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参展商：

中国国际汽车服务连锁暨用品、易损件、保修设备展览会在2022

年的春天将第32次为汽车后市场搭建起最全面、最专业、最高效的商

展平台。我谨代表组委会诚挚地感谢您的参与、信任和支持！

我们一如既往地为您准备了《参展商手册》，包括展会重要信息及

通知，服务商资讯及联系方式，参展流程及规章制度，重要时间节点及

文件要求等内容。我们建议您认真阅读本手册，提前规划参展筹备工作，

特别关注各项服务的申请要求，为参展员工提供相关培训，精心策划展

位品牌的宣传推广，以获得最佳参展体验及最大参展回报。

同时我们建议您务必关注手册中的各项展会规章制度，安全参展、

文明参展、专业参展，大家互相理解，共同努力，一起营造优秀的展览

商务环境。

为科学精准从严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主办单位将切实履行

疫情防控主体责任，根据国内外疫情形势进行动态评估、适时调整。有

关调整情况我们将及时对外发布。请密切关注。

我们相信您将在本手册规定的时间内按要求提交相关文件，以便专

业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优质服务。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需要帮助，欢迎

致电010-5797 0888，我们将竭诚为您效劳！

敬祝商祺！

雅森国际 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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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服务联系方式

主办方联系方式

展商观众服务热线：010-5797 0888

广告服务 胡瑞文 女士

电 话: 010-5797 0828

手 机：17301101482
邮 箱: huruiwen@yasn.com.cn;

媒体&公关 李 丹 女士
电 话：010-5797 0919

手 机：17301101451
邮 箱：lidan@yasn.com.cn

展 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地 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地区裕翔路88 号

主场运营服务商联系方式

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顺义区顺兴路 3 号笔克创意中心

电 话：010-8941 4000

传 真：010-6491 4363

各馆联系人

展馆： 联系人： 邮箱： 电话：

E1、E5 王语韩 yuh.wang@pico.com 010-8941 4337

E2、E6 孙艺宁 sylvia.sun@pico.com 010-8941 4340

E3、E7 钱佳昱 jiayu.qian@chinapico.com 010-8941 4319

E4、E8 宋微 vivi.song@pico.com 010-8941 4384

W1、W5 李帅鹏 shuaipeng.li@pico.com 010-8941 4344

W2、W6 付梓辉 zihui.fu@chinapico.com 010-8941 4382

W3、W7 崔钰 yu.cui@chinapico.com 010-8941 4379

W4、W8 李金林 jinlin.li@pico.com 010-8941 4329

区域负责人

于海风 电话：010-8941 4311

总负责人

钮鹤鸣 电话：010-8941 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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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推荐特装搭建商（更多推荐搭建商信息请关注官网更新www.yasn.net）

超越无限国际会展（北京）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垡头翠城馨园120 号楼 8层 803
电 话：0532-85182345
联系人：刘超 / 梅士龙 / 卢嘉翌 / 王菲
手 机：13264034567 / 15202180659 / 17721166439 / 13083690004
邮 箱：105160222@qq.com / 599107613@qq.com / 2227329847@qq.com / 1299813892@qq.com
网 址: www.chaoyuewuxian.com

北京泛洋环球展览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武圣西里28号院紫东苑3号楼203 室
电 话：(8610)87362325/26/27/28/29
联系人：范培楠 / 张玉花 / 宫月娥
手 机：13801236504 / 17611038780 / 13081807186
邮 箱：2372962407@qq.com / 2508093527@qq.com / 598959523@qq.com
网 址：www.pan-pacific.net

广州佳鸣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68 号中洲中心南塔C座 7楼
电 话：020-23355227
联系人：王艳 / 郭振
手 机：13794327621 /15815868765
邮 箱：981616423@qq.com / 981616423@qqom
网 址：www.jm-expo.net

圣创（北京）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经济开发区福成尚街时代广场G2-2211室
联系人：孙霖 /骁飞 / 李春花
手 机：17710632710 / 18501017862 / 15210035825
邮 箱：1134526975@qq.com / 3417821051@qq.com / 541196742@qq.com
网 址：www.shengchuangzhanlan.com

北京魅力东方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枫桥路三环新城0101
电 话：010-59425700
联系人：谢明茹 / 潘翠云
手 机：18519198506 / 18664664182
邮 箱：952090873@qq.com / 952090873@qq.com
网 址：www.mldfzl.com

mailto:1299813892@qq.com
http://www.chaoyuewuxian.com
mailto:2372962407@qq.com
http://www.pan-pacific.net
http://www.jm-expo.net
mailto:1134526975@qq.com%20/%20505825345@qq.com%20/%20907097081@qq.com
http://www.shengchuangzhanlan.com
http://www.mldfzl.com


3

北京攀美多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九棵树瑞都国际中心1505 室
电 话：010-53383707 010-53383705
联系人：杨玲 / 付丽娜
手 机：13261838817 / 18731032602
邮 箱：2308988064@qq.com / 363070110@qq.com /
网 址：WWW.PMDBJ.COM

北京中展华兴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阜通东大街6号院方恒国际D座1008 室
电 话：86-10-84494256
联系人：王经理 / 张经理
手 机：13391898656 / 13241086888
邮 箱：439997857@qq.com / 439997857@qq.com
网 址：www.huaxing-expo.com

北京曙光皓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中弘北京像素南区6号楼2302-2303
联系人：杨洁 / 仲小龙
手 机：18611762121 / 18618302029
邮 箱：1609922954@qq.com / 1609922954@qq.com
网 址：www.first-expo.com

北京鑫宇佳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五里桥二街1号院11号楼 8层 0827
电 话：400-883-7782
联系人：秦真真 / 皮莉 / 李孟丽
手 机：13693384846 / 13811342703 / 18518206808
邮 箱：2851518521@qq.com / 2851518529@qq.com / 2579554157@qq.com
网 址: xinyuzhanlan@sina.com

北京创辉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西店村26号 2单元 E3111
联系人：秦淑红 / 刘广山
手 机：13601095049 / 13501086753
邮 箱：2328002155@qq.com / 1516971923@qq.com
网 址：www.chuanghuilead.com/

mailto:2308988064@qq.com
mailto:439997857@qq.com
mailto:439997857@qq.com
http://www.huaxing-expo.com
mailto:1609922954@qq.com
mailto:2851518521@qq.com%20/
mailto:232800215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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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推荐承运商

E侧
中国国际展览运输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6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5层 539）
联系人：董挥
电 话：010-84600605
手 机：13651049167
邮 箱：donghui@ciec.com.cn

W侧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A,天纬四街5号

W1-W2，W5-W6
联系人： 孙明杰
电 话： 010-80420405 / 13801058477
传 真： 010-80480115
邮 箱： mingjie.sun@dbschenker.com

W3-W4，W7-W8
联系人： 张义成
电 话： 13911673878
传 真： 010-80480115
邮 箱： 13911673878@139.com

展会推荐服务商

小推车租赁及小件寄存

W 馆：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E 馆：中国国际展览运输有限公司

地 址：展馆内E1、E2馆中间卸货区 / W1、W2馆中间卸货区

E3、E4馆中间卸货区 / W3、W4馆中间卸货区

绿植租赁

E馆租赁电话：010-8046 8230/13717868596

W馆租赁电话：010-8046 8229/13691586795

租赁地址：W1-W2/E1-E2卸货区

W3-W4/E3-E4卸货区

mailto:mingjie.sun@dbschenker.com
mailto:13911673878@1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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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翻译

北京润川慧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汤立路201 号院 5号楼12层 1单元1501 室

联系人：李晓明

电 话：15910810109

汽车租赁

北京中运通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院 8号楼14层 1707 号

联系人： 路峰

电 话：18611134582

保险服务

保险

公司名称：众展保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王女士 18811616158

电子信箱：zhongzhanbao@zhongzhanbao.com

网址：www.zhongzhanbao.com（网页投保）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手机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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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预订服务

酒店信息

序号 酒店名称 协议价 地址 距展馆 备注

1
国测会议会展中心(商务楼)

★★★★★
600

顺义区临空经济核心区

汇海南路6号院
9km 含早

2
丰荣君华酒店

★★★★
398 顺义区李天路27号 8.5km 含早含车

3
北京国都大饭店

★★★★
360

北京市顺义区小天竺路

9号
5km 含早含车

4
北京健鼎金辉温泉酒店

★★★★
340

北京市马坡镇衙门村金

辉1号院
8km 含早

5
北京菲林格尔酒店

★★★

278 北京顺义区仁和镇平各

庄村顺通路27号 4幢
15km

无早有车

240 无早无车

预定方式：

手机/微信号: 陈先生 13714450932 邮 箱：chenjinzhuang@bestmeeting.net.cn
李小姐 13536910831 邮 箱：lisimiao@bestmeeting.net.cn

预定网址：http://miceclouds.com/bookingquery.htm?id=1511

预订二维码

注意事项：
1. 五星级酒店，预定时全额支付房费；五星级以下酒店，预定时支付首晚房费，余费至酒店入

住支付。酒店前台开全额房费发票，离店时请核对好发票金额；

2. 所有房间预订将保留至当天中午12时。如需超时留房请提前与组委会联系，因客人原因造成

的空房、提前退房或延住所产生的费用，由客人自理；

3. 酒店订单一旦审核通过，将无法修改和退款，请务必确认好入住信息；

4. 截止时间：2022年3月23日

mailto:chenjinzhuang@bestmeeting.net.cn
mailto:lisimiao@bestmeeting.net.cn
http://miceclouds.com/bookingquery.htm?id=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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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预订服务

会议室租赁表格

企业名称 企业联系人

公司电话 联系人手机

展位号 雅森业务员

活动名称 （如不填写则默认为“**企业新品发布会”）

申请时间

□ 26日
□ 27 日
□ 28 日
□ 29 日

□上午
□下午
□全天

申请规模

□【30-50人：2500元/半日/间】

□【70-90人：3500元/半日/间】

□【100-110人：4000 元/半日/间】

□【150人：5500元/半日/间】

会议室自选
付费设备
（请企业自
行勾选）

□投影仪：1600元/台/半日（限 50人以上）

□有线鹅颈话筒 ：300元/只/半日 （限 50人以上）

□无线麦克风：400元/只/半日

□移动式屏幕：650元/副/半日

□其他需求：（ ）

会议室活动
说明

1、除租金外，每间会议室押金 3000元

2、会议室位置（南登录大厅）：一层西、二层西、二层东、三层东。（不在展区内）

3、会议室设备包括（以标准会议室为例）：演讲台、主席台桌椅、签到桌、座椅、有线麦

克、扩音系统（限70人以上），使用其他设备需另付费。

温馨提示：

1、展商提交租赁表之后，组委会按照需求寻找会议室。

2、组委会 2日之内将会议室报价提供给展商。

3、确定好会议室之后，组委会和展商之间签订《会议室租赁协议》，双方签字盖章。

4、协议签订之后，5 个工作日内展商一次性付清所有费用，主办方收到款项之后出示收据，发票于展会后

20个工作日内出示。（逾期未交费，视为放弃）。

5、疫情防控期间，会议组织方需掌握参会人员健康状况，如有咳嗽、发热、胸闷等症状禁止参会。同时，

提前做好参会人员防疫提醒工作，登记参会人员信息以备查。 会议期间做好人流管控和就座指引；参会

人数和摆设形式将根据疫情变化或有关指引作适时调整。

6、帐户信息：

开户名：北京雅森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帐 号：631463800

开户行：民生银行北京万柳支行

请将此表传至：雅森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人： 王娴 电话： 010-5797 1390 邮箱： wangxian@yasn.com.cn

截止日期：2022年 3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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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信息及注意事项

展会时间表

日 期 2022.3.24 2022.3.25 2022.3.26-3.28 2022.3.29 2022.3.29

类 别 特装展台搭建
特装、标准

展台搭建
展 期 展 期 撤 展

展 商
开始时间 8:30 8:30 8:30 8:30

篷房展位12:30

馆内展位15:30

结束时间 17:30 21:00 17:30 14:30 21:00

观 众

开始时间 — — 9:00 9:00 —

结束时间 — — 17:00 14:00 —

备注：最终搭建时间以主办单位通知时间为准，参展商如需在上述时间以外加班，请联络展馆现场“客户服

务中心”办理。

展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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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报到须知

报到时间：光地展位展商：2022年 3月 24日-25日 标准展位展商：2022年 3月 25 日
报到地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南登录大厅，展商报到处。

报到细则：组委会核实参展商各项费用交纳齐全后，将于3月由专人通知参展商领取证件具体流程。

分 配 原 则

展位面积（㎡） 6-9 10-18 19-36 37-54 55-99 100-150 151-200 201-300 301以上

证件数量 3 5 9 12 15 20 25 30 35

主办方将根据展位面积核定并免费为参展商提供参展商证件。

参展须知

• 入馆规定
请参展商遵守展馆规定的开闭馆时间，展览会期间请参展商在观众进馆前半个小时进入展馆，且在观众离
馆后离开展馆。展会期间，每天闭馆前半个小时观众登录处关闭，停止售票。因迟到或早退造成的展品遗
失，由参展商自行承担损失。
• 展览场地
参展商应注意保护展览的环境、场馆的地面、墙体及相关设施。如场馆相关设施受到损坏，参展商应按展
馆有关规定予以赔偿。
• 证件使用
参展商在进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大门的门禁时必须扫描参展商证件，否则无法二次使用。展览会期间（包
括布展和撤展），参展商必须佩带参展商证件。保证展会现场安全，规范参展人员管理。参展商证件仅供
参展商本人使用，搭建商、运输商等其他服务人员不得佩戴入场，一经组委会发现，将没收证件，并给予
一定的处罚。
• 宣传品
参展商请在本公司展位或展览会指定地点派发宣传品、纪念品等，不得在展场公共区域及展场周边地区派
发，否则被保安人员没收其派发的物品与主办方无关，后果自负。
• 参展保险
参展商应根据需要为参展展品、展位装置自行投保，并妥善保管好展品和个人物品。主办单位对展品或个
人物品的丢失、损坏等情况不承担法律责任。
• 物品安全
布展、撤展期间，由于现场人员混杂，请参展商妥善保管好个人的展品。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不要留在
展馆内。
• 公共通道
布展结束，参展商必须将公共通道上的展品、展具、空箱等物品移走；开展期间，任何物品不得摆放于展
位以外的公共区域，否则被保安人员没收与主办方无关，后果自负。
• 展品撤离
展览会规定的撤展时间为3月 29日的12:30（篷房展位）/15：30（馆内展位）-21:00，规定撤展时间以
前参展商不得将展品搬离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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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制度

1. 入场须知

参展商
参展商在展览期间可于开馆之前半小时和闭馆之后半小时停留在展馆以组织管理其展台，如欲在超过上述时
间的时段进入展馆，则必须征得主办单位同意并需缴付加班费。
观众
专业观众在进入展馆之前必须完成登记手续。另外必须与所展览的行业相关且穿著整齐。主办单位有决定观
众可否进入展馆的绝对权力。只有由主办单位印发的正式邀请卡才能作为有效的入场凭证。私人印制的邀请
卡将不被接受。十八岁以下人士一律不得进入展馆。
承建商

除大会指定承建商之外，所有承建商只有在签署协议保证遵守主办单位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并取得施工工作
证之后，才能在进场/撤馆期间进行展台搭建。在展览期间，如承建商需安排小量工作人员于展会期间进入
会场作清洁、开关电源等工作，请在进馆期间向大会指定承建商申请现场工作人员证。

2. 保险、责任及危险
在布展期、展览会期及撤展期内，参展商须承担及负责赔偿与其有关人士及财物引起之支出或赔偿要求。从
而不会危害主办单位及展馆方之利益。主办单位极力建议参展商为其展品或其它贵重财物购买保险，以作失
窃、遗失、损毁及火灾之保障。参展商亦应为其它工作人员及观众购买保险。
在主办单位不能控制之情况下，由于任何限制或条件，导致展台不能兴建、竖立、完工、改建、拆卸；或展
览中心未能提供某项服务；或完全取消或部份取消展览会；或规例与守则有任何更改，主办单位概不负责。
展会现场严禁吸烟，违者罚款！

3. 货运

展馆内整体货运/运输展品之工作由大会指定承运商统筹。展馆内除大会指定承运商外，不得使用货车、汽

车、叉车或其它搬运工具( 手推车、升降台、起重机等)。如参展商要在现场存放物品、包装箱及剩余物资，

必须预先与大会指定承运商做出安排。

4. 手提货物
1) 在布展及撤展期内，参展商需向大会主场运营服务商登记并领取放行条后, 才可把手提货物移进或移离展

馆。
2) 在布展期内, 请确保贵展台己准备好接收展品，并请考虑到过早把贵重展品留在展台之危险性。
3) 所有带进、离展馆的展品须前往大会主场运营服务商的现场服务台登记。否则，未登记的手提展品携带

出馆时可能出现延误。
4) 请勿快递任何物品到会场。

5. 保安
1) 主办单位采取整体性保安措施，但展览会期间及布展或撤展期内任何展品或参展商其它财物之遗失或损

毁，任何人士之伤亡等，主办单位概不负责。
2) 主办单位建议参展商在展台内装设可以上锁的柜，以存放纪念品、消费品及重要物品，并紧记每天离开

展台时锁柜，当有人在展台当值时方展示出来。重要物品每天闭馆时，建议随身带走
3) 展会最后一天，参展商谨记从柜中取出所有物品，因为展览会正式结束后，承建商将立刻拆除所有家俱。

6. 展台运作
参展商应紧守展览会之开放时间，不可：
1) 无人看守展台。
2) 把展品搬离展台或展馆 (除非经主办单位特别批准)。
3) 在展会最后一天正式闭馆前拆卸展台及搬走展品。
4) 在撤展期后遗留任何物品或展品于展馆。如参展商没有特别指示，主办单位及展馆将于撤展期间, 弃掉所

有遗留馆内之物品或展品。

7. 公开播放电影/视听资料/录音制作
所有影音播放均不可对观众或其它参展商造成滋扰，音量高低可接受与否由主办单位决定，如认为有理，
有权限制展品之操作或示范。参展商须对其现场表演/ 影音播放所产生之音量做出控制。根据规定，在其
展台接邻的行人信道或隔邻展台量度不得超过 70 分贝。此外，每个喇叭的输出功率必须要维持 1000 瓦以
下。主办单位对音量控制拥有最终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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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展品示范与操作须注意
1) 确保展品在严格控制下操作，并作好一切安全措施，负责清除由展品示范所产生的废物。
2) 确保展品装设足够之安全设备，设备只可于机械不操作及没有接驳电源的情况下，方可移走。
3) 确保机械所有可移动部份在任何时间内均处于展台范围内，并确保不会对任何人造成损伤。
4) 不可对观众或其它参展商做成滋扰，主办单位有权限制任何引起合理投诉之展品操作。
5) 严禁使用任何易燃或有毒之工业气体作示范之用。
6)展品必须在严格控制下演示，严禁任何明火操作。

9. 展车规定
展会期间，有车辆展示需求的参展商，需提前向主办单位申请，并告知主场运营服务商，展示车辆需凭展示
车证方可进入展馆。展车进场时间为 2022 年 3月 25 日 14：00-20:00；展车进入展馆，车内汽油量需达到
红线以下范围；进入展馆的展车，需配备至少 1个年检合格的灭火器。在展位内停好后，直到撤展前必须熄
火状态展示。

10. 派发宣传品
参展商只可在租用的展台范围内发放宣传品，如宣传单张、小册子及产品简介。所有参展商均不得在会场
的公众地方派发任何宣传单张、纪念品或同类物品。

11. 摄影及录像
未经主办单位书面许可及同意，不得在展览会场内擅自摄影、录音、录像、转播或广播。

12. 餐饮
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场馆外饮食不得带进场馆。请到展馆内餐厅或小食部购买。请不要在展台内就餐，保
持展台的清洁。

13. 展台清洁
展览会期间，标准展台及光地展位之清洁(展品除外)，分别由大会指定承建商及个别承建商负责；此外参展
商亦应经常保持展台整洁；参展商自行安排清理包装物、纸箱、空盒等，并承担相关费用。

14. 争端解决
展览现场发生争议时，主办单位有权采取必要行动以维护展览会的利益和所有参展商的平等权利。作为展
览会的组织者，主办单位的决定为最终的决定，争议各方必须共同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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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南

为方便您快速便捷的抵达新国展参展，主办方根据北京市政交通的具体情况，为您量身定做了以下多种便

捷的交通方式，均可以满足您的出行需要。请认真阅读以下交通路线选用方式，就近选择交通线路抵达。

北京市内路线查询请拨打服务热线：96166

交通方式 行驶指南

地铁路线
乘坐北京地铁 15号线可直接抵达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新国展站）。可在望京
西站轻松换乘 15号线直达新国展，10分钟左右即可到达展馆。

公共交通路线
乘坐 696路、915路、916路、933路、942路、955路、980路、空港 10路、空
港 13路、郊 81路、顺 31路、顺 62路等公交线路至地铁国展站（公交站）或顺
义马连店公交车站下车，步行前往新国展。

自驾车路线

1.京承高速，在后沙峪出口下高速，右转直行约 2公里，罗马环岛右转按路标指
示行使即到，过路费 5元。
2.机场高速，在杨林大道（天竺）出口下高速后按路标至天竺路，过马连店路
口，西行 50米即到。
3.走京顺路，至马连店路口左拐西行 50米即到。

北京地铁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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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场货车线路图

温馨提示：

1. 布展及撤展期间，所有进馆货车均需办理货车证。展会期间，货车一律不得进馆；
2. 布展（3月 24-25日）期间，所有进入展馆车辆凭证且需交押金200元，限两小时，每超出半小时，扣

除押金50元，依次类推。
3. 车证办理：展前直接联系主场运营服务商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展会现场可至南登录大厅或

E1—E2 / E3—E4 / W1—W2 / W3—W4车场入口办理，75 元/张（限两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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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管理规定

为确保第32届中国国际汽车服务连锁暨用品、易损件、保修设备展览会 第六届中国国际洗

车展览会的顺利进行，保证企业参展利益，避免现场发生知识产权纠纷，影响参展商的正常参展，

主办方特要求参展商确保所展出的展品不涉及任何商标或其它知识产权侵权或违法行为、所提交

的法律证明文件合法有效。

参展一方如是被投诉方，被投诉方在被告知其展出的展品及宣传品或其他展示部位涉嫌侵权

后，应当立即出示权利证书或其他证据以证明其拥有被投诉内容的合法权属，做出不侵权的举证，

并协助知识产权办公室工作人员对涉嫌侵权物品进行查验。如被投诉方不能当场对被投诉涉嫌侵

权的物品做出“不侵权”有效举证的，主办方知识产权办公室工作人员有权对涉嫌侵权的物品作暂

扣或撤展处理。

严格遵守各项安全规定，切实做好安全保卫工作；遵守相关规定，所有展出展品具有合法的

商标注册证书和专利证书，以及权利人出具的有效授权委托书、代理书，不存在任何侵权或违法

行为。如有违反，参展公司将自愿接受有关法律部门的处理，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展前出现任何知识产权相关问题，请拨打12330国家知识产权局热线进行咨询处理。

现场出现任何知识产权相关问题，请第一时间前往知识产权办公室咨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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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运营服务

第32届中国国际汽车服务连锁暨用品、易损件、保修设备展览会 第六届中国国际洗车展览会主办单

位指定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为本届展览会的主场运营服务商，负责标准展台搭建、标准展台楣板字

的收集整理、家具、电器和照明设施的租赁服务、特装展台图纸审核、特装展台施工管理、水电气申报及

电话网络等服务。

请仔细阅读这本手册的内容，以保证展会的有关工作顺利进行。请您保存一份所附的返回表格，以便

发生疑问时能尽快解决，并能准确核对付款通知单的金额。

我们将努力保持所报出的各项费用价格，但展前由于各种不可预测的原因，价格可能发生上下变动，

请予谅解。

如有任何问题和要求，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将尽快回复并提供相关信息。

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电话：010-8941 4000 传真：010-6491 6591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顺兴路3号笔克创意中心 邮编：101300

各馆联系人：

展馆： 联系人： 邮箱： 电话：

E1、E5 王语韩 yuh.wang@pico.com 010-8941 4337

E2、E6 孙艺宁 sylvia.sun@pico.com 010-8941 4340

E3、E7 钱佳昱 jiayu.qian@chinapico.com 010-8941 4319

E4、E8 宋微 vivi.song@pico.com 010-8941 4384

W1、W5 李帅鹏 shuaipeng.li@pico.com 010-8941 4344

W2、W6 付梓辉 zihui.fu@chinapico.com 010-8941 4382

W3、W7 崔钰 yu.cui@chinapico.com 010-8941 4379

W4、W8 李金林 jinlin.li@pico.com 010-8941 4329

银行帐号信息：

开户名称： 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账 号： 详见订单

开 户 行 名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大额支付码： 671100000013
开 户 行 地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环球金融中心渣打大厦12层

备注：

1、付款、截止日期和加急费（重要）
1.图纸提交截止日期：为确保及时完成图纸审核及出具订单，所有特装展位展台搭建图纸必须在 2022 年 3月 7

日（含）前报至主场运营服务商。

2.服务预订表格提交截止日期；所有服务预订表格必须在 2022 年 3月 7 日（含）前报至主场运营服务商：对

于 2022 年 3 月 8日 - 3 月 23 日期间收到的预订表格，将收取 30％加急费；对于在 2022 年 3 月 24 日后收到

的预订表格将收取 100％加急费。

3. 参展商收到订单后需要在 7 个工作日内安排付款，如通过电汇方式则需将汇款底单扫描并 Email 至主场运营

服务商处。逾期未付款则视为取消订单。订单款项到帐后方可视为已确认订单。



16

2、 展台押金
1. 所有特装展位参展商或搭建商需缴纳该笔可退还的展台押金。押金金额按照展台面积计算，详见“表格 4 施工

管理申请表”。

2. 收取押金的目的旨在于保证该展位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并用于支付因违规对展会及场馆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

损失。如展台拆除按时完成，且在搭建期间、展期和撤展期间没有发生违规，且不拖欠任何费用，那么展台

押金将于展台拆除后 30 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还。现场一概不退还展台押金。

3. 所有预订项目以及展台押金的相关银行手续费需由参展商或搭建商承担。不足部分须在现场缴纳或在展台押

金中扣除。

4.押金只接受搭建方缴纳，不接受个人汇款。如有个人缴纳（现金及支票）的展台押金只能退还给公司，禁止

退还个人。

5. 退还施工押金时将直接退还给支付方，不能转退给第三方。

6. 以现金及支票形式缴纳的押金均以汇款方式退回。

7. 展会结束后，不能返还验馆押金退还单或未提交无收据承诺书者，主场运营服务商有权拒绝退还其押金。

申请服务时间表

申请服务汇总表

表格 服务内容 截止时间 备注

表格1 展商展位管理知情书 2022.3.7 参展商必填

表格2 标准展位家具租赁申请表 2022. 3.7 标准展位选填

表格3 展具花卉绿植进馆申报表 2022.3.12
所有展位家具绿

植进馆必填

表格4 施工管理项目申请表 2022. 3.7
光地展位必填

表格5 特装展位施工申请表 2022. 3.7

表格 6 水、电和压缩空气申请表 2022. 3.7 光地展位必填

表格7 网络及电话申请表 2022. 3.7 选填

表格 8 特装展位参展商安全责任保证书(光地参展商填写) 2022. 3.7

光地展位必填表格9 特装展位搭建委托书(光地参展商填写) 2022. 3.7

表格 10 特装展位施工安全保证书(搭建商填写) 2022. 3.7

表格 11 双层展台施工安全保证书(双层展台搭建商填写) 2022. 3.7 选填

表格 12 展览施工违约处理约定(搭建商填写) 2022. 3.7 光地展位必填

表格13 无收据承诺书/验馆押金退还单 2022. 3.7 搭建商必填

表格14 发票信息采集表 2022. 3.7 付款方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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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位搭建

一、标准展位搭建方案

1. 普通标准展位设施如下：

a) 普通标准展台的高度为2.5 米高，后面围身高度为2.5米高。由 8K铝合金框架，三面围板（两个侧

面及一个背面）组成，普通展台有三面围板，每列转角处的展台可能只有一个侧面围板，但是比

别的展台多一块楣板。

b) 整个展台满铺针织展览用普通展览地毯。

c) 楣板刻有中英文公司名称及展位号，颜色为红底白字。

d) 每个标准展台提供：一个咨询桌，两把白折椅，两只射灯，一个220V/5A电源插座，一个垃圾桶。

e) 展台面积超过9平米的，以上设施将按展台面积9平米倍数提供相应倍数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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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展位搭建提示

1. 近期展场诈骗和非法经营活动时有发生，为了保障您的利益，请到大会指定搭建商—北京笔克展览展
示有限公司办理家具，电器租赁和水、电、气源及电话互联网的申请业务。

2. 不得在摊位铝质支架和围板上开洞，钻孔，油漆等任何形式进行破坏，未经许可不得私自拆装结构
（有此要求请联系笔克现场办公室）否则须由有关参展商或承建商赔偿，金额按价格表缴纳。

3. 请留意所有张贴物品只允许以魔术贴/纸基双面胶贴贴于围板上(不可使用海绵胶贴)，参展商并须于展
览完毕前除去胶贴。损坏围板或胶贴无法清除者须按价格表缴纳额外费用。

4. 请不要在灯上悬挂物品。请确认您的展品重量在家具的最大承重以内,我们不对此引起的展品损坏承担
责任。

5. 参展商须自行保管财物，本公司不会承担参展商私人财物或展品失窃的法律或金钱上的责任。

6. 参展商如需更改家具或电器位置，我司将收取服务费。详情请联系我司现场办公室。

7. 楣板上的展商名称将按照展商预先提交的楣板信息内容书写。不能随意变更内容。且楣板样式以主办
方制作为准，展商不允许自行黏贴或更改。

8. 除了基本设施外，展商如果需租用其它设施可填写“家具和照明租赁申请表”。

9. 所有标准展台的搭建材料及展具均由主场运营服务商提供，为租赁性质，展商应爱护展板、展具及展
馆设施。严禁在展板及展具上装嵌金属尖钉，刀刻、涂写及钻孔。展板上不能涂油漆，自带宣传品不
能贴有破坏性强的胶带纸和使用胶水。如有参展商违反规定，将为此产生的所有后果负全责。

10. 不得随意拆卸展架、展具；不得将重物、画框直接挂、靠在展板墙上；不得将自带展架展具连接在配
置的展架展具上，以防展台倒塌。

11. 所有集装箱，储存用品必须在开展前转移出展台，参展商可与推荐运输商联系存放，严禁占用场馆通
道及公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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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地展位搭建

一、报馆流程

光地展商自行搭建或委托专业搭建公司搭建展台，必须根据如下报馆流程：

备注：

1. 特装展台参展商或搭建商必须在 2022 年 3 月 7日（含）前提交展台图纸， 3月 7 日（含）前携带文件，至
主场运营服务商处办理报馆手续。需同时全额缴纳施工管理费、施工证件费、施工车证费、水源、电源及压
缩空气费、施工押金等费用后方可进场施工，否则将不予进馆。

2. 逾期提交的订单可能因展馆储备不足而无法提供服务。
3. 请在往来邮件或文件中注明展位号及参展商名称，以便于查询。

参展商或搭建商需向主场运营服务商提供如下材料：
1、施工单位资质证明（注册资金需50 万元人民币以上）：

1) 营业执照复印件；
2) 法人委托书；
3) 电工本复印件；
4) 展览施工业绩证明。

2、 相关服务表格：
1） 表格 1 展商展位管理须知（参展商填写）：需提交原件；
2） 表格 3 展具花卉绿植进馆申报表
3） 表格 4 施工管理项目申请表；
4） 表格 5 特装展位施工申请表；
5） 表格 6 特装展位水、电和压缩空气申请表
6） 表格 7 特装展位参展商安全责任保证书（光地参展商填写）：需提交原件；
7） 表格 9 特装展位搭建委托书（光地参展商填写）：需提交原件；
8） 表格 10 特装展位施工安全保证书（搭建商填写）：需提交原件；
9） 表格 12 展览施工管理违约规定（搭建商填写）：需提交原件；

3、 展台设计方案（所有图纸均需标注展位号及参展商名称）：
1) 彩色效果图：一式 2份纸质文件并同时发送电子版文件；
2) 展台平面图：一式 2份纸质文件并同时发送电子版文件，需标注尺寸及相邻展位号及机器摆放位

置（如有）；
3) 展台立面图：一式 2份纸质文件并同时发送电子版文件，需标注展台高度；
4) 展台施工图：需标注尺寸及吊点位置（如有），一式 2份纸质文件及电子版；
5) 电路图：需标注清楚电箱位置以及电路走向，一式 2份纸质文件及电子版；
6) 展台搭建所用材质说明；
7) 双层展台（如有）：需提供建筑部门出具的结构安全证明原件。

主场运营服务商将通过 Email 的方式，根据所提交的相关材料为参展商或搭建商出具订单。

参展商或搭建商收到订单后，需将订单签字并 Email 至各馆负责人处(见本册 16 页)，并根据订单上的金额
和银行信息安排付款，如通过电汇方式，则请将汇款底单扫描并同时 Email 至各馆负责人. 为了便于开具
发票及所提交的押金的及时退回，请在 Email 中注明如下信息：
1. 开具发票抬头；
2. 退押金信息：公司名称、银行名称、帐号、12位大额支付码、联系人电话及手机；
3. 汇款方名称（公司）。

确认款项到帐后，完成订单确认，所预订项目将在现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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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图纸审批

1、CIAACE 2022 主办单位指定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为主场运营服务商，负责所有特装展台图纸审批。

2、所有特装展位的效果图需经由主办单位及主场运营服务商的审批，通过后方可在现场搭建。如果未经批准擅

自搭建，主办单位有权令其拆除，所造成的损失由参展商自行承担。

3、如需搭建双层展台，则所有送审的双层结构展台图纸，须取得具有国家一级资质认证的盖章和结构审核报告。

并将报告原件递交至主场运营服务商处报批。通过后方可允许搭建。

4、所需提交的图纸请参看“报馆流程”。

特别申明：

以下规则对所有参展商及搭建商具有约束力。主办单位、主场运营服务商和有关政府主管部门保留对参展商

和搭建商递交的搭建设计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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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服务商批准后方可实施。主办单位有权利拆除或改变任何未受审批的展台装修，所发生费用和后果由展商自己负责。

所有特装参展商搭建的最低标准：铺设地毯、放置服务台、设置灯光、设立公司形象背板，如果不符合以上

最低标准，主办方将进行警告提醒，对于不予理会的展商进行相应的处罚。

三、施工管理规定

1、施工单位需根据展会施工管理规定进行设计，提交施工图纸审核并缴纳施工管理费及施工押金。

2、展厅内所有特装展台限高 5米，户外临时展馆W5限高 3.5 米。特装展台面积大于等于 80平米方可搭建二

层。二层面积不能超过首层面积的三分之一，二层展台限高 5米，二层面积每增加 50㎡增加一个消防逃生

楼梯。展馆内所有展台面向通道的一面必须至少开放一半。

3、所有展台顶部严禁采用全封闭式结构，至少需要50%以上水平开放面积。展台顶棚不得阻挡展馆顶部消防设

施。展台内所有房间的顶棚至少需有 50﹪以上水平开放面积，以确保展台的消防安全。双层楼下禁止有封

闭式空间。

4、施工人员、参展商进馆必须佩带安全帽，施工人员高空作业必须使用安全带。

5、馆内不允许明火作业，不允许携带任何易燃、易爆、有毒物品及腐蚀物质进展馆施工。

6、所有的搭建、布展用材料和展台布置的材料必须是阻燃材料，并应符合消防要求及相应措施。禁止使用弹力

布、窗帘布、纱制品等各类针织棉品。

7、所有展台都不允许利用展馆结构吊挂结构，请展商及搭建商在展台设计过程中注意此项。

8、所有展商或其搭建商在开展前须将展台打扫干净并清理所有垃圾或委托保洁公司保持展台清洁。

9、搭建要求：

1) 展台地面须铺设地毯或其他的合适材料。注意设计合理性，避免地台与地面的落差造成公众人身伤害。

2) 任何展台结构或展品都不得超出展位边界。包括：参展商的公司名称、标志灯箱和海报。

3) 展商负责提供各自的展墙，不得利用相邻展台的墙板背面作为自己的墙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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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面向毗邻展台的背板部分如高出毗邻展台，应以白板封好，平整清洁。主办单位保留对不符合标准的展台

设计及搭建进行调整、拆除的权利。

5) 不管是为了展台搭建还是展品装配，不得在展馆地面、柱子或墙面上钉钉、钻孔。严禁在展馆地面、公共



21

通道的柱子或墙面上使用黏合剂、胶粘物做任何装饰。展商将负责由于其职员或其委托搭建商的不当行

为造成的损失。

6) 展台结构主体墙落地宽度不应小于 120mm，以确保墙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超过 6m 的大跨度墙体及钢

框架结构之间应在顶部加设横梁连接，下部须加设立柱支撑，保证展台整体刚度和稳定性。

7)所有特装展位均需要安装高清、无死角摄像头且保留开展期间所有影像资料并在提交图纸中标注出摄头位

置及覆盖区域。

8) 不得使用假植物（塑料制品）。不得使用线帘作为装饰物。

9) 使用玻璃材料装饰展台，必须采用钢化玻璃，要保证玻璃强度、厚度（幕墙玻璃厚度不小于 8mm），玻

璃安装方式应合理、可靠，必须制作金属框架或采用专业五金件进行玻璃安装，框架及五金件与玻璃材料

之间要使用弹性材料做垫层，确保玻璃使用安全。大面积玻璃材料应粘贴明显标识，以防破碎伤人。若使

用玻璃地台，结构支撑立柱、墙体必须固定于地台下方，不得直接在光滑玻璃面上搭设展台结构，确保结

构稳定。

10) 钢结构立柱应使用直径 100mm 以上的无缝钢管，底部焊接底盘，上部焊接法兰盘以增加连接点接触面

积，以保证展台结构的牢固性。

10、展台装修与分界：

1) 所有展台和国家展团必须按照合同规定的面积清晰划分，并铺设地毯或地板。全岛形展台（四开面展台）

仅允许一边用背板全部封闭且不得是靠近主通道的一边，其他三边仅可封闭至多不超过边长的 50%，半岛

形展台（三面开展台）和其他展位相邻一边可以完全用背板封闭，其他临近通道的三个边仅可封闭至多

不超过边长的50%，双开口光地展位靠近通道的两边至多可封闭边长的 50%。

2) 参展商不得在自己的展位之外展示、悬挂或分发任何展品、材料、家具或产品，也不得将其展台的结构和

装饰延伸到展位界限之外。

3) 未经主办单位允许展商不得在公共区域上悬挂或粘贴各种宣传饰品及其它物品。

4) 展台内搭建物不得妨碍展馆室内消防系统、空调出风口及通风口的正常运作，展厅的所有出入口必须保持

畅通无阻，搭建物或展示品不得阻碍主办单位或消防规定的各个通道及展厅内各个大门。如有违反，主

办单位及消防部门有权进行现场整改。如涉及费用，将由展商承担。

5) 任何临时搭建物的开门与消防栓、电机、机械升降装置及报警铃之间必须保持至少 1.2 米（4 英尺）的距

离。为便于安全检查，展台的背板与展馆墙面应保持至少60 厘米距离。

6) 主办单位建议：为确保展览会的整体视觉效果，所有展厅的各展台布置应考虑视线开阔，不阻碍展厅内其

他展台的视线。

7) 如果指定主场运营服务商认为展台设计中的背板或侧板阻碍通道及展厅各大门，指定主场运营商保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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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

合主办单位认可的质量要求。

11、图纸与现场搭建

所有特装展位需要按照报馆时提交效果图进行搭建展台主体结构，不得私自改动展位搭建主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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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油漆及涂料

展会布展及展出期间，不得在展馆内对展品和展览材料进行刷漆、喷漆等工作。仅可在进馆期间，所有安

全保护措施就位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小面积的补漆工作。严禁使用任何具有刺激性气味及不符合环保及安全

的油漆或涂料进行展台装修。

现场搭建，安全防护包括：

- 在通风处进行油漆；

- 使用无毒油漆；

- 水泥地面上铺设塑料防漆布；

- 不得在展馆垂直建筑（即墙）附近油漆；

- 不得在展馆内或展馆附近冲洗油漆材料。

13、双层展台搭建规定

除前述规定必须遵守外，双层展台搭建及申请还须做到：

1) 双层展台必须设计成在指定的时间范围内安装和拆除，上层不能横穿展厅的过道。不得阻碍、遮挡消防

系统、空调系统、机械通风口消防安全设备、水龙带柜、火警手柄、室内照明紧固装置及监控系统等。

2) 栏杆不得低于 1.05 米。栏杆的扶手及顶端应做成圆弧形。

3) 承载能力：

- 楼梯强度：所有楼梯都必须按照 DIN18065 的标准建造，承载能力应达到 5千牛/平方米。

- 天花板强度：当用作承受普通的参观客流、会议、产品推介或作为存储用地时，上层展台的承载能力最

少为 5 千牛/平方米。根据 DIN1055 第三部分的规定，在以上范围内部要求更高的承载能力。根据

DIN1055 的规定，在以下情况下承载能力允许减少到 2千牛/平方米。

- 上层展台用作办公室、走廊：人员在此不会作长时间停留。楼梯不向公众开放并设置明显标志。

- 栏杆及支柱强度：栏杆及支柱的设计应保证能承受在扶手处水平施加的 1千牛/平方米的力。

4) 防火要求：

- 上层展台最远点至走道的逃生路线应小于 25米。

- 上层展台面积不得超过首层面积的 1/3，需设置直梯，不得使用螺旋楼梯。在楼梯踏板下面和旁边的空间

不能用于堆物，也不能安装架子。

- 上层展台不得安装密闭天花板或天蓬。可以使用标准的金属网格，开放的面积不得小于 50%。

- 从展台的任何隔间或内部区域都应能清楚看到外面的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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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审批。

- 每个双层展台应至少配备一名安全员，负责防火和疏散。

四、展台清洁工作

1、布展期间：参展商、搭建商在进馆搭建期间，轻型生活垃圾可放于通道处，搭建产生的大型施工垃圾必须自

行清除至馆外指定垃圾存放处。

2、开展期间：主办单位将负责展会开幕前和展期每天开馆前进行通道的清扫工作，但是请参展商负责保持在任

何时候自身展台内的整洁。每天闭展后请参展商将垃圾放在通道处。



23

3、空箱存放：空箱必须于开展前移出展台。请与展会推荐运输商联系存放。严禁占用场馆通道及公共区域。

4、撤展期间：展会结束后，展商/搭建商需要彻底拆除本展台内的全部设备及展台结构，并将垃圾清除出馆，

如有恶意遗弃，主场运营服务商有权扣除其全部施工押金。

五、水源、电源及压缩空气的供应

1、本展指定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独家承办所有水源、电源和压缩空气供应，所需费用由参展商或搭建商

支付。

2、因安全方面原因，所有的水、电和压缩空气到主开关的连接由展馆方来操作,其它任何单位不得进行施工。

由主开关到机器的电线连结由展商负责。走线必须安全以避免当参观者不小心或无意碰到时发生事故。

3、在布展、撤展期间，可安排临时动力供电。展商要提前向主场运营服务商申报。

4、动力用电与照明用电必须分开申请。所有配电箱禁止放在房间或封闭空间内。

5、每天闭馆十分钟后停止电力供应，展商如需 24 小时用电，需提前向主场运营服务商提出申请，并支付相应

的加班费及电费。但24 小时用电不可作为不间断电源使用。

6、主办单位提供馆内一般照明。展览会提供的电力规格为：三相 380V/50HZ，单相 220V/50HZ。主办单位将

提供给标准展台基本电源(220V/50HZ 5A)，展商如需额外增加电源、上下水及压缩空气装置可填写"表格 5 特

装展位水、电和压缩空气申请表"，同时附交电源、上下水及压缩空气设施位置示意图，以便于施工单位现场

施工。

7、租用气源和水源的参展商需自备空气干燥过滤器，及上下水循环装置。

8、所使用的各种照明灯具及各种用电设施及材料应具有国家专业安全认证。所有电源线均应使用双层绝缘护套

铜线，绝缘强度须符合标准。连接灯具的绝缘导线最小截面积 1mm2。展台电器连接端子必须完全封闭，不

得裸露。

9、根据北京市政府有关规定，如有机器需循环用水，展商需自带循环装置，严禁直排水，否则展馆有权拒绝其

用水申请。

10、电气施工人员必须持有国家劳动部门核发的专业操作证书。在施工期间要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不违章

作业，配合主场运营商及展馆的检查。同时展馆内不允许放置气泵设施。

注意事项：

-设备用电量不得超过所申请的电力负荷；

- 不得使用高功率太阳灯、霓虹灯，所有电力设施必须保证安全使用，如果电力设施有危险隐患，主办单

位将停止对其供电；

-所有电力插座为一机一插座，参展商不得使用“万用插座”；

- 若展商的耗电量超过所申请的电量，从而对其他展商设备操作或本展电力系统造成不良影响，主办单位

将立即终止对该摊位供电，由此造成的损失由该展商负责。

六、展台拆除

1、只有在展会结束后才可开始拆除展台；展商需规定时间内完成撤展并恢复展位地面原貌。

2、逾期，主办单位将有权自由拆除和存储这些物品直至展商认领。由此产生的拆除和存储费用，以及被盗、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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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和损害风险由展商承担。

3、展台拆除后需至主场运营服务商现场办公室，通知相关工作人员并核查无误后方可离开展馆，否则由此而引

发的不良后果将由参展商或搭建商承担。

4、由参展商或搭建商造成的对展馆设施的损害

当展览会结束时，展位包括地面必须恢复至其原貌。展商必须对其对展馆建筑及其设施造成的损坏以及泄漏

的油污对地面造成的损害负责。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将从展台押金中扣除，如保证金不足以支付赔偿额，主场

运营服务商将向参展商追缴不足部分。

七、消防

1、展台上不能展示易燃易爆物品及其它违反北京市消防安全规定的物品。如确实需要展示，仅可使用空罐空包

装，不得含有内容物。

2、不得使用任何易燃易爆的装修材料及加工材料。

3、展台全部装饰材料，如铺设地毯，必须选用符合消防要求的防火等级 B1级以上的阻燃地毯。

4、每50平方米展台应配备 2个年检合格的灭火器，二层下每四平米配备一个悬吊式自动感应灭火器。

5、防火通道及设施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通畅。

6、展馆内严禁吸烟，包括公共通道、展位内及其办公室。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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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北京市消防局、

主办单位、主场运营服务商及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消防安全规定。

8、任何人遇到火情，无论大小，都应启动火警警报，并及时通知工作人员，尽力将其扑灭或控制，并撤离附近

所有物品。

9、展台挡板及其他专用服务区内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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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以下情况必须取得北京市消防局的书面批准：

-展览中演示操作暖气、烧烤炉、生热或明火器具、蜡烛、灯笼、火炬、焊接设备或其他生烟材料。

-演示、操作任何可能被认定危险的电力、机械或化学器具。如有任何疑问，或器具可能被认定危险，请向

相关部门报批。

-严禁使用有毒或危险材料，包括：易燃液体、压缩气体或危险化学品；展位内严禁悬挂小型气球、大型广

告气球等。

-各展台需配备足够数量的灭火器等消防设备，详见《北京市消防安全局规定》。

八、其他事项

1、各展商和搭建商均应遵守主办单位、主场运营服务商及展馆方所作的各项规定。

2、展商应填写所有需要的表格，并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展览会各项申请工作，否则所提的要求无法满足。

3、当地条例

①尊重并遵守当地的法律是展商、搭建商应尽的职责，特别是安全和防火条令，以及当地的行政法规、制度。

②主办单位已被委托在展览场所内执行各项规则，并且有权在别人不遵守的情况下采取必要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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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 展商展位管理知情书 （参展商必填）

报馆截止日期：2022年 3月 7日
参展商名称： 展馆号： 展位号： 电话：

联系人： 手 机： 邮 箱： 传真：

为确保及时有效的联络，请完整填写以上内容后发送给主场运营商各馆负责人（见本册 4页）。并保存复印件存档留

用。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各参展企业和专业观众，营造良好的展览环境和商务氛围，第 32 届中国国际汽车

服务连锁暨用品、易损件、保修设备展览会 第六届中国国际洗车展览会组委会制定以下展位运营管理要求，

吁请所有参展企业共同遵守：

1. 展会期间，使用外放音箱的展位须注意：

①禁止使用线阵列音箱等大功率音响设备（参考如图）；

②音箱喇叭不能面向通道，必须朝向展位内部；

③展位旁通道监测音量不得超过70分贝；

④ 展位须缴纳音箱押金 5000 元。如果现场出现超音量分贝将

给予警告并要求展商立即降低音量，如超分贝警告三次以上，

主办方及其指定的主场运营商有权限制、终止此类活动进行，

对其展位采取断电措施，并扣除音箱押金。因断电造成的经

济损失及相关后果，主办方和其指定的主场运营商概不负责。若展位搭建商在未得到主办方和其指

定的主场运营商同意的情况下私自接驳电源，主场运营商将有权对该展位搭建商扣除违约金，并将

该搭建商列入展会搭建商黑名单。

2.参展商如需要在展会期间(3 月 26 日—3 月 29 日)进行公开的现场表演，必须将该表演的详细资料及方案

以书面形式向组委会申报。递交的材料包括表演时段、转运部件、易燃材料、激光和其他危险品。未经

许可，不得在展会期间进行任何公开的现场表演。（表演节目严禁钢管舞等不雅内容，如有发现主办方

将有权第一时间要求展商停止演出。）

3.展会期间，展商摆放展品、展架等不得超出展位。一经发现将进行警告，若还未处理将没收相关物品，

概不退还。并将其列入展会黑名单，将直接影响明年展会参展。

4.展会期间，不得在展馆内吸烟。

5.参展商请在本公司展位或展览会指定地点派发宣传品、纪念品等，不得在展场公共区域及展场周边地区

派发，否则被保安人员没收其派发的物品与主办方无关，后果自负。

营造良好的展览环境，需要所有参展企业的共同努力，请各参展企业共同遵守。

公司名称（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手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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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2 标准展位家具租赁申请表（应需填写）

报馆截止日期：2022年 3月 7日
参展商名称：

展馆号： 展位号： 电话：

联系人： 手 机： 邮 箱： 传真：

为确保及时有效的联络，请完整填写以上内容后发送给主场运营商各馆负责人（见本册 4页）。并保存复印件存档留用。

编号 名称及描述 单价(RMB) 数量 合计(RMB)
家 具（仅限标准展位预订）

1 高玻璃展柜(1030L*535W*2170Hmm) 380.00
2 低玻璃展柜(1030L*535W*1000Hmm) 260.00
3 询问台(1030L*535W*750Hmm) 110.00
4 铝合金椅(490L*575W*735Hmm) 50.00
5 半圆沙发 270.00
6 资料架 70.00
7 平层板(1000L*300Wmm) 50.00
8 商务沙发单人 300.00
9 商务沙发双人 470.00
10 商务沙发三人 600.00
11 茶几(1200L*500Hmm) 75.00
12 玻璃桌(Ø800*780Hmm) 135.00
13 木头桌(Ø800*780Hmm) 120.00
14 白折椅(510W*470D*720Hmm) 40.00
15 黑皮椅(570W*440D*760Hmm) 60.00
16 吧椅(Ø370*840Hmm) 100.00
17 吧桌(Ø450*1200Hmm) 130.00
18 长条桌(1400L*700W*750Hmm) 150.00
19 围栏(1000Lmm) 70.00
20 洞洞板(网格，10个挂钩) 200.00

照 明（仅限标准展位预订）

21 日光灯 100.00
22 射灯(100W) 100.00
23 等离子电视 42寸(限 100台) 1400.00
24 立式饮水机 350.00

总计（RMB）：

备注:

1、上述内容为部分可租赁项目，展商如有其它需求请向主场运营服务商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咨询。

参展商须妥善保管租用家具，如有丢失照价赔偿。

2、所有视听设备将在2022年 3月 25日上午 10：00开始提供，并于2022年 3月 29日 16：30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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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及照明设备图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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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3 展具花卉绿植进馆申报表（所有展位展具及绿植进馆必填）

报馆截止日期：2022年 3月 12日

备注：标准展位及特装展位展具及绿植进馆必填此表格。

1.展具、花卉绿植申报单位必须是展台报馆单位，附带展台真实效果图并加盖公章。

2.“其他”即无法确定分类名称物品，如：如遮阳伞、垃圾桶、衣架、桌布、护栏等，请直接填写内容和数

量。

3.经审核通过的申报单，展览服务部加盖印章，存放在W1-2、E1-E2 卸货区中间租赁办公点；申报单位请

于3月 24日持有效证件或证明材料核实后领取《申报回执单》。

4.申报单位持加盖展览服务部印章的《申报回执单》及真实有效证件出示场馆安保人员，经核实无误方可

放行进馆。

5.布展第一天前 10 个工作日后截止申报，申报截止后提交的申报资料未经中展商服最终确认视无效处理

（不含国家法定节假日、公休日）。

6.申报单、展台真实效果图，请提交至中展商服展览服务部唯一审核邮箱：sfcs2@ciec.com.cn，咨询电话：

姚先生13552026057

7.对于申报材料有问题的申报单位会以邮件方式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前给予回复，并请申报材料有问题的

单位在3月 20 日 17：00之前补报。

展具花卉绿植申报单

展会
名称

展会
时间

展位
号

展具类（数量） 花卉类（数量）

申报单位 联系人
联系方

式桌 椅
沙
发

柜
子

资
料
架

茶
几

电
视

冰
箱

饮
水
机

其
他

鲜花 绿植
其
他



29

表格4 施工管理项目申请表

报馆截止日期：2022年 3月 7日
参展商名称：

展馆号： 展位号： 电话：

联系人： 手 机： 邮 箱： 传真：

为确保及时有效的联络，请完整填写以上内容后发送给主场运营商各馆负责人（见本册 4页）。并保存复印件存档留用。

名称及描述 单位 单价(RMB) 数量 合计(RMB) 费用支付方

施工管理费 平方米 42.00 □参展商 □搭建商

施工证 人 40.00 □参展商 □搭建商

布展车证 辆/限 2小时 75.00 □参展商 □搭建商

撤展车证 辆/限 2小时 75.00 □参展商 □搭建商

垃圾清运费 平方米 7.00 □参展商 □搭建商

吊点位置租赁费 50KG/点 700.00 □参展商 □搭建商

施工证押金 个 50 □参展商 □搭建商

施工押金 每百平米

≤100㎡

101～200㎡

↓

≥1000㎡

2万元

4万元

↓

20万元

□参展商 □搭建商

总计（RMB）：

备注:

1、为给您和您的搭建商及时、准确的开具增值税发票、退押金，请务必在表格中明确勾选出相关费用的

支付方（参展商或搭建商），且一并将表格12、13 填写清楚，将彩色扫描件通过邮件回复给馆长。

2、“吊点位置租赁费”仅为租赁该吊点的费用，不含安装，请参展商及搭建商自行安排安装事宜。

3、吊点仅能悬挂吊旗，不能吊挂展台结构，且吊挂物不得与地面支撑物连接。所有吊挂方案必须提交主场

运营服务商审批，通过后方可在现场实施。

4、吊点的实际数量以展馆最终计算为准。

5、参展商如需要搭建吊顶方案，需要提前向主场搭建商申请，经主场搭建商确认展商展台上有悬挂点后再

设计方案，如未经过确认擅自安装吊顶方案，搭建制作方最后因为无吊点造成展台无法搭建，由参展商

自行承担一切责任，与组委会无关。吊点所需的相关设备由参展商自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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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5 特装展位施工申请表

报馆截止日期：2022年 3月 7日
参展商名称：

展馆号： 展位号： 电话：

联系人： 手 机： 邮 箱： 传真：

为确保及时有效的联络，请完整填写以上内容后发送给主场运营商各馆负责人（见本册 4页）。并保存复印件存档留用。

展会名称：
第32届中国国际汽车服务连锁暨用品、易损件、保修设备展览会

第六届中国国际洗车展览会

*参展商： 电话：

*搭建商： 电话：

施工地点： 展馆号： 展台号：

*施工人数：
电工： 木工： 其他工种：

总人数：

*施工面积： 平方米： *展位规格： 长: 米 宽： 米

*现场安全负责人： 姓名： 手机：

*吊点数量： （每个吊点承重必须小于50公斤）

*搭建材料：

*展期用电(千瓦)：

申报人： 姓名： 手机：

备注：

1、 标记*的项目必须如实填写，如因不实填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施工单位自行承担责任。

2、 请将施工人员身份证号表格、电工及其他特殊工种的技术证书复印件附在本表之后。

3、 请将搭建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书附在本表之后。（加盖公章原件）

4、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附在本表之后。（加盖公章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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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6 水、电和压缩空气申请（1）

报馆截止日期：2022年 3月 7日
参展商名称：

展馆号： 展位号： 电话：

联系人： 手 机： 邮 箱： 传真：

为确保及时有效的联络，请完整填写以上内容后发送给主场运营商各馆负责人（见本册 4页）。并保存复印件存档留用。

名称及描述 单价(RMB) 数量 合计(RMB) 费用支付方

照明用电

15A/220V 1155.00 □参展商 □搭建商
20A/220V 1815.00 □参展商 □搭建商
30A/220V 2310.00 □参展商 □搭建商
40A/220V 3630.00 □参展商 □搭建商
50A/220V 3960.00 □参展商 □搭建商
60A/220V 4950.00 □参展商 □搭建商

动力用电

施工临时电 15A/220V（单相） 375.00 □参展商 □搭建商
施工临时电 30A/220V（单相） 1500.00 □参展商 □搭建商

15A/220V/24hr（单相） 2700.00 □参展商 □搭建商
30A/380V/24hr（三相） 7500.00 □参展商 □搭建商

15A/220V（单相） 1500.00 □参展商 □搭建商
30A/380V（三相） 2925.00 □参展商 □搭建商
60A/380V（三相） 5265.00 □参展商 □搭建商
100A/380V（三相） 8970.00 □参展商 □搭建商
150A/380V（三相） 13065.00 □参展商 □搭建商
200A/380V（三相） 19500.00 □参展商 □搭建商

水气供应

300L/Min,内径 9mm,外径 14mm 3000.00 □参展商 □搭建商
600L/Min,内径 12mm,外径 17mm 4500.00 □参展商 □搭建商
1000L/Min,内径 19mm,外径 24mm 6000.00 □参展商 □搭建商

生活用水 3300.00 □参展商 □搭建商
总计（RMB）：

备注：
1、为了给您和您的搭建商及时、准确的开具增值税发票，请务必在表格中明确勾选出相关费用的支付方（参展商

或搭建商），且一并将表格 12、13填写清楚，将彩色扫描件回复馆长。
2、供电：220V 50Hz AC 单相; 380V 50Hz 三相 (波动:+/-5%)。展期供电时间：3 月 26日-3月 28日 08:30-17:30；

3月 29日 08:30-14:00。且 24 小时供电不能作为不间断电源使用。
3、照明电源与机器设备动力电源必须分开申报，严禁混接混用，且搭建商须按实际需求如实申报用电量。照明与

动力电混接混用和电箱超负荷运转的，现场一经查实，须立即整改，并按手册价格的 200%额外补充支付相关
费用。所有配电箱禁止放在房间或封闭空间内。

4、展馆集中提供的压缩空气气源是压缩机器出口压力为 6-8公斤的一般性压缩空气，参展商应根据自带设备情况
加装干燥机、过滤器等适配装置。展馆只是提供普通气源。展馆不提供接驳管头，需展商自带。气管材质为
PVC 软管。

5、展馆提供的生活用水水压为 2 公斤。水管材质为 PVC 软管。且严禁直排水，如机器用水，展商需自带水循环
装置。所有临时馆无法提供展台用水。

6、若您有提前开通水/电/气的需求，请在报馆截止前向主场服务商提出书面申请，得到确认回复后，支付相应费
用。

7、水/电/气设施位置图的申报要求请参见下表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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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6 水、电和压缩空气申请（2）

报馆截止日期：2022年 3月 7日
参展商名称：

展馆号： 展位号： 电话：

联系人： 手 机： 邮 箱： 传真：

为确保及时有效的联络，请完整填写以上内容后发送给主场运营商各馆负责人（见本册 4页）。并保存复印件存档留用。

水、电、气设施位置图的申报参见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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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7 网络及电话申请表

报馆截止日期：2022年 3月 7日
参展商名称：

展馆号： 展位号： 电话：

联系人： 手 机： 邮 箱： 传真：

为确保及时有效的联络，请完整填写以上内容后发送给主场运营商各馆负责人（见本册 4页）。并保存复印件存档留用。

名称及描述
单价

(RMB)
数量

费用合计

(RMB)

押金

(RMB)
费用支付方

电话线路

市内直线

需另付话机押金500元

1200.00

(不含押金)
□参展商 □搭建商

国内直拨

需另付话机押金500元，

通话费押金1000元

1200.00

(不含押金)
□参展商 □搭建商

国际直拨

需另付话机押金500元，

通话费押金3000元

1500.00

(不含押金)
□参展商 □搭建商

ISDN（仅市内电话功能） 2300.00 □参展商 □搭建商

小计(RMB)：

网 络

宽带上网（256K） 4300.00 —— □参展商 □搭建商

宽带上网（512K） 7900.00 —— □参展商 □搭建商

宽带上网（1M） 12000.00 —— □参展商 □搭建商

小计(RMB)： ——

ADSL

ADSL(1M ， 含 押 金

500RMB)
9300.00 □参展商 □搭建商

小计(RMB)： ——

总计(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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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8 特装展位参展商安全责任保证书（光地参展商填写）

报馆截止日期：2022年 3月 7日
参展商名称：

展馆号： 展位号： 电话：

联系人： 手 机： 邮 箱： 传真：

为确保及时有效的联络，请完整填写以上内容后发送给主场运营商各馆负责人（见本册 4页）。并保存复印件存档留用。

特装展位参展商安全责任保证书
一、本公司已仔细阅读此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并向主办单位和主场运营服务商及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保证严格遵守此规定。

二、本公司承诺将委托具有施工资质的搭建公司为本次展会的施工单位，并严格遵守施工管理规定，安

全施工作业。

三、本公司将于2022 年 3月 7日前将光地展位设计图（标明长、宽、高尺寸,展位号,参展公司名称）及

展位效果图提交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备案。如果展位设计不符合要求，主场运营服务商有权要求更

改设计。

四、本公司将于2022年 3月 7日前向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报批施工图,包括效果图、平面图、立

面图、电路图、电箱位置图、施工细部结构图（所有图纸均须标明尺寸、所有结构材料的规格尺寸及展位

号、参展公司名称）、多层或复杂结构展台以及室外展台时须提供展台细部结构图（加盖国家一级注册结

构工程师印章及其所在建筑设计院审核章）及结构审核报告、施工单位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章）、搭建公司法人委托书(加盖公章)参展商签字盖章的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确认回执、特殊工种复印件

等文件。

五、本公司将于展位安装高清、无死角摄像头且保留开展期间所有影像资料并在提交图纸中标注出摄头

位置及覆盖区域。

六、因违反施工管理规定，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和责任，由施工单位负责，并承担由此给主办单位、

主场运营服务商和场馆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

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确认回执

本公司所委托之施工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公司所委托之施工单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施工单位负责人: 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手 机: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展公司名称（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展位号:____________________

参展单位负责人: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手 机: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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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9 特装展位搭建委托书（光地参展商填写）

报馆截止日期：2022年 3月 7日
参展商名称：

展馆号： 展位号： 电话：

联系人： 手 机： 邮 箱： 传真：

为确保及时有效的联络，请完整填写以上内容后发送给主场运营商各馆负责人（见本册 4页）。并保存复印件存档留用。

我公司为第 32 届中国国际汽车服务连锁暨用品、易损件、保修设备展览会 第六届中国国际

洗车展览会参展单位，搭建面积______________平方米，展位长_______米，宽_______米。现委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为我公司展台搭建商，且证明：

1、该搭建公司经考察审核合格后确认为本展位唯一指定搭建商，且具有搭建资格；

2、该搭建公司已同本企业签定相关搭建合同，确保展台安全施工及正常运行；

3、我公司已明确主办单位施工管理相关安全细则，并通知我公司指定委托搭建公司在现场确保

施工安全；

4、配合主办单位主场服务商对展台安全进行监督，如违反场馆相关施工安全规定，主办单位有

权对展位进行处罚；

5、对搭建商进行监督，若违反主办单位施工管理相关规定，主办单位有权追究我公司及我公司

指定搭建商一切责任。

参展单位（盖章）：

代表授权签字：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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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0 特装展位施工安全保证书（搭建商填写）

报馆截止日期：2022年 3月 7日
参展商名称：

展馆号： 展位号： 电话：

联系人： 手 机： 邮 箱： 传真：

为确保及时有效的联络，请完整填写以上内容后发送给主场运营商各馆负责人（见本册 4页）。并保存复印件存档留用。
根据北京市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有关规定，为做好CIAACE 2022 的安全保卫工作，所有展商委托的

搭建商都必须签订展期内的安全责任保证书。请各展商认真阅读并在以下保证书上签字盖章。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
本公司受 公司委托，负责CIAACE 2022 展位的搭建管理工作，并全面

负责展位搭建安全工作。

1、严格遵守《北京市大型社会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北京市展览、展销活动消防安全管理暂行规定》、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管理规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管理规定实施细则》、《中国

国际展览中心展览会用水、电及压缩空气管理规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管理处罚规定》、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环保规定》以及其它相关规章制度，服从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主管

部门的施工管理和监督检查，保证展台和人身安全。

2、施工前应按照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有关规定办理施工资质登记备案、施工图纸报审等手续，并交

纳相关费用。

3、施工现场的安全和防火由施工单位负责，施工单位须确定一名施工现场安全负责人，全面负责施工现场

的安全、防火工作。

4、施工人员、参展商进馆必须佩带安全帽，施工人员高空作业必须使用安全带。

5、展台结构必须牢固、安全，搭建材料应使用难燃或阻燃的材料，禁止使用弹力布和针织棉品做装饰材料。

6、所有特装展位均需要安装高清、无死角摄像头且保留开展期间所有影像资料并在提交图纸中标注出摄头

位置及覆盖区域。

7、展台结构严禁在展馆顶部、柱子、二楼围栏及各种专用管线上吊挂、捆绑，所有结构应和展台自身主体

结构连接。严禁利用展馆顶部网架作为吊装展台结构的工具。

8、馆内搭建二层或结构复杂的展台以及搭建馆外展台时须提供展台细部结构图并加盖有相关资质设计院审

核章和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印章及审核报告。从设计到施工应充分考虑展台的安全性，确保搭建展

台各连接点及展台整体结构的牢固性。

9、搭建二层展台必须设置年检合格的灭火器。

10、展台结构不准遮挡展馆内的消防设施、电气设备、紧急出口和观众通道。搭建地台必须于展位范围内

部地台边缘处设置缓坡通向公共通道，防止地台与地面的落差造成人身伤害。展馆防火卷帘门下不得

搭建任何展架、展台、整体地台及堆放各种货物，防火卷帘门所处的展馆立柱严禁采取任何形式的包

裹及遮挡，保证防火卷帘门升降畅通。

11、特装展台不得超过限定高度。馆内限高为5米。

12、室外搭建的展台要做好防风措施，确保展台结构的强度、刚度、稳定性以及局部稳定性。

13、使用玻璃材料装饰展台，必须采用钢化玻璃，要保证玻璃的强度、厚度（幕墙玻璃厚度不小于8mm），

玻璃的安装方式应合理、可靠，必须制作金属框架或采用专业五金件进行玻璃安装，框架及五金件与

玻璃材料之间要使用弹性材料做垫层，确保玻璃使用安全。大面积玻璃材料应粘贴明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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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以防破碎伤人。若使用玻璃地台，则结构支撑立柱、墙体必须固定于地台下方，不得直接在光滑

玻璃面上方搭设展台结构。

14、展台搭建材料的选用要符合国家有关部门关于临时性建筑的材料用法标准并结合展览会的特点合理选

材，选材时应符合国家环保要求。

15、馆内严禁吸烟。展台施工不得使用易燃、易爆物品，禁止明火作业。

16、展台严禁采用全封闭式顶棚，展台顶棚不得阻挡展馆顶部消防设施，要保证展台顶棚至少有 50%以上

的平面开放面积，以确保展台的消防安全性。

17、展台施工人员应佩戴证件进场施工，严禁证件不符和倒证现象的发生，专业技术人员须持上岗证施工。

18、严禁使用霓虹灯作为展台装饰照明。照明灯具等各种用电设施及材料应具有国家专业安全认证，应按

照北京市电气规程标准施工、安装、使用。电器连接安装应使用双层绝缘护套线，连接端子必须完全

封闭不行裸露并加盖绝缘盒。

19、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提供的24小时供电，不能作为不间断电源使用。

20、施工单位不得动用展馆配电箱、水源、气源等固定设施。室外安装灯具、插座、配电盘等应选用防雨

型，室外用电设备应有可靠防雨措施。

21、展览会开幕后，施工单位须留现场安全负责人及专职人员现场值班，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22、撤馆时，施工单位须将所有搭建材料全部撤出展馆并清运干净，严禁堆放在展位或展览中心院内。

23、施工办公室保留对特殊情况实行特别限制的权利。施工办管理人员有权进入展台进行检查。所有特装

展台搭建公司必须于2022 年 3月 29日撤馆结束前将展台撤馆垃圾清除展馆，并不得恶意丢弃于展馆

周围，否则主场运营服务商有权扣除其全部施工押金。

24、展台搭建商在布/撤展期间应文明施工，严禁野蛮操作，由此引发的安全责任事故，搭建商将负全部责

任。

25、施工单位在进馆施工、撤馆以及运输过程中因违反上述规定，所造成的人员伤亡、火灾及场馆建筑物

设施损坏等一切安全责任事故，由施工单位负全部责任，并承担由此给主办单位、主场运营服务商和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造成的所有的名誉及经济损失。

26、施工押金将于展会结束后30个工作日退还。

27、展会搭建及开展期间，请搭建商务必在每日闭馆后切断展位电源，一经发现不切断电源就离展馆，每

个展位每次罚款贰仟至伍仟圆整,并应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安全责任事宜。

本人已仔细阅读此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并保证严格遵守此规定。

搭建公司名称（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手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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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1 双层展台施工安全保证书（双层展台搭建商填写）

报馆截止日期：2022年 3月 7日
参展商名称：

展馆号： 展位号： 电话：

联系人： 手 机： 邮 箱： 传真：

为确保及时有效的联络，请完整填写以上内容后发送给主场运营商各馆负责人（见本册 4页）。并保存复印件存档留用。

根据北京市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有关规定，为做好本届的安全保卫工作，所有参展商委托的搭建商

都必须签订展期内的二层搭建安全责任保证书。请各参展商及搭建商认真阅读并在以下保证书上签字盖章。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二层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
本公司受 公司委托，负责CIAACE 2022 展位的搭建管理工作，并全面

负责展位搭建安全工作。

1、严格遵守《北京市大型社会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北京市展览、展销活动消防安全管理暂行规定》、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管理规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管理规定实施细则》、《中

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会用水、电及压缩空气管理规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管理处罚规

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环保规定》以及其它相关规章制度，服从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

公司主管部门的施工管理和监督检查，保证展台和人身安全。

2、展位面积大于等于80平米方可搭建二层。

3、馆内搭建二层的展台须提供展台细部结构图并加盖有相关资质设计院审核章和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

师印章及审核报告。从设计到施工应充分考虑展台的安全性，确保搭建展台各连接点及展台整体结构

的牢固性。

4、二层地面不能使用展览地毯，应使用防火金属甲板等达到B1级防火要求的材料

5、搭建二层展台必须设置年检合格的灭火器，每50平米配备2个。

6、二层面积应不超过首层面积的1/3，并且楼梯是直梯不能是旋转楼梯。

7、二层结构部分应避免使用大功率灯光，不能封顶。

8、整个展期保证用电安全，如主场运营服务商发现其用电有安全隐患或超过实际申请用电量，搭建商应

立即采取措施并补订电箱，否则主场运营服务商有权对其展台断电。

9、进馆、展期及撤馆期间，参展商及施工单位须留现场安全负责人及专职人员每天现场值班，保证二层

展台结构安全，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0、撤馆时，施工单位须将所有搭建材料全部撤出展馆并清运干净，严禁堆放在展位或展览中心院内。

11、展台搭建商在布/撤展期间应文明施工，严禁野蛮操作，由此引发的安全责任事故，搭建商负全部责

任。

12、施工单位在进馆施工、撤馆以及运输过程中因违反上述规定，所造成的人员伤亡、火灾及场馆建筑物

设施损坏等一切安全责任事故，由施工单位负全部责任，并承担由此给主办单位、主场运营服务商和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造成的所有的名誉及经济损失。

本人已仔细阅读此二层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并保证严格遵守此规定。

搭建公司名称（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手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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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2 展览施工管理违约规定（搭建商填写）

报馆截止日期：2022年 3月 7日
参展商名称： 展馆号： 展位号： 电话：

联系人： 手 机： 邮 箱： 传真：

为确保及时有效的联络，请完整填写以上内容后发送给主场运营商各馆负责人（见本册 4页）。并保存复印件存档留用。

凡进入展览馆的施工单位应自觉遵守展览馆及展会各项规章制度，接受展览馆及展会各相关管理部门

的监督执法。施工单位违反在CIAACE 2022 的管理规定，主场运营商（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笔克公司）有权予以制止、要求限时整改，并有权按照本文件规定的具体数额要求施工单位按次支付违

约金。在施工、展出、撤展以及运输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的，施工单位应承担全部责任，给展览馆、主办

单位、主场运营商及任何第三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及名誉损失，施工单位应予以赔偿。

序
号

违 规 内 容

违约金数额（RMB）/次

开幕前

开幕后
每发现
一次

通知后
未按时
整改

1 展台搭建超过展商手册规定高度，或出现密闭空间 1000 5000 20000

2 展台搭建使用各种易燃纺织物、木质结构未刷防火涂料 1000 5000 20000

3
使用高压、高温灯具，电加热器具，平行线、麻花线、铝芯线，
电线未穿绝缘阻燃保护管，存放、使用充压的压力容器

1000 5000 20000

4
阻塞消防通道、消防卷帘门、紧急出口、消防设施、公共通道、
配电柜以及摄像头等，应立即整改

1000 5000 20000

5 未按申报图纸施工 1000 5000 20000

6
搭建展台利用展馆顶部、墙面、柱子、栏杆、门窗及各种专用管
线吊挂、捆绑、钉钉、粘贴等

1000 2000 5000

7
展台搭建单位未配备合格完整的二级电源控制箱，其额定电流超
过展馆提供的一次电源控制箱，或将电源控制箱安装在封闭房间
内的

5000

8
施工人员未佩带本人施工证件及安全防护用具，多人在同一高梯
上作业及无人看护（除接受其他展会监管部门处罚外）

200/人次

9
背靠背展台与相邻展位间的结构高于对方展位，展会开幕后仍未
对背部做经主场认可的遮盖

1000

10 施工及展期未配备足量合格灭火器 1000

11 私自接驳电源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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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施工单位连接水源的设备造成泄漏 2000

13
撤展时，野蛮拆卸展台、推倒展台及搬运物品时造成场馆设施损
伤的，应立即停止施工，除赔偿场馆损失外

2000

14 使用易燃、易爆物品（稀料、酒精等） 2000

15 特种施工作业人员无有效证件 2000/人次

16
展厅内调漆、喷漆、刷漆等违反相关安全管理规定的，应立即停
止施工

2000

17 未经书面允许，在展览馆内动用明火作业，没收其作业设备 2000

18 撤展时，施工垃圾未清理或未清理干净或未验收 2000

19 搭建及开展期间闭馆后未切断电源 3000

20 向馆内地沟倾倒废油等废弃物的 3000

21 寻衅滋事，打架斗殴 5000/施工单位

22 展台出现冒烟、结构失稳等重大安全隐患 5000

备注：

1. 笔克公司视具体违规情形对违规施工单位进行口头通知或书面通知要求限时整改，并以展会开幕时间
为节点进行违规程度的判定，展会开幕后仍然存在违规情形的视为严重违规。同一违规行为各阶段的
违约金数额应叠加计算。

2. 施工单位依照本文件内容应承担的违约金，笔克公司有权在施工押金中予以扣除，不足部分由施工单
位补缴。接到通知后拒不整改或同一方式再次违规的施工单位，笔克公司有权停止其展台供电及施工，
并扣除全部施工押金。

3. 笔克公司根据施工单位在本展会的施工违约程度，将采取在其他展会主场对其加倍收取施工押金、在
行业内给予公示等措施。

4. 施工单位签字盖章即表明其已阅读并自愿接受本文件约束。

施工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法人手机：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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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3 无收据承诺书（由付款方填写）

报馆截止日期：2022年 3月 7日
参展商名称：

展馆号： 展位号： 电话：

联系人： 手 机： 邮 箱： 传真：

为确保及时有效的联络，请完整填写以上内容后发送给主场运营商各馆负责人（见本册 4页）。并保存复印件存档留用。

我公司于 2022 年 3月 26 日至 3月 29 日参加第 32届中国国际汽车服务连锁暨用品、易损件、保修设备

展览会第六届中国国际洗车展览会，展位号为__________。以下为退还押金准确信息,如因填写不当,造成无

法及时退还押金或产生额外费用,后果由本公司承担。

请仔细阅读并填写该表:

1.退还施工押金时,将直接退还给支付方,不转退第三方。

2.此表格提交盖章原件仅限于来我司办理报馆事宜，交押金的搭建商填写。

3.施工押金必须由搭建商来交付。

4.押金由搭建商缴纳，不接受个人汇款。如有个人缴纳（现金及支票）的展台押金只能退还给公司，禁

止退还个人。

展位信息

展位号（如有多个展位号请标清注）：

订单号:

收据号:（只有现场交款填写）

押金金额:

退押金信息

公司全称(须与付款凭证上名称一致):

银行全称:

账号:

银行12位大额支付码:

联系人及手机号:

联系人Email:

公司名称（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手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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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施工押金退还确认单
（搭建单位留存，撤展时需交给笔克公司确认）

搭建单位填写并加盖公章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施工单位名称 展位面积

报馆人姓名 手机号码

现场负责人姓名 手机号码

笔克公司填写

押金退还说明 （扣
除原因）

押金扣除金额

施工证退还数量

笔克负责人签章
报馆人或现场负
责人签字

备注说明

1、押金退还时必须凭此单，无搭建单位公章视为无效。

2、撤展时，搭建单位将展台施工材料及垃圾全部清理干净后，由笔克
公司现场管理人员签章确认。

3、在展会期间发生任何安全事故、损坏展馆设施、乱扔废弃物等情况
未告知笔克公司,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将在押金中扣除。

4、各搭建商及参展商的施工证件需在撤展当日退还笔克公司，如有丢
失将扣除相应的证件押金。

5、此单只接受搭建单位报馆人及现场负责人签字确认，由其他人代签
而造成的问题搭建单位负全部责任。

6、北京笔克公司享有以上备注说明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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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4 发票信息采集表（由付款方填写）

报馆截止日期：2022年 3月 7日

发票中心填写说明（主场搭建服务商）
（备注说明：本平台只针对主场搭建服务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例如展台用电、用水、压缩空气、施工管理等相
关费用。展品运输、装卸、酒店、保险等非主场搭建费用，无需在此填报。本平台信息认证后，为您开具的是
中国国税发票，若海外展商需要英文 Invoice,请联系主场服务商各馆长）

登录以下网址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发票信息填写：

1. 用户名：请填写公司全称（即需要开发票的发票抬头）。

2. 密码：初始密码请在申报人邮箱或手机号中查找，未收到初始密码的公司，请在登录窗口点击注册。

3. 成功登录后请及时更新初始密码及发票信息中所列示的信息，同一个发票抬头的发票信息只需要一次性填

写，永久有效，无需重复登录或注册。信息变化的请务必第一时间登录并更新。

4. 如有问题请联系各展会负责人(参展商手册中主场搭建服务商各馆长)。

5. 申请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请及时在申报人手机短信中打开链接，下载PDF 版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并自行打印即可，其法律效力、基本用途、基本使用规定等与税务机关监制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相同。

6. 网址: http://fp.pico-ies.com/

7.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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