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6 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 

  

 
 

 

 

 

 

2021年5月21日-23日，青岛·红岛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火炬路326号） 

 

主办单位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支持单位 

山东省教育厅、青岛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青岛市教育局、国药励展 

协办单位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实验室管理工作分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教学研究分会、教育信息化分会、马

克思主义研究分会、职业技术教育分会、高校学生管理与就业创业工作研究分会、产教融合研究分会、

宣传工作研究分会，青岛市科学技术局，中国航空学会，中国教育在线，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三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现代教育装备》杂

志社，中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等。 

媒体支持 

新华网、光明网、人民网、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日报网、中国教育在线、现代资讯、慧聪

教育装备网、仪器信息网、高教仪器商情、仪器网等 

 

注：大会组织机构可能存在变动，一切以现场实际公布为准 

参展商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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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关注大会公众号，了解更多相关资讯 

 

 

尊敬的参展商： 

 

您好！ 

我们十分荣幸地欢迎您参加第56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 

作为高等教育领域影响深远的品牌展会，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的发展离不开您的支

持和陪伴，我们诚挚的感谢您对大会的支持和理解。 

为了协助各位更加有效的参展，我们特别准备了这本参展商手册。您能在这里找到

展商参展报到须知，展位搭建、家具增租等表格之外，我们同样为您预备了贵公司用于

展会宣传方面的信息，请您认真浏览。 

为了使您的整个参展计划有条不紊的执行，我们提醒您，务必注意在每个表格的截

止日期前填写完成。 

    如有任何疑问，欢迎来电垂询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高博会项目。 

    我们衷心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并热切期待与您相会于2021年5月的青岛。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高博会项目 

敬上 

2021年3月 

 

展会总则： 

参展商必须遵守本手册中的相对的各项合约及其条款的各项规定。任何对参展要求

有所变动的意见都须在手册要求的时限之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办单位。承办单位在不致

损害参展商权益的前提下，对本手册中的若干规定和条款享有解释、制定和修改权。 

参展商与承办单位就参展等相关事宜签署申请表后，即被默认为遵守本手册的所有

规定、补充说明及相关条款。 

承办单位有权独立处理本手册中未能详释的一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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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服务方联系方式 

(一) 大会承办方联系方式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1-3号平安国际金融中心B座15层，联系电话：010-84556677 

网址：http://www.heexpochina.com/，www.reed-sinopharm.com  

高博会项目： 

 

 

 

 

 

 

 

 

 

 

 

 

 

 

 

 

 

 

 

 

 

展位销售、广告赞助 助理经理 

李思琦 先生 

电话：86-010-84556681 

移动电话：15810710851 

Email：siqi.li@reedsinopharm.com 

展位销售、广告赞助 主管 

卢盼盼 女士 

电话：86-010-84556688 

移动电话：15010195258 

Email：panpan.lu@reedsinopharm.com 

 

市场推广、会议合作 高级主管 

崔延欣 女士 

电话：86-010-84556675 

移动电话：13701344191 

Email：yanxin.cui@reedsinopharm.com 

市场推广、会议合作 专员 

夏亚杰 女士 

电话：86-010-84556560 

移动电话：15101543900 

Email：yajie.xia@reedsinopharm.com 

http://www.heexpochina.com/
http://www.reed-sinoph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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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会指定主场服务商联系方式 

 

 

 

 

 

 

 

(三) 大会指定物流联系方式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 主场搭建商/现场展具增租/现场申报电、水、气服务/现场特装&标准展位搭建管理 

北京华毅司马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甘露园南里 25 号国际创展中心 32 层， 邮编：100123 

电话：010-65568330，传真：010-65568331 

联系人：高亮先生（B1-B5 馆），分机 244，聂松阳女士（A1-A4 馆），分机 137 

邮箱：bjproj-official@syma.com.cn 

⚫ 大会指定物流 

海程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国内展品物流一站式服务： 

联系方式：黄莺女士 电话：18661620105，林卿先生 电话：13176861901 

展馆现场物流服务： 

联系方式：张恩萌先生 电话：13176865817，刘洋先生 电话：13256894075 

mailto:bjproj-official@sym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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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参展商须知 

(一) 展前准备及重要信息 

 

 

 

 

 

(二) 参展商报到信息 

参展商报到时间： 2021 年 5 月 19 日– 5 月 20 日， 08:30-17:00 

特装展位展商：建议 5 月 19 日报到并布展； 

标准展位展商：视自身情况于 5 月 19 日-5 月 20 日择时报到 

注：5 月 21 日开展后不办理报到手续，若展商因特殊情况在开展后报到，请办理观众胸卡入场 

报到地点：青岛·红岛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登录大厅 

携带物品： 

 

 

 

 

 

报到完成后，您将领取到（请当场点清并签收，遗失不补）： 

 

 

 

 

 

 

 

 

 

1. 展位合同复印件 

2. 联系人名片（若未携带展位合同复印件） 

 

1. 展会会刊一本（或电子会刊） 

2. 餐券：展览三天期间的午餐券，每个展位（每 9m2）两套 

3. 参展证：每个展位（每 9m2）两张 

4. 其它资料可自行领取（如：参观指南、参展商温馨提示卡等） 

参展商应当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前后关注高博会网站 

www.heexpochina.com，查询展位号及展位图 

展位号示例：A2A01，为 A2 馆 A 列 01 号 

 

 

http://www.heexpo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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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线上展览 

注：高博会线上展览小程序，将于“3 月 19 日”开启收集相关信息，具体操作方式将在

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微信公众号发布 

(四) 布、撤展信息&重要注意事项 

1. 布展时间： 

⚫ 布展时间：2021 年 5 月 19 日– 5 月 20 日  08:30-17:00 

⚫ 撤展时间：2021 年 5 月 23 日 15:00，至连夜撤馆 

⚫ 提前卸料时间：2021 年 5 月 18 日，12：00 后，特装企业可提前卸料 

2. 布撤展车辆路线、车证办理流程 

2.1 布撤展车辆进出展馆线路及注意事项 

为保证展会的布撤展有序进行并结合防疫管控要求，我司将配合展馆对人员车辆进行防疫测温登

记，并对现场交通及装卸秩序进行管控，所有工作人员及入场货车、布展车辆须办理入场证件，请广

大参展商和工作人员予以支持配合。入场线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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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布撤展车辆办证流程及注意事项 

车辆布展证件办理地点： 

《布展车辆通行证》发证退证办理地点：西 2 门和东 2 门货车发证处 

车辆撤展证件办理地点： 

《撤展车辆通行证》发证办理地点： 西 2 门和东 2 门货车发证处 

展商自驾车辆如需入场装卸货也需办理车辆通行证，装卸完毕后请驶出展区，可停放于北广场内外侧

的停车区域。 

2.3 车辆办证注意事项 

【2-3-1】车辆办证方式：车辆按顺序排队到达轮候区之后方可办理，不得提前办理车证。车辆司机本

人到场根据规定办理。 

【2-3-2】车辆办证必要条件： 

（1）车辆到达轮候区，车辆未到不得提前办证。须司机本人办理证件，不得由其他人代办。 

（2）微信或支付宝注册“山东电子健康通行卡”，电子健康码须显示绿码并现场扫行程码。 

（3）司机须携带身份证原件、行驶证原件、驾驶证原件、展位确认函或标有展位信息的展商证、搭建

施工证。 

（4）有来自或籍贯属于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和 14 天内有新增确诊病例地区人员，及相关以上地区车辆

的司机，须携带 7 日内有效核算检测证明方可办理证件。 

（5）司机须佩戴口罩，有序排队等待测温，并保持 1 米以上安全距离。 

（6）排队测温之后，现场填写《附件 3 防疫承诺书》，也可提前打印填写。 

（7）发车证的同时，会发给司机本人一个物流工作证，方便司机进出卸货区和展厅物流门。 

【2-3-3】车辆退证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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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车辆驶出展馆大门之后方可退证，车辆未离场不得提前退证。须在办证当天办理退证手续，过期

作废无法退还押金。 

（2）须办证司机本人退证，其他人员不得代为退证。并一同交回押金收据、车证原件、物流工作证原

件，原件如有丢失无法退证。须携带身份证原件、行驶证原件、驾驶证原件、展位确认函或标有展位

信息的展商证、搭建施工证。 

【2-3-4】车辆办证费用： 

办理《布展车辆通行证》和《撤展车辆通行证》须缴纳制证成本和交通秩序维护费标准： 

每车须缴纳 50 元/车/证，办证同时须缴纳车证押金 300/车/证。进场卸货限定时间为 2 小时之内，每

超 1 小时则须扣除 50 元超时违约金，不足 1 小时按 1 小时计算，以此类推。关于入场装卸货车辆如有

特殊需求，请在申领证件时向工作人员说明，以免产生异议。全部入场车辆发证时，我司会延后 15 分

钟来计算入场时间，以便于车辆从停车区发动入场。请勿在车辆未到达之前办证，以免产生不必要的

待时费。 

【2-3-5】车辆证件及车辆进场注意事项 

（1）车证当日有效须一车一证，严禁重复使用、转借涂改。每辆货车只允许司机一人驾车驶入展厅，

其余随车人员须下车经登陆厅安检办理证件进入展厅。安保及我司工作人员会比对车辆和车证信息，

如发现违规使用车证，车辆则不得入场并扣除全部车证押金。 

（2）所有车辆布撤展入场只能使用我司发放的《布展车辆通行证》和《撤展车辆通行证》，不得使用

其他证件蒙混入场，一旦发现将处以 300 元罚款。 

（3）证件办理咨询电话： 13256894079（同微信号） 

为保证展会布撤展有序进行，请各位参展商、搭建商配合我司准确填写附件 1 中的《附件 1-1 布展车辆

信息预约表》和《附件 1-2 撤展车辆信息预约表》。展商、搭建商可提前将此表格和办证资料发送到以

mailto:展商、搭建商可提前将此表格和办证资料发送到以上微信，或邮件发送到87146148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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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微信，或邮件发送到 871461485@qq.com。相关人员现场凭所需资料正本领取车证，可有效提高现场

领证效率，减少现场等待时间。 

（4）布撤展车辆进场顺序说明： 

我司强烈建议展商、参展商提前申报车辆信息并提前申报办证资料，并确保提供的联系方式准确有效。 

我司会把提前申报的车辆规划进场日期和当日进场时间，并根据展区划分优先、分阶段放行，使场内

交通良性循环，得以最大限度的提高展商、搭建商布撤展效率。请布撤展车辆到达展馆后听从我司及

安保人员调度。 

（5）疫情突发情况处理方法 

期间有健康码非绿码或体温超过 37.2℃的人员，请配合现场的安保人员进行临时留观，疫情防控部门

会进行免费的检测和医疗服务。请相关人员予以积极配合。 

3. 期间包装箱存放处（后续由主场搭建商单独通知） 

4. 撤展规定： 

— 在 5 月 21 日下午 15 点前，不允许任何展品撤展。 

— 撤展开始后，所有成箱的物品出门（包含展品和其他物品）必须先到“大会指定主场服务处”

开具“出门条”。大会主办方提醒您，为维护您和其他参展人员的财产安全，请您自觉办理出门

手续！ 

— 展馆内配设多名安保人员，但展位内物品应自行保管，凡丢失物品的情况，主办方不予负责！ 

— 提示：每天闭馆前，请自觉处理好展位内的物品（重要资料可打包寄存或带走，贵重物品请随

身携带），以免丢失，尤其是展会最后一天。 

— 展商在撤展时，必须使场地保持原样。展商在布置过程中造成的损坏由主办方按损坏程度向展

商收取整修赔偿费。 

5. 重要注意事项 

⚫ 清场广播：展示期间每天 16:30 大会开始播放清场通知，所有人员只出不进 

⚫ 加班手续：在规定的布展、撤展时间之外需加班者，请于当天 15:00 前到展馆主场服务商服务

mailto:展商、搭建商可提前将此表格和办证资料发送到以上微信，或邮件发送到87146148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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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申报，并交纳加班费，15:00 以后提交的加班申请将收取额外费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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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物品遗失将由参展商自行负责。 

⚫ 展示内容：参展企业在现场所展示的产品以及发放的传单资料，必须是大会 6 类专区所涵盖的

内容，若展商现场所展示内容与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 6 类展区所包含产品不符（如箱包珠宝、

蜜蜡、电动玩具）等，组委会有权在展会现场撤销展位，且展位费不予退回 

⚫ 摄影摄像：只有组委会邀请的记者方可携带摄影器材进场，参展商只能在展示会期间对本公

司的展位进行摄录。擅自对其它展位进行摄录的参展商，将有可能被投诉到保卫部门，并要

求删除拍摄内容。 

⚫ 侵权行为：组委会特别要求参展商所展出的展品不能涉及商标或其它侵权行为。如有侵权行

为，组委会有权要求参展商将参展产品撤出展台。 

⚫ 展品展示：展商必须在 2021 年 5 月 21-23 日的整个展览期间展示其展品。在展览会正式结束

之前，任何展商不得私自将展品撤离展馆。在整个展期以及进、出馆，展品装卸期间，展商

都必须指派专人在场。 

⚫ 胸卡佩戴：进入展馆必须携带胸卡，实名制胸卡不得转让。本展会仅对专业人士开发，非专

业观众及 18 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进入展馆 

5 月 21 日 15:00 以后企业撤展流程 
 
 

 

 

⚫  

 

 

将展台内的垃

圾运出馆外 

将租赁器材留在

展位，承建商到

展位收取 

撤展结束 

特装展台

停止供电 

家具类、电器类、

展示产品类必须

凭出门条出馆 

大件物品打包 填写出门条 

运走大件展

品，拆除特

装展台 

展馆工作人员检查合格后在验场

单上签字，并将验场单交回各馆现

场服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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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重要节点 

 

 

 

 

项目 截止日期 时间 备注 

参展企业会刊信息、胸

卡信息提交 

2021 年 4 月 21 日 - 

参展商通过“参展易在线展览”填写 

注：所有展商必填 

特装搭建申报 2021 年 4 月 21 日 - 

详见下文 - 搭建相关信息，并按流

程提交各项表格（附件 9-15） 

展品物流运输 请与指定物流公司联系 - （详见附件 4） 

会议室预订 如有需要请与我们联系 - （详见附件 5） 

标准展位楣板信息 2021 年 4 月 21 日 - 

仅限标准展位参展企业 

（详见附件 7） 

参展企业展具租赁 2021 年 4 月 21 日 - （详见附件 8） 

参展企业广告预订 2021 年 4 月 21 日 - 

（广告赞助请详细信息参考附件，并

直接与组委会联系） 

酒店预订 请与指定酒店服务商联系 -  

展商报到 2021 年 5 月 19-20 日 08:30-17:00  

布展时间 2021 年 5 月 19-20 日 08:30-17:00  

展示时间 

2021 年 5 月 21 日 08:30-17:00  

2021 年 5 月 22 日 09:00-17:00  

2021 年 5 月 23 日 09:00-15:00  

撤展时间 2021 年 5 月 23 日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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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搭建相关信息 

1. 特装报馆说明、申报流程及安全须知（所有光地/特装展位搭建商须知） 

主场搭建商：北京华毅司马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邮箱： 

高亮先生(B1-B5 馆)，分机 244 

聂松阳女士(A1-A4 馆)，分机 137 

bjproj-official@syma.com.cn 

电话： +86 01065568330 

传真： +86 01065568331 

地址：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甘露园南里 25 号国际创展中心 32 层 邮编 100123 

1) 展台限高： 

⚫ 展厅内所有展位最大搭建高度不能超过 5 米。4 米以上背板厚度不得少于 20 厘米，龙骨间距

不得大于 40 厘米。 

⚫ 本届展会禁止搭建二层展台 

2) 资料提交 

⚫ 请参展商通知各自搭建单位务必先向承办方指定的主场搭建商 北京华毅司马展览服务有限

公司，高亮先生/聂松阳女士 提交所有报馆资料电子版并发到 bjproj-official@syma.com.cn 进行

审核。 

特装展位办理施工手续需提供以下报馆资料的电子版 (每一页均需加盖公章): 

所有光地展位需要向主场承建商SYMA提供如下材料： 

★ 施工单位资质： 

1、 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2、 电工本复印件（须不过期，复审日期在 2021 年 5 月 23 日后） 

★ 相关表格（附件全部需要加盖公司公章，且必须为鲜章，签字处为手写体）： 

附件 9 光地施工管理项目申请表 

附件 10 光地水电气申请表 

附件 11 进馆作业安全承诺书 

附件 12 光地展位展台搭建委托确认书 

附件 13 音量控制承诺书 

附件 14 展台施工管理处罚规定 

附件 15 增值税发票信息采集表 

附件 16 主场发送的展位押金的清退表 

★ 展台施工图纸（本次每个展位图纸需提交两次：需自行提交给展馆一份，另外也需要全部注明展位

号加盖公司公章发送邮箱一份）： 

各参展商、搭建公司须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前，向会展中心提交特装展位报馆资料（包括效果图、

平面图、施工图、消防材质及搭建公司营业执照等文件），通过会展中心网站进行提交并同时网上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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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责任书”。进入（http:// www.qdicec.com.cn） 请选择“红岛馆-特装网上审图”按钮，即可进入

报图网站，注册审核通过后选择展会，按照流程提报。会展中心网站（http:// www.qdicec.com.cn /）是

审图唯一渠道，不接受电邮、传真及纸质文件。 

另外请发送效果图、平面图、施工图、消防材质及搭建公司营业执照等文件至主场邮箱

bjproj-official@syma.com.cn 

保险（只需要电子版，纸质版带到现场） 

搭建商必须购买博览会责任险（保额不得低于100万），并提供成功保险后的电子版保单至主场搭建商

邮箱。 

备注：退押金信息采集表将同付款通知一起以邮件附件的形式发送给各位搭建商，请各位搭建商仔细

阅读表格上方的注意事项后认真填写退押金信息，若因信息填写错误导致无法退还押金，责任自负 

 

电工证示例如下： 

 

1、电工证必须在有效期（范本） 

 

2、复审日期须在 2021 年 5 月 23 日后（范本） 

 

 
3、若复审日期在 2021 年 5 月 17 号之前，电工证必须

有复审记录。（范本） 

 

 

4、电工证必须正反面。 

mailto:l@sym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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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工证件、车证费用： 

✓ 施工证件：30 元/张 

✓ 施工车证：50 元/张  

4) 施工押金： 

搭建最后一天临近开幕时，施工单位请提醒展商需将展区内和展馆周边垃圾（包括工用物料、空

箱等）及时清理不等放置在通道及公共区域内，如巡管撤馆时发现仍未清理，直接扣除施工押金。撤

展时施工单位需将展区内和展馆周边垃圾（包括工用物料、空箱、展品及宣传用品等）尽快清理及撤

出，否则相关清洁费用将从押金中扣除。经主场搭建、展馆分馆负责人检查通过签字，撤馆后 60 个工

作日左右返还押金。 

1.各展台布撤展产生的装修垃圾（含地毯垃圾）及无法在场馆排放的污水需自行以合法方式清运和

处置，严禁随意丢弃、焚烧或以其他不合法、不环保方式处理。 

2.严禁向场馆排水系统中倾倒油类、化学、有毒、高温等对场馆有损害的有害物质。 

项目：               押金（RMB） 

小于等于 100 ㎡ 20000rmb 

大于 100 ㎡小于 200 ㎡ 30000rmb 

大于等于 200 ㎡ 40000rmb 

5) 施工管理费： 

人民币  35 元 /每平米 

6) 申报加班及费用： 

平米数    时间段 日间 12:00-17:00 夜间闭馆-21:00 夜间 21:00-24:00 夜间 24:00-次日开馆 

50 平米以下（包括

50 平米） 

900 RMB 750 RMB 1200 RMB 4500 RMB 

51-100 平米（包括

100 平米） 

1800 RMB 1500 RMB 2400 RMB 9000 RMB 

101-150 平米（包括

150 平米） 

2700 RMB 2250 RMB 3600 RMB 13500 RMB 

151-200 平米（包括

200 平米） 

3600 RMB 3000 RMB 4800 RMB 18000 RMB 

备注： 

A. 参展单位不能在规定的布展时间内完成布展工作，需延时布展的，须于当日 15:00 前向大会主

场搭建服务商提出延时加班申请，15:00 时之后加收 50%的加急费； 

B. 展台加班以每 50 平米为单位计价收费。50 平米以上收费标准按照 50 平米的倍数依次类推，多出

部分不足 50 平米按照 50 平米计算； 

C. 对不服从管理者，展馆有权采取停电及其他管理措施； 

D. 加班申请以每个特装展位为单位，不得拆分或者拼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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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加班费只能现场收取微信或现金，不接受支票、汇款、扣除押金等形式； 

F. 提前进馆期间，特装展位的加班费用如何收取，请及时进入搭建商群，主场会统一通知。 

7) 重要事项： 

A. 所有定单均以全数缴付作为确认，未付款之定单不会被接受，取消定单将不会退还已缴之款

项 

B. 逾期定单。2021 年 4 月 22-4 月 28 日之间收到之定单，将加收 30％加急费，4 月 28 号之后截

止收单，现场定单将加收 50%的加急费。 

C. 发票现场请至主场服务台自行领取； 

8) 汇款信息： 

A. 开户名称：北京华毅司马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B. 开户行：中国银行北京朝阳北路支行 

C. 账号：人民币 3363 6083 0164 

D. 开户行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 103 号金泰国益大厦一层 

E. 开户行邮政编码：100025 

F. 开户行电话：86-10-85519148 

G. 开户行行号(银行 12 位大额支付码):104100005848 

H. 交换号: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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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布展&搭建期间，货车交通导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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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如何到达展馆 

展馆紧邻 G22 青兰高速（胶州湾高速和胶州湾大桥）、G20 青银高速（济青高速）、G15 沈海高速

和机场高速（在建）等高速，青威快速路和火炬路等城市快速路直通展馆。 

 

 

 

 

 

 

 

 

 

 

 

 

 

 

 

 

 

 

 

 

1. 航空交通 

展馆距流亭国际机场 18 公里，距离胶东国际机场（即将开通）直线距离 16 公里，两个机场至展

馆仅需 30 分钟。 

2. 铁路交通 

青岛北站、青岛火车站、红岛高铁站（即将开通）。展馆距离济青高铁、青连铁路红岛高铁枢纽站

直线距离仅 2 公里，距离青岛北站 16 公里，参展人流 3 小时至北京，4 小时达上海。 

3. 地铁交通 

地铁 8 号线“健身中心（红岛会展）站”，地铁 8 号线从浮山湾市南区五四广场出发至胶州市胶州

北站，串联起市北区、李沧区、高新区和胶州市等重要区域，途径青岛北站、红岛高铁站和胶东机场

等重要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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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期配套服务 

(一) 拟定同期会议论坛、活动 

注：会议论坛主题及具体安排，请以现场实际为准 

(二) 广告赞助机会 

市场赞助机会以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专业观众和买家为目标，帮您推广产品和塑造公司形象。通

过线上、线下展开多渠道的营销攻势，推广周期覆盖了展前、展中和展后，依托全方位宣传造势提高

展会现场洽谈成功率、促进产品销售和市场开拓、增强品牌知名度。广告赞助机会主要分为： 

1. 冠名赞助：具体冠名赞助方案请致电咨询 

2. 印刷品、宣传品广告：会刊广告、参观指南广告、胸卡挂绳广告等 

3. 展会现场广告：现场各类制作、搭建相关广告等 

4. 多媒体广告：微信广告、官网广告 

注：更多市场赞助机会请联系大会承办方：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李先生、卢女士，联系方式：86-010-84556681、010-84556688 

Email：siqi.li@reedsinopharm.com、panpan.lu@reedsinopharm.com 

mailto:siqi.li@reedsinopharm.com、panpan.lu@reedsinoph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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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附件 – 展商须查看&填写的各项表格 

1. 所有特装&光地企业请填写（必填） 

✓ 附件 2-《会刊》选择资料征集表（通过线上展览小程序在线填写，3 月 19 日开启） 

✓ 附件 3- 参展商胸卡登记表（通过线上展览小程序在线填写，3 月 19 日开启） 

✓ 附件 9- 光地施工管理项目申请表 

✓ 附件 10-光地水电网申请表 

✓ 附件 11-进馆作业安全承诺书 

✓ 附件 12-光地展位展台搭建委托确认书 

✓ 附件 13-音量控制承诺书 

✓ 附件 14-展台施工管理处罚规定 

✓ 附件 15-增值税发票信息采集表 

2. 所有标准展位企业请填写（必填） 

✓ 附件 2-《会刊》选择资料征集表（通过线上展览小程序在线填写，3 月 19 日开启） 

✓ 附件 3- 参展商胸卡登记表（通过线上展览小程序在线填写，3 月 19 日开启） 

✓ 附件 7- 参展商楣板登记表 

3. 所有企业选填|选订 

✓ 附件 4-物流指南（建议直接与附件中联系人对接） 

✓ 附件 5-会议室预订（建议直接与附件中联系人对接） 

✓ 附件 8-增租家具申请表（建议直接与附件中联系人对接） 

✓ 附件 16 -酒店推荐表（注：酒店推荐相关信息，后续组委会将单独邮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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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要联系信息 

项目 联系人、电话 

大会承办方 

李思琦 010-84556681, 15810710851；卢盼盼 010-84556688，15010195258 

崔延欣 010-84556675, 13701344191；夏亚杰 010-84556560，15101543900 

展会搭建服务 

北京华毅司马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86 010-65568330 

联系人：高亮先生（B1-B5 馆），分机 244 

聂松阳女士（A1-A4 馆），分机 137 

展会运输服务 

海程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国内展品物流一站式服务： 

联系方式：黄莺女士 电话：18661620105，林卿先生 电话：13176861901 

展馆现场物流服务： 

联系方式：张恩萌先生 电话：13176865817，刘洋先生 电话：13256894075 

酒店服务 

深圳市捷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400-880-9805 

 

附件 2：会刊登记表、附件 3： 胸卡登记表 

会刊及胸卡信息，请通过高博会线上展览小程序填写，系统将于“3 月 19 日”开启收集相关信息，

具体操作方式将在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微信公众号发布（注：胸卡数量为每 9 平米（1 个展位）仅限申

请 2 张胸卡，若 18 平（2 个展位）则可以申请 4 张，以此类推） 

 

附件 4：国内展品物流指南（详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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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会议室预订 

会议室租赁原则： 

1) 会议室的租用均以半天为单位，上午可使用时间 08:00-12:00，下午 13:00-17:00。不足四小时以半天

计费。租用会议室的使用时间段之前，若无其他会议安排，可在会议租用时间前 1 小时到场布置，

会议结束后，请在 30 分钟内撤离会场；否则一小时以内按会议室半天价格的 25%加收延时费，超

过一小时按会议室半天价格收费。 

2) 会议室内墙体及家具不可张贴物品，无法挂横幅，如有需要，推荐您搭建背景板和使用易拉宝。 

3) 会议室同日下午如有其他会议安排，会议必须在 12:00 结束，并请人员在 30 分钟内撤离会场。 

4) 企业若自行搭建背景板、签到板、安排集体就餐等，必须使用主办方统一指定供应商。 

5) 由于大会同期相关会议论坛较多，会议室使用档期、布置会场、设备增租及调试设备具体时间，

请致电联系大会承办方确定，承办方会及时与企业沟通并协商签订《会议室租赁合同》 

具体会议室规模、报价及相关配置，请联系大会承办方： 

国药励展  崔延欣女士、夏亚杰女士，联系方式：86-010-84556675、010-84556560 

Email：yanxin.cui@reedsinopharm.com、yajie.xia@reedsinopharm.com 

 

附件 6： 广告&赞助预订 

如参展企业需要更多市场赞助机会，请联系大会承办方： 

国药励展  李思琦先生、卢盼盼女士，联系方式：86-010-84556681、010-84556688 

Email：siqi.li@reedsinopharm.com、panpan.lu@reedsinopharm.com 

 

 

 

mailto:yanxin.cui@reedsinopharm.com、yajie.xia@reedsinopharm.com
mailto:siqi.li@reedsinopharm.com、panpan.lu@reedsinoph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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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标准展位楣板登记表 

（所有标准展位展商必须填写） 

表格提交截止日期： 2021 年 4 月 21 日 

请将此表电子版扫描返回至： 北京华毅司马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邮箱： 

高亮先生（B1-B5 馆）分机 244 

聂松阳小姐 (A1-A4 馆) 分机 137 

bjproj-official@syma.com.cn 

电话： +86 01065568330 

传真： +86 01065568331 

地址：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甘露园南里 25 号国际创展中心 32 层 邮编 100123 

 

公司名称:                            展位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1）所有的标准展位参展商，请将您公司的名称填入下表，以便做在展台楣板上及在展览会指示牌上列

名。 

2）请将贵司的中英文名称填入下表中。 

英文名称：（理论不超过 24 个英文字母，如超出字数，字体将会相应缩小，请注意大写和空格标示） 

 

                                                       

 

中文名称：（理论不超过 12 个中文字符，如超出字数，字体将会相应缩小，提交文字只接受打印字体或正楷） 

 

                                                       

 

✓ 所有英文字体默认大写。 

✓ 如果在上述截止日期仍未收到有关楣板的详细内容，申请表上的公司名称将被采用，现场更改将加收费用。通常缩写将

被采用例如：“Limited=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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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8：增租家具申请表 

（所有标准展位展商选填） 

表格提交期限： 2021 年 4 月 21 日 

请将此表返回至： 北京华毅司马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邮箱： 

高亮先生（B1-B5 馆）分机 244 

聂松阳女士 (A1-A4 馆) 分机 137 

bjproj-official@syma.com.cn 

电话： +86 01065568330 

传真： +86 01065568331 

地址：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甘露园南里 25 号国际创展中心 32 层 邮编 100123 

 

公司名称:                            展位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 展具租赁及现场服务价格表（截止日期：2021 年 4 月 21 日） 

 项目 Object 
规格（长*宽*高） 

价格 price（RMB） 数量 总价 

 家具 Furniture     

1 折叠桌 97*60*76 ¥135   

2 灰面折叠桌 180*60*76 ¥225   

3 洽谈桌 65*65*70 ¥180   

4 咨询桌 94.7*47.4*76 ¥240   

5 圆玻璃桌/椅 D=60 ¥180   

6 会议椅  ¥450   

7 白折叠椅  ¥75   

8 黑色展示橱 97*48*100 ¥105   

9 黑色展示高柜 97*48*180 ¥330   

10 液晶电视 55 寸 ¥2250   

11 饮水机 含一桶水 ¥300   

12 大桶水  ¥68   

13 手推车  ¥45/30min/辆   

14 液压车  ¥150/30min/辆   

15 安全帽  ¥45   

16 射  灯 LED9 瓦 ¥135   

 美工 Graphic     

 
招牌板 logo 制作 20 厘米高/每个 

Fascia board logo size, 20 cm High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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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台或背墙 logo 制作 50 厘米高/每个 

Information counter or panel logo size, 50 cm 

High 

 

¥150   

 写真喷绘（/m2）Digital print painting  ¥150   

 泡沫 KT 板喷绘（/m2）Foam board painting  ¥250   

 

重要事项：  

✓ 付款方式：所有定单必须在展前以汇款形式全额缴付 

✓ 付款期限：以我司开具的付款通知单（Invoice）时间为准，收到付款通知单的7个工作内缴清 

✓ 所有定单均以全数缴付作为确认，未付款之定单不会被接受，取消定单将不会退还已缴之款项 

✓ 展会现场只能微信或者现金支付，不接受支票、汇款、扣除押金等形式 

✓ 2021年4月21日前提交的订单为正常价格 

✓ 2021年4月22日-4月28日提交的订单将加收30％的加急费用 

✓ 2021年4月28日之后提交的订单将视为现场订单，将加收50%逾期费 

✓ 如需特殊家具,请与司马公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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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地报馆流程 

为确保布展工作的顺利进行，推荐选择本次展览会指定的主场承建商——北京华毅司马展览服务

有限公司进行展台的设计搭建。对于选择主场承建商以外的搭建公司的参展商或搭建公司，请于截止

日期 2021 年 4 月 21 日前完成以下所有申报手续方可进馆施工。 

一、 2021 年 4 月 22 日-4 月 28 日订单将加收 30%的加急费；2021 年 4 月 28 日截单，5 月 8-16 日的订

单将加收 50%费用，5 月 16 日截单。  

二、 2021 年 4 月 22 日后更改订单加收 30%订单费用的加急费。 

三、 搭建公司需在进馆前缴纳施工押金，如果没有出现由于该公司的行为或疏忽而造成的损坏或索赔，

则在展会结束后 60 个工作日左右开始逐个将押金退还。 

四、 付款期限：以我司开具的付款通知单（Invoice）时间为准，收到付款通知单的 7 个工作日内缴清，

若 7 日内未收到付款，默认取消订单； 

五、 展会现场只能通过微信或者现金付款，不接受支票、汇款、扣除押金等形式； 

六、 所有费用缴纳完成后，我司才会发放施工人员证件和车证，持有相关证件的搭建公司方可进入展

厅施工。 

七、 展厅内所有展位最大搭建高度不能超过 5 米。4 米以上背板厚度不得少于 20 厘米，龙骨间距不得

大于 40 厘米。 

八、 本届展会禁止搭建二层展台 

九、 本届展会不能吊结构 

所有光地展位需要向主场承建商SYMA提供如下材料： 

★ 施工单位资质 

1、 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2、 电工本复印件（须不过期，复审日期在 2021 年 5 月 23 日后） 

★ 相关表格（附件全部需要加盖公司公章，且必须为鲜章，签字处为手写体）： 

附件 9 光地施工管理项目申请表 

附件 10 光地水电气申请表 

附件 11 进馆作业安全承诺书 

附件 12 光地展位展台搭建委托确认书 

附件 13 音量控制承诺书 

附件 14 展台施工管理处罚规定 

附件 15 增值税发票信息采集表 

附件 16 主场发送的展位押金的清退表 

★ 展台施工图纸（本次每个展位图纸需提交两次：需自行提交给展馆一份，另外也需要全部注明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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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加盖公司公章发送邮箱一份）： 

各参展商、搭建公司须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前，向会展中心提交特装展位报馆资料（包括效果图、

平面图、施工图、消防材质及搭建公司营业执照等文件），通过会展中心网站进行提交并同时网上签订

“安全责任书”。进入（http:// www.qdicec.com.cn） 请选择“红岛馆-特装网上审图”按钮，即可进入

报图网站，注册审核通过后选择展会，按照流程提报。会展中心网站（http:// www.qdicec.com.cn /）是

审图唯一渠道，不接受电邮、传真及纸质文件。 

另外请发送效果图、平面图、施工图、消防材质及搭建公司营业执照等文件至主场邮箱

bjproj-official@syma.com.cn 

★ 保险（只需要电子版，纸质版带到现场） 

搭建商必须购买博览会责任险（保额不得低于100万），并提供成功保险后的电子版保单至主场搭建商

邮箱。 

推荐保险公司（搭建商也可根据自身需求自行选择保险公司）： 

公司名称：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 

联系人： 候洪亮：13701234028   邮箱：houhongliang@cpic.com.cn 

史  强：13381257811 

以上报馆文件需先发电子版文件至我司邮箱进行审核:bjproj-official@syma.com.cn 

主场承建商 SYMA 将根据所提交的表格为参展商或搭建商出具付款通知（Invoice），参展商或搭建商收

到付款通知后请核实，若无误一周内付款，一周内我司财务未收到汇款，将视为付款方自动取消订单。 

 

 

 

 

 

 

 

 

 

 

 

 

 

 

 

mailto:l@syma.com.cn


                                                       

29 
 

附件 9：光地施工管理项目申请表 

表格提交截止日期： 2021 年 4 月 21 日 

请将此表返回至： 北京华毅司马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邮箱： 

高亮先生（B1-B5 馆）分机 244 

聂松阳女士 (A1-A4 馆)分机 137 

bjproj-official@syma.com.cn 
电话： +86 01065568330 

传真： +86 01065568331 

地址：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甘露园南里 25 号国际创展中心 32 层 邮编 100123 

搭建商名称:                          展位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搭建商邮箱： 

参展商名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 施工证、车证、管理费、押金申报 

项目 
2021 年 4 月 21 日前 

提交价格 

2021年 4月 22日至 2021年 4

月 28 日提交价格 
数量 

施工证件 30 40  

施工车证 50 65  

管理费 35 45  

展台押金 
2021 年 4 月 21 日前 

提交价格 

2021年 4月 22日至 2021年 4

月 28 日提交价格 
数量 

小于等于 100 ㎡ 20000 20000  

大于 100 ㎡小于

200 ㎡ 
30000 30000  

大于等于 200 ㎡ 40000 40000  

总价:  

 施工车证请展前与主场办理; 

 灭火器数量（搭建商自行携带）：＜36 平米（不含 36 平米）每个展位一个，36 平米-70 平米每个展位 2 个，

≥72 平米每 50 平米配备一个灭火器，不足 50 平米按照 50 平米计算。 

 施工押金于展会结束后 60 工作日左右退还 

 

 

 

 

 



                                                       

30 
 

附件 10：光地水电网申请表 

表格提交截止日期： 2021 年 4 月 21 日 

搭建商名称：                                    展位号： 

负责人：                                        联系电话： 

⚫ 展馆电费用明细： 

照明及

动力用

电（室

内）含

电箱 

项目 2021 年 4 月 21 日

前 

提交价格 

2021年 4月 22日

至 2021年 4月 28

日提交价格 

数量 备注 

220V/15A 825 1075   

380V/30A 2250 2925   

380V/60A 4200 5460   

380V/125A 7050 9165   

照 明 及

动 力 用

电 （ 室

内）不含

电箱 

380V/150A 7500 9750 

  

380V/200A 12000 15600 

  

布展期

间施工 

临时用

电 

220V/15A 
450/期 585/期  处/3 天内 

300/期 390/期  布展最后1天 

380V/30A 
1500/期 1950/期  处/3 天内 

900/期 1170/期  布展最后1天 

撤展临

时用电 

220V/15A 150/期 195/期  处/8 小时内 

380V/30A 600/期 780/期  处/8 小时内 

 

 

调试用

电 

220V/15A 150（2 小时） 195（2 小时）  处 

380V/30A 300（2 小时） 390（2 小时）  处 

380V/60A 450（2 小时） 585（2 小时）  处 

380V/120A 600（2 小时） 780（2 小时）  处 

380V/150A 750（2 小时） 975（2 小时）  处 

380V/200A 1050（2 小时） 1365（2 小时）  处 

24 小时

用电 
/ 900/期 1170/期  每处额外支付 

总价 

 1.展会现场期间需 24 小时不间断用电的，需额外支付费用。各规格收费均为 1350 元。 

 2.开展后办理展期用电、配电箱，价格上浮 50%。 

 3.用电线路施工结束后调整用电量者，每条线路收取 300 元施工。 

 4.用电设施服务需要退装的，已开始施工的，加收 30%手续费，已施工完成的，加收 50%工料费。 

 

⚫ 展馆水力设施费用明细： 

水力接驳 项目 
2021 年 4 月 21 日前 

提交价格 

2021 年 4 月 22 日至 2021 年

4 月 28 日提交价格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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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排水

（上水口

径DN25下

水 口 径

DN50） 

普通供水 1500 元/展期 1950 元/展期  

冷却用水 2250 元/展期 2925 元/展期  

总价:  

订购展馆水点的展商请提醒搭建商自行准备水管等材料； 

请于报馆提交订单时提出书面申请，现场申请加收 50%的加急费用，且无法完全保障； 

污水排放要求：使用污水管排污时不可有油污、杂质排放到污水管，有杂质或油污排放时须安装油污、杂质过滤

装置，经处理后合格方可排放。 

 

 

⚫ 展馆压缩空气费用明细： 

压缩 

空气 

项目 
2021 年 4 月 21 日前 

提交价格 

2021 年 4 月 22 日至

2021 年 4 月 28 日提交

价格 

数量 

0.8Mpa 900 元/展期 1170 元/展期  

总价:  

订购展馆压缩空气的展商请提醒搭建商自行准备材料； 

 

⚫ 展馆网络设施费用明细： 

通讯服

务 
项目 

2021年 4月 21日前 

提交价格 

2021 年 4 月 22 日至

2021年 4月 28日提交

价格 

数量 

互 联 网

端口 

10M 宽带 3750 元/展期 4875 元/展期  

10M 专线 4500 元/展期 5850 元/展期  

20M 专线  6000 元/展期 7800 元/展期  

30M 专线 7500 元/展期 9750 元/展期  

50M 专线 9000 元/展期 11700 元/展期  

100M 专线 12000 元/展期 15600 元/展期  

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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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电、气等设施安装位置图 

请订电、网、水的搭建商和展商按照下图中的示例提交设施的位置图，注明相邻展位号。如果在截止收单的

日期之前没有收到电箱位置图，大会主场搭建商有权决定所有设施的安装位置，任何现场改动的费用由搭建商或

者展商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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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进馆作业安全承诺书 

表格提交期限： 2021 年 4 月 21 日 

进馆作业安全承诺书 

（单位名称）： 

为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进一步落实生产安全责任，加强展馆内现场作业安全管理，提高进馆作业单位自身安全意识和防

护责任，维护展馆和社会公共安全，我单位在进入会展中心展馆进行作业时，作为进馆作业区域安全责任单位，

愿对我单位进馆作业时因违章所造成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并作出如下郑重承诺： 

1、我单位指定     同志，工作电话或手机， 为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展位地点：  号馆、展位编号：    参展商：             

（如果展位地点、展位编号、参展商名称填写空间不够，可以向下扩展） 

展位作业现场区域内安全管理责任人，负责我单位在贵展馆作业现场的安全落实及整改工作。 

2、作业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和长沙市关于消防安全和施工安全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严格遵守会展中心关

于施工消防安全和展位搭建安全的各项规定，自觉接受和服从公安机关、消防部门及会展中心安全检查和监督，

对公安机关、消防部门及会展中心提出的整改要求，及时落实。 

3、现场作业所使用的设备、工具满足安全要求，所有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根据作业现场情况，在作业

现场配备足够数量的消防器材。 

4、在作业过程中，所采用的施工材料符合展馆消防和结构安全要求，正确评估作业工程用电负荷，并采取

与之匹配的电气开关、线缆容量，以保证所作业工程用电安全。 

5、严格按照作业设计施工图纸的要求，规范施工，并在登高、吊装等危险作业中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保证施工人员人身安全。 

6、在施工作业期间如出现各种消防、治安及其它意外事故，应在第一时间通知会展中心现场管理人员，并

有义务先行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 

7、进馆作业期间，会展中心管理人员如发现作业人员偷盗、损坏会展中心财物、擅自进入或破坏会展中心

设置的封闭区域等违反会展中心管理规定的行为，会展中心有权视情况严重程度，采取警告、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等措施、并保留根据进馆作业单位安全事故备案情况，取消发生安全事故作业单位今后进入会展中心施工资格的

权利。 

8、已阅《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展馆使用管理规定》全部条款，会展中心已对规定作了详细说明，本人/本公司

愿意遵守该规定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9、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我单位自愿接受公安机关、消防部门和会展中心按照法律法规或“长沙国际会展中

心展馆使用规定”给予的处罚。 

10、本承诺书一式两份，一份用于办理施工进场手续，留存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客服部，一份由进馆作业单位

自己保留。 

 

 

                         进馆作业单位（盖章）： 

               进馆指定安全管理责任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特别说明：1、承诺书盖章有效；2、展会布展时进馆作业单位名称应与展会主（承）办单位提供的展位地点、

展位编号、参展商名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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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光地展位展台搭建委托确认书 

表格提交期限： 2021 年 4 月 21 日 

请将此表返回至： 北京华毅司马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邮箱： 

高亮先生（B1-B5 馆）分机 244 

聂松阳女士(A1-A4 馆) 分机 137 

bjproj-official@syma.com.cn 

电话： +86 01065568330 

传真： +86 01065568331 

地址：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甘露园南里 25 号国际创展中心 32 层 邮编 100123 

 

搭建商名称:                                             展位号: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博览会名称：                                            参展单位： 

展位面积： 

 

现委托公司为我司展台搭建商，并证明： 

一、该搭建公司经考察审核合格后，确定为本展台唯一主场搭建商，且具有搭建资格； 

二、该搭建公司已同我单位签订相关搭建合同，确保展台安全施工及正常运行； 

三、我单位已明确组委会的有关施工管理相关规定，并通知我单位指定委托搭建公司的现场施工安全； 

四、配合组委会及现场管理人员对展台进行监督检查，如违反博览会相关规定，主办单位或有关单位有权对责任方进行处罚； 

五、我单位对搭建商进行监督，若如违反博览会相关规定，主办单位或有关单位有权追究相关责任方的责任。 

 

委托单位（盖章）： 

代表授权签字： 

年 月 日 

 

 

【特别提醒】 

1、参展商在选择搭建商时, 需严格审核其搭建资质及经验, 并在现场管理上加强力度确保安全和顺利参展。 

2、请搭建商申办进场手续时务必携带此表格原件及其相关搭建资质证明。否则不予办理。请展商认真审核搭建公司的资质条

件，如有帮助请咨询本次博览会指定主场搭建商。 

3、搭建商需在进馆前缴纳施工押金，如果没有出现由于该司的行为或疏忽而造成的损坏或索赔，则在博览会结束后 45 日将

此押金归还。敬请到主场搭建商办理退款手续等。 

4、出于安全考虑，凡于布展及撤展期间进入展览场地的施工搭建人员及运输商，都必须佩戴安全帽。此外，参加高处作业人

员必须按规定要求系好安全带。未遵守以上规定的人员，展馆的保安人员有权拒绝其入场。安全帽和安全带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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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音量控制承诺书 

表格提交期限： 2021 年 4 月 21 日 

我公司接受展览会主办的相关音量控制的要求，会在展览期间指定专人负责控制将展台内音量控

制在 70 分贝以下。相关设计也会将扬声器朝向展台内部。 

如果发现其他公司违反规定，我司将通过书面投诉的方法来规范他们的行为，不会搞音量竞争。

如果我司违反展会的音量规定，我司愿意接受展会统一的处罚，并承担其后果。 

 

 

 

特此承诺 

 

公司 

 

 

音量控制人： 

 

 

现场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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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展台施工管理处罚规定 

表格提交期限： 2021 年 4 月 21 日 

请将此表返回至： 北京华毅司马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邮箱： 

高亮先生（B1-B5 馆）分机 244 

聂松阳女士 (A1-A4 馆) 分机 137 

bjproj-official@syma.com.cn 

电话： +86 01065568330 

传真： +86 01065568331 

地址：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甘露园南里 25 号国际创展中心 32 层 邮编 100123 

 

施工单位及人员违反承办、展馆及主场承建商管理规定，致使施工项目于施工中、展出中、撤展中以及运输过程中，发

生倒塌、人员受伤、火灾等一切安全事故，施工单位负全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及由此给展馆、承办单位以及主场承

建商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及名誉损失。主场承建商将视情节轻重对施工单位给予警告、扣除施工押金、在行业内公示等处罚。 

为确保展览会施工安全有序进行，加强和规范展览会施工秩序，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凡进入展馆进行展览施工的

单位和企业需自觉遵守展会各项规章制度，签定《特装展位施工安全责任书》并严格执行，同时接受如下处罚： 

 

序号 内  容 罚款额度（元） 

1 施工人员未佩带核发证件、无统一着装、安全帽 200/人/次，情节严重加重处罚 

2 
特殊工种施工人员无国家或地方劳动部门颁发的相关工种上岗资

格证书 
2000 

3 吸烟、打架斗殴 2000，并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 

4 施工过程中偷工减料或随意更改设计 全部押金 

5 
展位超出承租面积（投影边线超出承租边界线）或展位搭建超过规

定高度 
全部押金 

6 展位占用通道 5000 

7 展位结构强度未达到荷载强度 全部押金 

8 未办理加班手续而擅自加班（拒不配合清场） 双倍计时收费（通宵双倍） 

9 展位未按要求配置灭火器或数量不足 2000 

10 展位所有结构背板墙未做妥善装饰处理 2000 

11 
搭建材料使用针棉织品、弹力布，木质材料及易燃材料未满涂防火

涂料或表面粘贴防火面饰板 
全部押金 

12 现场木结构加工、刷涂、油漆喷漆、腻子 6000 

13 未经场馆许可，私自使用场馆结构进行吊挂、捆绑 2000 元以上 

14 施工单位私自揭开展馆地沟盖板，利用地沟作为展位走线路径 2000 

15 
使用喷灯，电、气焊，电锯，电刨，角磨机等易产生明火或粉尘的

加工工具 
5000 

16 未经许可私带电锯、切割机、焊机、空压机进馆 2000 元以上 

17 搭建商私自接电 全部押金 

18 灯箱上方未留散热孔 2000 

19 搭建商未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护套线或未安装合格漏电保护器 3000 

20 进入馆内车辆对地沟盖板造成损坏 照原价 3 倍赔偿 

21 电力申报与实际不符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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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馆内进行油脂类污水、废水直排 3000 

23 向馆内地沟倾倒液体或垃圾 负责清除之后罚款 3000 

24 移动、破坏展馆内固定电力设施和照明设备 5000 

25 
搭建展位结构时遮挡消防设施、电气设备、紧急出口、风塔出风口、

观众通道及各种标识 
10000 

26 损坏、污染或以其它方式破坏展馆内外主体建筑及设施设备 照原价 3 倍赔偿 

27 
室外展位利用中心院内各种围墙、护栏作为展位结构的一部分或占

用绿化用地 
5000 

28 未经许可私自动火的展台 2000 

29 
高空作业没有使用合格安全的提升工具及操作平台，未派专人指

挥、看护、设置安全区 
2000-5000 

30 布展期间未经场馆许可擅自使用展期用电 补交全部费用，并处罚 2000 以上 

31 使用易燃、易爆物品及违禁物品；私拉乱接电源线、水源等 5000-10000 

32 未办理进馆手续，私自进馆 
给予清场处理并给予 5000-10000 元处

理 

33 
野蛮施工，违规搭建、撤展时拆除展台（推、拉等）时不设置安全

警戒区、暴力拆除展台、不遵守主办单位规定提前撤展 
扣除全部押金 

34 
不遵守会展中心规章制度,连续 3 次不接受管理人员口头或书面警

告的单位及个人 
扣除全部押金 

 

备注：施工作业过程中，违规施工造成的安全事故，由施工单位负责，并承担相应责任。其他违规内容视情况进行处罚。 

 

以上罚款请搭建商在现场缴纳。违反规定接到通知后拒不进行整改的单位，主场承建单位有权采取措施停止其展位施工，

并扣除全部施工押金。 

 

本公司已知晓本《展位施工管理处罚规定》内容，并保证严格遵守。 

 

展览会特装施工单位负责人认可签字： 

 

展览会特装施工单位（公章）： 

 

本处罚规定书自签订之日起立即生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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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增值税发票信息采集表 

公司名称（全称）：  

发票类型（请打勾）： 

增值税专用发票（         ）    

增值税普通发票（         ） 

纳税人识别号（税务登记证号）：  

公司地址：（与税务登记证一致）：  

联系电话：（请注明长途区号）：  

开户银行名称：（须全称）  

开户银行账号：  

发票邮寄地址及联系人电话：  

填表说明： 

✓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需填写表中所有项目且需提供以下资料（三个月左右开出） 

1  营业执照复印件 

2  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 

3  地区国家税务局对于客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的相关文件。 

✓ 开增值税普通发票只需填写表中公司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发票邮寄地址及联系人电话（两

周左右开出） 

请仔细填写表格，确保所填内容正确无误，此表将作为开具发票的依据。若由于未能及时

提供信息或所填信息有误，导致无法认证发票的，司马公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我公司确认此表所填信息准确无误 

 

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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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忘  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