取工人证件前，需要提交该展位的缴费凭证供审核。对于没有展位缴费凭证

的大会供应商，则需要提供由主办出具的大会供应商证明。该证明可使用我公司提供的《大会搭建

商证明》、《大会运输商证明》模板，也可以由主办方自行设计格式（安全承诺文字内容必须与我公

司模板保持一致）。无论采用任何格式，主办方需要至少提前 10天，提供该证明的样张（两份）给

我部门项目经理，项目经理需将大会证明样张、押金收据样张转交制证中心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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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搭建商除需持有大会搭建商证明，还应按我公司规定缴纳 2万人民币/馆的押金，押金缴纳

完毕后该证明生效。我部门项目经理应及时向制证中心负责人通报押金缴纳情况。

由于施工单位负责人必须为二代身份证的持有者，如果该单位一个都没有（外籍、港台企业），

则需要出具授权书，找一个持有二代身份证的中国人为其全权代理。

三、实名认证有效期一年是什么概念？实名认证是否收费？工人证件费用多少？一年有效吗？

一旦施工单位负责人通过实名认证，会给施工单位负责人的二代身份证授权（无论办证或领证、

现场工作人员都会先读取施工负责人的二代身份证原件，核实是否已通过认证）、并短信告知网络用

户名和密码。身份证授权、网络用户名和密码一年有效。

实名认证免费办理。

工人证件每张 30元人民币，只接受现金，发票为我公司盖章的定额发票。

工人证件该展会有效，下一场展会需要重新办理，对主场运输商、主场搭建商或其他大会供应

商均无优惠。

四、通过实名认证后应该做什么？

通过实名认证后，SNIEC会给该负责人发放网络用户名和密码，同时该负责人的身份证也得到

了授权。

凭网络用户名和密码，可登陆在线预约网站(中英双语)，根据网站提示内容，上传工人各项身份

证/护照信息及头像照片, 并生成清单。到现场将施工负责人身份证原件、相关展位的缴费凭证（或

大会供应商证明）、打印签字后的清单交给制证中心工作人员，核实通过后，交费领证。

如没有完成网络预约，则需要在现场将施工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和相关展位的缴费凭证（或大会

供应商证明）交给制证中心工作人员，核实通过后，再提交所有工人的身份证原件，交费领证。

五、如一个工人替多家公司干活，安全责任如何界定？工人证件只需办一次还是多次？

证件上的展位编号由缴费凭证上的展位编号决定，工人只可在展位允许范围内施工。同一施工

负责人提交多个展位的缴费凭证，工人可在多个展位施工。如多个展位的缴费凭证由不同施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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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交，则该工人证件需根据施工负责人的数量，办理多次证件。

如为大会供应商，办证时由施工单位负责人自行填写施工范围。

现场保安如发现证件信息与证件持有者不符，包括展会名称、展位编号、照片、身份信息等，

可没收其证件并将其清离场外。

六、如果由展商自己布置标摊或光地，除了展商证，还需要办理实名认证吗？

如果该展位上的布撤展人员都持有主办发放的证件，则由主办方负责管理，我中心不予干涉。

七、开展以后的值班工人证件怎么办？

开展期间人员进出证件由主办方负责发放和管理。

八、如仍有其它有关制证问题，请咨询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客服部，将得到更详细答复。

电 话: +86 21 28906888 / 28906666

制证流程：http://www.sniec.net/cn/organize_contracto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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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4届中国电子展交通特别提示

（时间：2014年 10月 28日---10月 30日）

一、龙阳路地铁站摆渡班车

上午从龙阳路地铁站到新国际博览中心三号入口大厅外侧下客，从三号入口大厅登录。

下午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三号入口大厅外侧上客，回龙阳路地铁站。

请听从交通警察和保安指挥。

二、地铁

* 7 号线花木路地铁站下，可进二号入口大厅（新国际博览中心 N1 馆旁边）

* 2 号线龙阳路地铁站，换乘 7 号线到花木路地铁站直接到展馆；也可以在龙阳路地铁站下，

在磁悬浮站指定区域乘坐免费摆渡班车直接到新国际博览中心三号入口大厅。

* 从浦东机场也可以坐磁悬浮到龙阳路地铁站，换乘 7 号线到花木路地铁站直接到新国际博览

中心。

三、公交车

* 983 路：陆家嘴--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 大桥五线：复旦大学--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张江高科技园区

* 大桥六线：上海交通大学（徐家汇）--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张江高科技园区

* 方川线：方斜路--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浦东国际机场

* 申江线：鲁山路--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施镇

* 机场三线：扬子江宾馆--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浦东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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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4 届中国电子展酒店预订
参展单位：（盖章）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展位号：

回执复印有效

酒店名称 星级 价格 房间类型 免费服务 车程 酒店地址

茂业华美达广场酒店 准 5 星 428 元/间 标准单/双人间 双早，宽带，班车 6 分钟 沪南路 938 号

上海开元曼居酒店 准 4 星 399 元/间 标准单/双人间 双早,宽带,班车 5 分钟 罗山路 1609 号

圣莎大酒店 准 5 星 398 元/间 标准单/双人间 双早，宽带，班车 12 分钟 金新路 99 号

万信酒店 精品 358 元/间 标准单/双人间 双早，宽带 5 分钟 南洋泾路 578 号

碧悦城市金桥店 精品 338 元/间 标准单/双人间 双早，宽带，班车 12 分钟 金台路 222 号

碧悦城市巨峰路店 商务型 298 元/间 标准单/双人间 双早，宽带，班车 15 分钟 巨峰路 279 号

景缘国际酒店 商务型 278 元/间 标准单/双人间 双早，宽带，班车 8 分钟 浦东大道 2333 号

驿亭 6+e 连锁浦东店 经济型 208 元/间 标准单/双人间 双早，宽带，班车 8 分钟 浦东大道 2333 号

张江置业宾馆 经济型 198 元/间 标准单/双人间 双早，宽带，班车 7 分钟 华佗路 288 弄

莫泰 168 张桥店 经济型 198 元/间 标准单/双人间 双早，宽带，班车 15 分钟 金高路 1398 号

公司名称

领队人人姓名

联系方式 手机 电话 传真

酒店名称 房间类型 房间数量 入住时间 离开时间

联系人：李小姐 15800598969 QQ:2355827380 电话：021-66610306 传真：021-560963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