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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参展单位 
 

 

尊敬的参展商： 

衷心感谢并欢迎您参加“第八届中国国际节能减排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节博会”）。 

为保证参展商顺利参展和展览的顺利举行，组委会特编写了《参展手册》（以下简称

“《手册》”）为您详细介绍展馆的基本情况、周边设施、相关规定、参展和搭建要求、参

展单位须知和服务项目等，为您提供指导和参考，参展手册共分为五部分：展会信息、参

展商须知、搭建商须知、展品运输指南、酒店、旅游及其他。 

展览的各项服务都具体体现在各项表格中，请各参展单位务必认真阅读本手册并填写

相关表格，严格遵照执行相关规定，因违反或未能严格执行本手册有关条款而产生的任何

后果由参展单位执行承担责任，因此请按照有关提示，参照参展会务流程安排相关参展事

务，我们及各服务承包商将为您提供最佳的服务。 

 

与此同时，我们希望所有参展单位在展会装修和展览过程中体现节能环保理念，响

应绿色装修创意 

1.提倡创意务实的展览风格，展台搭建倡导使用可循环材料。 

2.提倡使用绿色建材、环保型涂料及辅料。 

3.提倡绿色环保施工。施工过程中减少现场喷涂油漆、涂料等有害物质。 

4.提倡减少塑料袋、塑料快餐盒等“白色污染”。 

5.提倡节能、使用节能照明、控制音量，减少噪音污染。 

  

  

  

    中中国国国国际际节节能能减减排排产产业业博博览览会会  

组组委委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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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览名称 

第八届中国国际节能减排产业博览会 

 

二、展览时间 

2017 年 8 月 30-9 月 1 日 

 

三、展览地点 

中国深圳会展中心（9 号展馆） 

 

 

四、展览时间安排 

项 目 日  期 时  间 

布 展 
2017 年 8 月 28 日 

2017 年 8 月 29 日 

8:30—17:30 

8:30—22:00 

展 览 2017 年 8 月 30—9 月 1 日 9:00—17:00 

撤 展 2017 年 9 月 1 日 17: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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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联系方式 

 

 

承办单位—节博会组委会办公室 

电    话：0755-8316 5556                传    真：0755-83983586 

VIP 专线：(86) 15989449008               邮    箱：eserexpo@eserexpo.com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景田街道莲花商报路奥林匹克大厦 26 楼 BCD 

服务商联系信息 

展览会广告、赞助项目 

深圳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会 

联系电话：0755-8316 5556-819, 13603040655 

电子邮箱：ajnjp@eserexpo.com 

联系人：王宝朝 

 

深圳市节博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755-8398 3586，13502881253 

电子邮箱：1404343294@qq.com 

联系人：卜晓辉 

主场搭建服务商 

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0755-8284 8766, 13543302949 

电子邮箱：wsj@chtf.com 

联系人：吴小姐 

主场运输服务商 

深圳市美特货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755-8205 8858, 139 2652 3823 

联系人：王思益 

指定会务服务单位 

深圳市大自然旅行社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755-8366 1943,15914137341 

传真：0755-8377 7575 

电子邮箱：2853323034@qq.com 

联系人：蒋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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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证件办理 

一、证件种类 

“节博会”证件共分 9 种，即工作人员证、参展商证、布展证、专业买家证、VIP

买家证、媒体记者证、嘉宾证、论坛证、专业观众证。证件不附照片及个人信息。除

布展证及论坛证，其它证件均为免费办理（有关论坛的入场请参看网站）。 

 

二、办证要求 

 

1、专业买家证 

领取时间及地点：2017 年 8 月 30—9 月 1 日至“会展中心二楼服务台”领取。 

有效使用时间：(8 月 30—9 月 1 日) 9:00—16:30 

用途：供预登记买家、普通买家及专业观众使用。 

办理方法：分为三类情况办理，具体如下： 

1. 观众完成报名登记，凭报名登记之后出现的二维码或手机短信到人工柜

台进行换证，并凭换取的证件在门禁处扫描入场。 

2.如观众手机网络信号不好，或者是无法进入报名登记系统。工作人员使用

IPAD帮助观众进行网上报名登记，凭得到的二维码到人工柜台进行换证，

并凭换取的证件在门禁处扫描入场。 

3.观众表示仅有名片，工作人员指引到人工柜台进行换证，并凭换取的证件

在门禁处扫描入场。 

 

2、VIP 买家 

领取时间及地点：2017 年 8 月 30—9 月 1 日至“会展中心二楼服务台”领取。 

有效使用时间：(8 月 30 日—9 月 1 日) 9:00—16:30 

用途：供参会、采购的境内外 VIP 专业客户使用 

办理方法：出示“参观邀请函”+“名片”给工作人员换取 VIP买家证，并凭换取的

证件在门禁处扫描入场。 

 

3、工作人员证： 

用途：供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使用 

 

4、媒体记者证 

用途：供媒体单位使用。参会媒体按每家 4 个领取 

办理方法：组委会特邀媒体请前往媒体登记柜台领取 

 

5、嘉宾证 

用途：供大会特邀嘉宾使用 

 

6、参展商证 

领取时间及地点：2017 年 8 月 28—29 日办理，参展单位凭展位合同到“会展中心

二楼展商报到处”办理。 

有效使用时间：(8 月 28—9 月 1 日) 8:30—17:30 

用途：供参展单位使用。参展单位按每 3 平方米领取 1 个参展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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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布展证 

用途：供布、撤展施工人员使用，展期不能作为进出馆凭证。办理时需出具营业执

照复印件、施工人员身份证以及参展单位开具的证明。 

办理方法：办理时需出具营业执照复印件、施工人员身份证以及参展单位开具的证

明到现场服务台办理，每证缴纳 15元工本费。特装展位搭建商需提供布展安全施工押金

汇款回执后方可办理搭建商证。 

 

8、论坛证 

用途：供参与展会论坛的观众使用。 

领取时间及地点：2017 年 8 月 28—30 日办理，观众凭证明到“会展中心二楼 9 号

馆服务台”领取。 

有效使用时间：（8 月 30 日—9 月 1 日） 9:00—17:30 

 

9、专业观众证 

    用途：供大会到场观众使用。 

    领取时间及地点：2017 年 8 月 28—30 日办理，观众凭证明到“会展中心二楼 9 号

馆服务台”领取。 

    有效使用时间：（8 月 30 日—9 月 1 日） 9:00—17:30 

 

三、买家邀请服务 

    参加“节博会”的参展单位，可向组委会提出买家邀请请求，由组委会审核并统一邀请。

提名邀请须按要求填写《买家邀请申请表》（详见第二部分 P26），申报截止时间：2017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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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布  展 

一、办理施工手续 

 

日  期 时  间 备  注 

8 月 28 日 8:30—17:30 布  展 

8 月 29 日 8:30—22:00 布  展 

8 月 29 日 22:00 之后 封馆并进行安全检查 

 

1. 办理特装展位 

详细信息见本手册第三部分，截止日期：8 月 20 日前。 

 

主场承建商——深圳会展中心工程部联系方式： 

 

联系人：吴小姐 13543302949 

电  话：0755-82848766 

E-mail：wsj@chtf.com 

公司网页：www.szcec.com 

地址：深圳市福华三路会展中心 4 号馆 1 号门 2 楼  

 

2. 办理进馆施工手续 

需向承建商提供以下材料：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参展及施工资格证明；填写《深圳

会展中心进馆作业安全承诺书》（需加盖展商公章并签字，本责任书一式两份，详见第二

部分）；施工单位法人代表证书及施工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及电话号码等资料。  

 

二、特装展台搭建需交纳费用 

 

特装展台办理入场手续时须在现场服务台刷银行卡（信用卡）或者以现金方式缴纳

特装展位管理费、展期内用电电费、施工临时用电电费,施工证、安全清洁押金须在现

场服务台以现金方式缴纳（收费标准附后）。 

 

三、预租展具、用电等回执 

 

联系人：翟小姐           电  话：0755-82848711 

邮  箱：292932124@qq.com 

网上预租流程：www.szcec.com 深圳会展中心官方网站首页、参展指引（下方）→展具、水电在线

预租（点开）→右边、开始网上预租（点开）→选择展会名称→详细填写参展商公司资料（点下一步）

→选择相关类别→预订→结算→提交订单 

 

 

http://www.szcec.com/
http://www.szc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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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参  展 

 
一、展览期间进出馆时间 

 

08：30 参展商、工作人员等人员持证入馆 

09：00 参观人员入馆 

16：30 参观人员停止入馆 

17：30 全场清场，所有人员出馆 

 

二、展品与资料进出馆管理 

 

所有进、出馆的物品均需接受门卫的查验。布展期间和开展期间展品只进不出，

需出馆的物品，须持有组委会开具的“放行条”(由现场办公室发放)，经组委会现场负

责人签字后才能放行。布、撤展及展览期间，参展单位应有专人看管展位，保证展品

安全。 

 

三、展位管理 

 

（一）严禁转让或转租（卖）展位。如展位使用单位与展位申请单位不一致，均视同违规

转让或转租（卖）展位。包括： 

1.以联营名义将展位转给联营单位使用。 

2.以供货或协作（挂靠）名义将展位转给供货、协作、挂靠单位使用。 

3.以借用名义将展位转给（借给）其他单位使用。 

4.未经许可擅自对调、对换展位。 

5.以供货、联营、协作等名义高价收取合作单位的展位费或参展费。 

6.其他违规转让或转租（卖）展位的行为。 

（二）展会期间所有展位应有专人值守，并应指定一名展位负责人。 

1.展位负责人必须是该展位参展单位的正式工作人员，展位负责人必须坚守岗位，并

有义务向管理单位说明展位使用情况。 

2.每个展位负责人只能负责一个展位。 

（三）展会开始后，未经主办单位许可，任何展品不可从展台或现场撤走。在展会未结束

前，任何展台不准拆卸。 

（四）对违规的单位，作如下处理： 

1．收违规转让或转租（卖）展位所得。 

2．对情节严重者，取消参展资格，或送交执法机构处理。 

（五）检举揭发违规转让或转租（卖）展位者，将给予保护并奖励。 

 

四、展品及宣传品管理 

 

（一）展品 

在展位内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展品，视为违规展品，禁止参展，并由该参展单位承担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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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携带未按规定办理参展协议的展品。 

2. 携带不能说明来源或归属的展品。 

3．易燃、易爆、有剧毒、有腐蚀性和放射性危害的展品。 

4．其他不符合规定的展品。 

（二）展品管理 

1．未经申报或未通过组委会审核同意的展品不得参展，一经发现，组委会保留对该

展品的处理权利。 

2．在展示宣传中不得出现有关台独、中华民国（ROC）、法轮功邪教等内容，以及

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内容及字样。 

3．展品的摆设限于本展位，不能占用过道及过道上方的空间。如在过道上摆设展品，

而使展品受损或阻碍了消防通道，所发生的一切后果由展商负责。 

4．参展单位须遵守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法规，确保参展技术和产品不构成侵权，并

做好知识产权的自我保护工作。展会期间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须携带相关的证

明材料。 

（三）宣传品管理 

1．参展单位携带的各种资料，仅限于在本展位派发，不得在他人展位和通道上派发。

也不得在通道上摆放宣传品和宣传资料。 

2．派发的各种资料的内容和文字，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参展单位对派发的各种

资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全责。 

3．不得代替他人分发宣传资料和宣传品，由此而引起的一切纠纷由派发者承担连带

责任。 

 

五、参展安全管理 

 

（一）展馆将尽力维护展位及展品的安全，但对展会期间发生的意外人身伤害、展品遗失

或损毁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参展单位应指定安全保卫责任人，认真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制定安全保卫措施，加

强宣传教育和管理，提高参展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 

（三）全体参展人员应自觉遵守大会的各项规定，共同维护大会秩序，不参与法轮功邪教

组织等非法活动，提高警惕，预防各类事故的发生。 

（四）所有进馆人员应佩带相关证件，服从并配合保卫人员的检查。不准将证件转借他人

或带无证人员进馆，违者将给予处罚。 

（五）展品应按规定摆放，不得将展品摆放在展位以外的任何地方，严禁乱摆卖。要服从

大会有关工作人员的检查与纠正。 

（六）认真做好防火工作，参展单位应严格遵守展会用电安全、消防安全等规定，加强对

所属人员的安全防火教育。各参展单位的负责人为该展区（位）的第一防火责任人。

严格落实防火责任制，加强检查管理，一旦发现安全隐患应立即向现场工作人员或

保卫人员汇报，把火灾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七）参展单位应自觉爱护展馆内的各种消防器材和设施，保证消防设施的完好和正常运

转。消防栓和灭火器材前 1 米范围内不得摆放任何物品，严禁阻挡、圈占、损坏

和挪用消防器材。所有展位及装修不得以任何形式封顶，确保消防报警系统和自动

喷淋灭火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 

（八）每天闭馆前，参展单位应积极配合保卫人员认真做好闭馆前的清场工作，主要是清

除展区（位）内的可燃杂物、火种和其他灾害隐患，切断本展区（位）的电源，保

管好贵重物品和关好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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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展览期间由于公共场所人员较多，参展单位应妥善保管好个人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

（如皮包、手提电脑、相机、手机等），特别是洽谈人员较多时，要有专人看管。 

（十）每天闭馆前，应将贵重样品存放在展柜和保险柜内或采取其他有效保护措施，开、

闭馆时要清点数目，并由专人负责看守和管理，参展单位应按时进馆，并不得提前

离馆，以确保参展样品的安全。 

 

六、危险物品和空气压缩机 

 

（一）展场内严禁明火作业和使用没有灯罩的灯具或易燃及爆炸性气体。 

（二）参展商须向货运公司提交清单，同时提供易燃、爆炸性及辐射性物品的清单，以便

当地有关单位作出安全检查及展馆方面作出适当预防措施。 

（三）为了消防安全之计，参展商必须经过申报才能在展台内存放必要的可燃液体。 

（四）展馆内严禁摆放空气压缩器，如参展商需要可以提前跟展台承建商联络。 

 

七、展位清洁 

 

    布、撤展期间，标准展位和公共区的清洁工作由组委会负责，特装展位的清洁由参展

商自行解决。展会期间，参展单位应保持展位清洁。现场清洁工主要负责清运垃圾和展馆

公共区的清洁工作，同时提供展位内有偿的清洁服务。撤展期间，特装展位的参展单位必

须将本展区（位）的所有垃圾清运出展馆，凭现场工作人员确认单、安全施工押金汇款证

明方能向组委会申请退还押金。 

 

八、贵重展（物）品的风险防范及保险 

 

（一）参展单位应对各自的展品或其他贵重物品投保财产责任保险，以防失窃、丢失、火

灾等引起的各种损失。参展单位还应该为自己展台中工作人员及参观人士分别购买

意外保险及第三者责任保险。 

（二）有贵重展品参展的，建议该参展单位与会展中心指定的保安公司签订看护合同。额

外支付费用聘请保安员在展期全天看护展位。 

 

九、噪音控制规定 

 

（一）展台发出的音量不可对参观者或其他相邻的参展单位构成干扰。 

（二）声像设备展示的音量应低于 50 分贝。 

（三）对屡次违反而不听劝告者，展会现场管理机构有权采取强制措施给予处罚。 

 

十、关于销售假冒伪劣和乱摆卖的处罚 

 

为保证参展单位及观众的利益，维护展会形象，严禁展会现场乱摆卖和兜售假冒伪

劣产品（假冒伪劣产品的认定以国家规定的相关条例为准）。 

（一）如现场发现与申报不符的展览项目，将予驱逐、没收。并将其记录在案，作为以后

审核参展的条件之一。 

（二）因售卖假冒伪劣产品而引起的后果，由展位租用单位和售假单位及个人承担全部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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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境外参展商特别注意事项 

 

(一) 政府法规 

参展单位必须服从并遵守展会举办地的所有相关法规。 

(二) 签证申请 

1．参展人员必须确保自身符合入境国家的全部签证与健康要求。组委会可提供一定

的帮助，但不负责为参展单位代办签证。 

2．如果参展单位人员因没有获得签证而无法参展，合约不能为之取消。 

(三) 海关规定 

展览期间，展馆为海关临时管辖的区域。展馆内的所有物品在展览期间是免税的，但

没有得到海关的许可之前，任何物品均不得带出展馆。此外参展单位还应注意以下事项： 

1．请自行联系组委会指定的承运商，以便办理展品清关手续。 

2．对于携带入境的手提物品，在带进或带出展览大厅前，都必须通知组委会指定承

运商进行报关并获得海关许可。 

3．所有将在本次展览中发出的宣传物品，包括印刷品、名片、资料、礼品等，均需

提前交给海关和组委会查验，否则，不予入场。 

4．请妥善保存海关发出的所有收据，以便大会指定承运商向海关代领回展品。 

5．展览期间可分发小礼品，但需缴交进口税。参展单位在分发小礼品之前应该通过

组委会指定承运商向海关提交物品数量与价格清单。 

6．会后展品销售应按中国有关规定执行。 

 

十二、其他规定 

 

（一）法律 

参展商须遵守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二）宣传资料审检 

在展会上公开发放或播放的印刷品、影片、录像带、幻灯片等如涉及到政治因素，

须得到有关方面的批准。展示宣传中不得出现台独、法轮功邪教等内容以及其他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的内容字样。 

 

未尽事宜按展馆有关规定或向组委会工作人员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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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撤  展 

一、撤展时间 

展览结束后，参展单位应按撤展时间安排有序撤展。参展单位应自行将特装展

台撤出展馆。撤展工作于 9 月 1 日晚上 22:00 全部结束。具体撤展时间安排如下： 

 

时  间 工作内容 

9 月 1 日 

17:00 停止观众入场 

17:00 各馆隔离门关闭，保安严格把守公共通道（通往卫生间） 

17:00 参展单位办理撤展手续，组织撤展 

17:30 停止展位水电供应，参展单位归还有关设备并领回押金 

17:30 各展区出口铁马撤离 

17:30 大件展品、设备、展台放行出馆 

 

二、撤展流程 

将租赁器材归还大会主场搭建商

展品打包，小件展品凭放行条
运出展馆

结束撤展

会展中心清洁部签字确认
无遗留垃圾

将展台垃圾运出展馆

清拆展台，运走大件展品

填写《放行条》并到组委会
加盖公章

大件设备、展品打包

展品回运

将确认单及施工安全押
金缴纳证明交回组委会

申请退还押金

 

 三、撤展管理规定 

(一) 展会结束前，参展单位不得收拾展品，以免影响展会的正常工作。 

(二) 展会结束后，参展单位随即可以开始收拾装置、用品及文件材料。展位的拆撤工

作可以在 17：00 后开始。 

(三) 在撤展时间内进行撤展的所有人员，必须佩带搭建商证方能出入展馆。不得将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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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证、搭建商证等转交或变卖给其他单位或个人。 

(四) 展览大厅的所有纸箱、板条箱不能摆放于通道，以便通道的地毯被移走。 

(五) 展品运出展馆，凭展馆发放的放行条放行。 

(六) 爱护馆内设施，不得夹带搬走，不得损坏，违者除照价赔偿外，情节严重的给予

重罚。  

(七) 除非参展单位有特别要求，撤展后遗留在现场的一切物品或展品将被视为遗弃。  

(八) 撤展时，参展单位不得随意拆除、移位大会安装的所有用电设备，对擅自将非自

有展具、电器及通讯等各类设备、设施带走的，按原价 1 倍赔偿，情节严重者，

交保卫组处理。  

(九) 参展单位必须遵守由组委会办公室发布的《展览现场日程安排》及其他指示。撤

展的一切规定按展览现场发放的《撤展通知》为准。 

 

四、撤展服务 

（一）展具押金退还流程 

1. 将租赁器材在闭馆前 30 分钟内归还到原办理租赁的现场服务台，办理租赁押金手

续。 

2. 在撤展结束前，将展台的垃圾清运出展馆，并由现场本馆管理人员签字确认。未

清理垃圾的展台将不予退还押金。 

（二）展品回运 

请咨询指定承运商。 

 

未尽事宜按展馆有关规定或向组委会工作人员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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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参展商相关流程及表格 

承办单位回收资料清单（非常重要） 

展商需反馈给承办单位（节博会展）的资料和表格清单如下： 

 

序号 截止时间 反馈资料和表格 页码 反馈收集人 备注 

A1 8 月 15 日 回执 P22 相应参展联系人 必须提交 

A2 8 月 15 日 参展商责任书 P23 相应参展联系人 必须提交 

A3 8 月 15 日 会刊资料申报表 P24 相应参展联系人 必须提交 

A4 8 月 15 日 买家邀请申请表 P26 相应参展联系人 有需求提交 

A5 8 月 20 日 企业推介会报名表 P27 相应参展联系人 有需求提交 

A6 8 月 15 日 深圳会展中心广告服务确认单 P33 会展中心 有需求提交 

A7 8 月 15 日 会务接待确认表 P62 相应参展联系人 有需求提交 

A8 8 月 15 日 免费旅游报名表 P64 相应参展联系人 有需求提交 

 

特别说明: 

1．以上“必须提交”的表格,填妥签字盖章后传真 0755-83983586 或签字盖章扫描发邮件

至相关的展会联络人。 

2．“有需求提交”的表格如参展企业需要，请与相关展会联络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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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参展会务流程指示图 

（现场缴纳服务费用时，只接收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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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报到流程 

第一步【参展商的身份确认】——组委会现场服务处（会展中心 9 号展馆内） 

参展商报到
填《展商登记表》

组委会现场服务台
* 参展商证
* 会刊

参展商提交 参展商领取

• 展位费、广告费等收讫情况的确认（规定期限内转帐）
• 报到登记、发放资料
• 现场解答、协调等服务

 

第二步【额外展具租赁】——主场搭建商现场服务处（会展中心 9 号展馆） 

（提醒：标准展位展商无租赁需求不必进行此步骤） 

* 凭参展商证
* 交纳相关费用

主场搭建商现场服务台 * 租赁展具

参展商提交 参展商领取

• 展位号确认
• 缴纳租赁展具押金、展期内租金等
• 收款证明请妥善保存

 

第三步【展品的进馆及就位】——承运商现场服务处（会展中心 9 号展馆） 

（提醒：标准展位展商无运输需求不必进行此步骤） 

（温馨提醒：现场缴纳服务费用时，只接收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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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回 执 

 

本参展单位已收到《节博会参展手册》，并已认真阅读过，现承诺认真遵守“节博会”

的所有规定，做好各项参展工作。 

 

单位名称 Company   

详细地址 Address  

邮政编码 Post Code  展位号 Booth No.  

展位负责人 

Exhibition Person 

 联系人 

Contact Person 

 

电 话 Tel  手  机 Mobile  

 

特装展位参展商如选择大会指定以外的其他承建商、承运商，请填写承建商、承运商

详细资料。 

 

承建商名称：   

联系人：   职 位：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手 机：                        传 真：                     

 

承运商名称：                                       

联系人：   职 位：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手 机：                        传 真：                     

 

说明：请展商认真填写清晰好回执中每一栏目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 2017 年 8 月 15 日之前

送回。 

逾期未报送的，将不予办理有关证件与手续，所造成之一切后果与经济损失自负。 

 

 

参展单位（盖章）：                 

 

日期：2017 年   月   日 

 
 

本页“回执”由参展商填妥签字盖章后传真或扫描发邮件至节博公司相关展会联络人员。 

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A1 

截止日期：2017 年 8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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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参展商责任书 

 
为保证大会的顺利进行，根据国家消防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中有关消防安全生产“谁主

管谁负责”的原则，组委会办公室请参展商负责人（或委托负责人）           为大会

布撤展及展览期间（2017 年 8 月 30-9 月 1 日）           展位现场管理、治安消防

责任人，具体职责如下： 

1．保证参展展品按展品规定范围展出，并与报名申报表相符；不在大会现场展出任何涉嫌

知识产权不清的展品，保证展品与技术的合法性，保证所有提交文件资料的真实、准确、

合法。 

2．不在大会现场任何地方销售任何参展产品，禁止现场现金交易，不在展位外、过道上乱

发、摆放资料；不在节博会现场展示和销售任何参展产品，不出现欺诈、乱摆卖等恶劣

行为；及时发现和整改参展企业的违规行为；因售卖而引起的后果，责任自负。 

3. 负责大会期间本展团展区及周围附近的治安、消防和展位搭建安全，出现事故一切责任

自负。 

4. 自行负责看管好自己的展品及随身携带物品，闭馆时将现金、贵重物品及重要文件资料

等带离展馆,如有丢失或损坏，责任自负。 

5. 自行负责本展区的施工安全，遵守展馆的物业管理规定，不进行任何可能破坏展馆房屋

本体完整、造成设施设备损坏、影响展馆展览环境的施工和使用行为。 

6. 自觉遵守国家各项消防法规和展馆的消防安全管理的规定，不使用可燃或易燃材料进行

搭建和装修，不将易燃、易爆、剧毒或有污染的物品带入展馆，用电、电器使用符合安

全要求。 

7．承诺展台发出的音量不对参观者或其他参展商构成滋扰，对于声像设备的展示，其音量

承诺低于 50 分贝。 

8．本责任书经双方代表签字后生效。 

 

 

公司名称：                                 承办单位（或组团单位）： 

负责人（或委托负责人）：                    负责人（或委托负责人）： 

电  话：                                   电  话： 

日  期：2017 年   月   日                  日  期：2017 年   月   日 

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A2 

截止日期：2017 年 8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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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会刊资料申报表 

 

 

2017 节博会会刊资料申报表（格式） 

2016 ESER Catalogue Data Declaration Form (Format) 

 
 

填表说明:  

Form filling explanation: 

本表无须纸面填写，请提交电子文档。敬请注意！ 不按规定时间提交视为自动放弃刊登。 

本页“会刊资料申报表”由参展商与节博公司相关联络人员索要电子档，填妥后邮件至相关负责

人。 

This form does not need to fill in the paper, please submit the electronic document.Note: not 

submitting on time is deemed to abandon automatically. 

The exhibitors ask the Shenzhen Jiebo Exhibition Co., Ltd for the electronic form, and fill in 

the form and email to the organizer. 

 

 
专刊资料申报表（格式） 

Special Material Declaration Form (Format) 

 

 

 

展位号:                                                        联系人(中英文):  

Booth No.                                                     Contact Person: 
 

单位名称(中文):                                                 电话: 

注：作为展位楣板字，请认真填写                                             Tel: 
Company/Organization Name: (Chinese)                                        

NOTE: As the booth fascia board word, please fill in carefully 

 

单位名称(英文):                                                  传真: 

注：作为展位楣板字，请认真填写                                              Fax： 
Company/Organization Name: (English) 

NOTE: As the booth fascia board word, please fill in carefully 

 

 

详细地址(中文):                                                   邮箱： 

Company Address (Chinese):                                   E-mail: 

 

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A3 

截止日期：2017 年 8月 13 日 

 

app:ds:formfilling
app:ds:expla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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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地址(英文):                                                    网址: 

Company Address (English)                                    Website 
                                         

参展项目/展品名称(中文): 

Exhibition Items（Chinese）： 

 

参展项目/展品名称(英文):  

Exhibition Items（English）： 

 

参展项目/展品所属行业: 

 

以下部分可另附页： 

Use another sheet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参展单位简介（中英文皆可 300 字以内，超出部分不予刊登）: 

Exhibitors profile(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within 300 words are available, beyond the 

part will not be published) 

 

 

 

 

 

 

 

 

请与 2017 年 7 月 30 日之前提交，预期提交不予受理。  

Please submit before July 30, 2016, exceeding the time limit will not be accepted. 

 

 

 

 

 

 

app:ds:exceed
app:ds:the
app:ds:time
app:ds: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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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买家邀请申请表 

 

展位号： 

           

公司名称  

负责人  电  话  

传  真  邮  箱  

 

为使贵司的重点买家收到展会的最新资料及邀请，我们将为贵司提供参观券免费邮寄服务。贵司只需

要按以下格式填妥重点买家联络资料，则有机会成为VIP会员,享受礼品、餐饮、食宿、交通等诸多服务。

我们将会安排专人进行联络邀请。如有需要，请自行复印或向组委会提供电子档邮寄地址。 
 

序号 客户名称 联系人 部门 联系电话 邮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A4 

截止日期：2017 年 8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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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企业推介会报名表 

请您填写完于三日内回传我司，以便组委会尽早为贵司安排推介会场次。 

一、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传 真  

联 系 人  部 门 / 职 务  

手机号码  电 子 邮 箱  

二、公司简介 

  

三、推介产品或服务亮点 

（以下内容将用于邀请目标客户，请认真填写） 

 

四、目标客户类别 

 

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A5 
截止日期：2017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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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费标准 

 企业专场推介会 

时间：60 分钟 

配套服务：组委会提供场地（100～120人）及扩音等设施，含会场布置、音响、展示设

备、茶水等服务，并协助相关专业人士参加。 

费用：￥5,000元 

六、知识产权承诺 

我司承诺：所有参展资料及推广产品不会：（1）侵犯任何知识产权或其他第三方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在本次展览会上的其他参展商）；（2）违反任何法律。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组委会意见：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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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会展中心广告服务价目表 

分类 名称 位置 
规格（M）   

W×H  

 价格       

RMB（元） 
  发布费 

工本费    

（制作安装维护

费含税） 

备注 

A 旗帜

类 

A1 升旗

（万国

旗、红旗） 

5、6号 馆前 
1号旗

（1.92×2.88） 

150元/面（现有万国旗） 

75元/面（自带会旗） 

450元/面（自带企业旗） 

375元/面（自

带企业旗） 

150元/面     

75元/面     

75元/面 

不含制作费，

如需制作525

元/面 

A3  灯

杆旗 

展馆四周绿

篱 

0.6×1.5M 450元/杆 300元/杆 150元/杆 
300杆 

0.6×2.5M 615元/杆 390元/杆 225元/杆 

A4  形

象旗 
前广场 1×3.5M 1350元/杆 825元/杆 525元/杆 30杆 

A5 新型

灯杆旗 

限北面绿篱

（3、4、7、8

号馆前） 

1×3M 1500元/杆 1050元/杆 450元/杆 东西各38杆 

A6 广场

花坛形象

旗 

广场花坛 0.8×2.5M 1350元/杆 825元/杆 525元/杆 左右各14杆 

A7 五楼

刀旗 
五楼大厅 

(上)0.5×1.8M    

(下)0.75×1.8M 
900元/杆 540元/杆 360元/杆 共38杆 

B 充气

类 

B1  彩

虹门 

西门入口(东

门禁止摆放）               

南北通道                

北广场旗杆

区 

15M 跨度      

18M 跨度     

25M 跨度 

4500元/座       

5250元/座        

9000元/座 

3000元/座       

3750元/座        

6750元/座 

1500元/座    

1500元/座    

2250元/座 

双龙拱门另加

600元；金色拱

门另加750元 

 

外包喷绘拱门

一次性购买可

重复使用。制

作费9000元/

座 

B2  凯

旋门 
北广场 25M 跨度 

12000元/座               

(促销产品） 
9300元/座 2700元/座  

B3  落

地气球 
广场及水池 

单皮：3M 内球径 1500元/个 1125元/个 375元/个 
水池可放8个；

广场前面可放

10个。 

双皮：3M 内球径 2250元/个 1725元/个 525元/个 

 
B5 灯笼

气柱 

北广场南北

通道 

高9M            

（直径1.5M） 
4200元/个 2850元/个 1350元/个 

表面喷绘另加

750元 

 
B6 普通

气柱 
同上 

高9M            

（直径1.2M） 
3750元/个 2400元/个 1350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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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特

形类 

C1  三角

架广告板 

广场水池东

西南北面   

5×3M          13500元/块 11775元/块 1725元/块 
水池可放16

个 

10.5×3.7M          
15000元/块       

(促销产品）               
10500元/块 4500元/块 水池可放8个 

立式三角

柱  

广场前端及

5、6号馆旗杆

区 

3.5×8M     （三

面）          
45300元/块 37800元/块 7500元/块 

广场最多可

摆放4块，5、

6号馆前各可

摆放3块。 

C2-1立式

广告板 
室内 2×3.5×0.5M 5250元/块 4200元/块 1050元/块  

C2-2 立

式广告板 

北广场旗杆

区 
20×5M 41250元/块 30000元/块 11250元/块 

双面喷绘封

木板（5、6

号馆前各二

块） 

C2-3 立

式广告板 
通道幕墙边 20×5M 39000元/块 30000元/块 9000元/块 

单面喷绘封

木板（左右各

3块，共6块） 

C3 桁架

广告 

据现场情况

定 
8×3.5M 9300元/块 7200元/块 2100元/块 

单面喷绘,

（二楼平台

共4块） 

C4  六面

体球 

广场水池东

西北面 

高2.5（画面

1.3×1.3） 

2250元/个        

(促销产品）        
1500元/个 750元/个 

2个通道各可

放10个 

C5 广告

太阳伞 
北广场 太阳伞直径2.5 150元/把 150元/把 

如需制作     

另加375元/把 
自带项目 

C6 门楼 
据现场情况

定 

单拱：＜5M        

≥5≤10M     

双拱：单拱＜5M   

单拱＞5M 

1200元         

1500元          

1800元         

2250元 

1200元        

1500元       

1800元        

2250元 

 自带项目 

C7  立式

充气喷绘 
北广场 7.5×3M 7500元/座 5250元/座 22500元/座 

北广场可摆

放3座 

D 幕

墙 KT

板类 

D1  北门

幕墙 
北广场 11.72×4.72M 480元/平米 330元/平米    150元/平米    限高10.62米

（9块玻璃），

超高工本费

为300元/平

方。 

D2  通道

/东西幕墙 

南北通道幕

墙、东（8、9

展馆）西（2、

3展馆）幕墙 

2.93×1.18M  

（每块玻璃） 
375元/平米    225元/平米    150元/平米    

D4  二楼

服务区工

作间两侧

幕墙 

二楼服务区 
3.5×3.6M     

3.5×1.2M 

9000元/幅               

3000元/1/3幅 

8100元/幅               

2700元/1/3幅 

900元/幅               

300元/1/3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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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餐饮

广场玻璃

柱 

一楼餐饮广

场 

1.5×1.18M     

1.5×3.54M 
375元/平米    225元/平米    150元/平米     

D6  室内

幕墙 

5、6号馆入口

幕墙 
14.65×7.08M 480元/平米 330元/平米    150元/平米     

D7  扶梯

KT 板 
各展厅内 

11.5×1.5M  

12.4×0.57M 

6000元/块              

2700元/块 

4800元/块              

2100元/块 

1200元/块              

600元/块 
 

室外

条幅 

E1  室外

条幅   
南北面幕墙 24×2.5M 20250元/幅 18300元/幅 1950元/幅  

E2  广场

天桥 
北广场 

9×3M 9000元/块 8100元/块 900元/块 普通喷绘 

9×4M 13500元/块 10800元/块 2700元/块 
桁架喷绘，共

30块 

E2-1 天

桥长廊 
北广场 5×1M 30000元/座 19500元/座 10500元/座 

共2座，每座

15块KT板制

作 

E3  东门

室外条幅 

东门入口平

台护栏 
19.5×1.5M 9750元/幅 8850元/幅 900元/幅 共1块 

E4  东西

门观光梯

条幅 

东西门入口

观光电梯 
3×10.2M 10200元/幅 9150元/幅 1050元/幅 共4块 

E5  东西

门幕墙条

幅 

东西门二楼

正面幕墙 
23.5×11M 45000元/幅（促销产品） 36000元/幅 9000元/幅 共2块 

E6  东西

门幕墙条

幅 

东西门二楼

正面两侧幕

墙 

4×17.5M 13500元/幅(促销产品） 112500元/幅 2250元/幅 共4块 

E7  东西

门室外条

幅 

东西门平台

南北栏杆外

侧 

14.8×4M 12000元/幅(促销产品） 10050元/幅 1950元/幅 共4块 

E8  东西

门室外条

幅 

东西门平台

南北栏杆内

侧 

15×1.3M 6000元/幅 5400元/幅 600元/幅 共4块 

E9  南北

通道室外

幕墙条幅 

1-2号馆、1-9

号馆、          

4-5号馆、6-7

号馆 

25×22M      
75000元/幅       

(促销产品）             
57600元/幅 17400元/幅 共4块 

E10  南

北通道室

外条幅 

1-2号馆、1-9

号馆、          

4-5号馆、6-7

号馆 

29.5×2.5M 
13500元/幅              

(促销产品） 
11100元/幅 2400元/幅 共4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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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地贴

广告 
北广场台阶 2.9×0.16M 330元/平米 255元/平米    75元/平米     

F2  台阶

封板 
北广场台阶 17.7×4.9M 36750元/块 30000元/块 6750元/块 共3块 

G 室

内条

幅 

G1 室内

条幅 

二楼服务区

北入口墙体  
4×14M 15000元/幅(促销产品） 13200元/幅 1800元/幅 共3块 

G2 室内

条幅 

服务区三楼

玻璃栏杆 
12×1.2M 4500元/幅 4050元/幅 450元/幅  

G4 室内

条幅 

各展厅内二

楼观展平台

护栏 

26×1.2M 9000元/幅 7950元/幅 1050元/幅  

G5 室内

条幅 

1号展厅内观

光电梯 
3×12.6M 10500元/幅 9300元/幅 1200元/幅  

G7 室内

条幅 

5楼中厅上方

玻璃护栏 
24×1.2M 12000元/幅 10950元/幅 1050元/幅  

G8 室内

条幅（吊

旗） 

各展厅悬挂  

6×8M 10050元/块 5670元/块 2880/块＋1000  

4×8M 7950元/块 4530元/块 1920/块＋1000  

4×6M 10425元/块 3510元/块 1440/块＋1000  

4×4M 4950元/块 2490元/块 960/块＋1000  

4×2M 3300元/块 1320元/块 480/块＋1000  

灯箱 
室内可移

动灯箱 

二楼服务区

指定区域 

1.9×2.8M   （双

面） 
9000元/台 4800元/台 4200元/台 共6台 

 

I2  全彩

高亮度

LED 屏 

二楼服务区 5.45×4.25M 7500元/展期  7500元/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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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深圳会展中心广告服务确认单 

深圳会展中心广告服务确认单 

Shenzhen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No: 

展会名称： 联系人： 

客户名称： 电  话： 

申
请
项
目
表 

名称 规格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备注 
发布费 工本费 

              

              

              

              

              

              

              

              

              

总金

额 
仟佰拾元(¥) 

付款

方式 
单独结算 

安装位置：按客户需求，但必须符合会展中心

广告位规划。 

付款

日期 
展会结束七个工作日内 发布时间：     年    月     日 

一、说明： 

1．所有深圳会展中心红线围范内广告必须预先向深圳会展中心提出申请，并接受深圳会展

中心的监督。考虑到不影响市容市貌以及会展中心的整体形象，所有广告项目必须由会展中

心统一安装和维护。未经深圳会展中心允许发布的广告项目一经发现将补缴相应费用或进行

拆除。 

2.凡自带项目自行负责看护和清理。 

3、如在规定时间内未缴清款项，广告事业部有权追究其责任，并禁止该展在会展中心发布

广告。 

4.确认单作为结算的依据，具有法律效应。如主办不能提供签章原件，则以签章的传真件作

为结算依据。 

二、备注：发布费 5 折优惠。     

主办单位签字（盖章）：  广告项目经理：  

 

 

广告事业部部长：   

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A6 
截止日期：2017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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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搭建商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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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建商回收资料清单（非常重要） 

为了使您顺利参展，在展览过程及时准确得到相关服务，请务必了解以下内容。并根

据自己需求填写好表格，反馈给我们。若您对此项内容有疑问之处，请立即与我们联系沟

通，祝愿您有个圆满的展览收获！ 

 

承建商回收资料及表格清单如下： 

序号 截止日期 回收资料名称 页码 反馈收集 备注 

B1 8 月 20 日 摊位设施位置图 P43 主场搭建商 必须提交 

B2 8 月 20 日 标准展位 标准展位楣板确认单 P44 主场搭建商 必须提交 

B3 8 月 20 日 

特装展位 

空地承建商资料申报表 P45 主场搭建商 必须提交 

B4 8 月 20 日 
深圳会展中心进馆作业安全承诺书 

（由搭建商签署） 
P46 主场搭建商 必须提交 

B5、B6 8 月 20 日 展具及水电设施申请表一、二 P47 主场搭建商 有需求才提交 

 

大会指定主场搭建商 

                                      ——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为了使您本次顺利参展，并在展览过程中及时准确得到相关服务，请务必

了解以下内容： 

 

1．公司简介   

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展装工程事业部是集展览、展示设计，制作与施工以

及后期服务的专业公司；强大的设计阵容，丰富的施工经验，诚信守诺的原则，为参展商

提供优质的展览工程服务。 

2．公司账号 

开户名称：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深圳中心城支行 

账    号：8149 8322 6810 002 

3．联系方式 

张继红   0755-82848713 13760322380    viven66@chtf.com 

    陈小华   0755-82848710 13798433293    xiaohua@chtf.com 

    陈艳华   0755-82848715 13510124717  cyh@chtf.com 

吴素洁   0755-82848766  13543302949    wsj@chtf.com 

毛祥勇   0755-82848716  18926083768    273632477@qq.com  

公司网页：www.szcec.com 

地址：深圳市福华三路会展中心 4 号馆 1 号门 2 楼 

 

mailto:viven66@chtf.com
mailto:xiaohua@chtf.com
mailto:cyh@chtf.com
mailto:273632477@qq.com
http://www.szc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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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位布撤展流程说明 

一、布撤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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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装展位审图------截止日期：2017 年 8 月 14 日，将以下资料交主场承建商进行

审核。设计方案的立体彩色效果图、平面图、立面图（包括详细尺寸和材料说明）、结构图

以及有关用电资料，连同《空地承建商资料申请表》，email 主场承建商。（不接受传真） 

报图邮件：hsy@chtf.com   咨询电话：86-755-82848712 

2. 办理进馆施工手续需向承建商提供以下材料： 

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参展及施工资格证明；填写《深圳会展中心进馆作业安全承诺

书》（需加盖展商公章并签字，本责任书一式两份）；施工单位法人代表证书及施工负责人

身份证复印件及电话号码等资料（附后）。 

 

 

mailto:hsy@cht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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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装展台搭建需交纳费用（非常重要）： 

特装展台办理入场手续时须在现场服务台刷银行卡（信用卡）或者以现金方式缴

纳特装展位管理费、展期内用电电费、施工临时用电电费,施工证、安全清洁押金须

在现场服务台以现金方式缴纳（收费标准附后）。 

 

三、预租展具、水电电： 

有预租需求的参展商需在 2017 年 8 月 20 日前在会展中心官方网站申请，水电、展具预租流程：www.szcec.com 深圳会

展中心官方网站首页、参展指引（下方）→展具、水电在线预租（点开）→右边、开始网上预租（点开）→选择展会名

称→详细填写参展商公司资料（点下一步）→选择相关类别→预订→结算→提交订单 

 

 

    帐户名：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深圳中心城支行 

帐  号：8149 8322 6810 002 

网上预租流程：www.szcec.com 深圳会展中心官方网站首页、参展指引（下方）→展

具、水电在线预租（点开）→右边、开始网上预租（点开）→选择展会名称→详细填写参

展商公司资料（点下一步）→选择相关类别→预订→结算→提交订单。 

预租电话：(86-755) 8284 8711    传真：(86-755) 8284 8714 

预租 QQ 服务：292932124     邮箱：292932124@qq.com  

 

布撤展有关收费标准 

 

施工管理费、施工证件费、布展车证 
 

项  目 施工管理费 施工证件费 布展车证 

单价 

（单位：人民币） ¥35.00 / ㎡ ¥15.00 / 个 ¥20.00 / 部 

 
 
 
施工安全押金  

项目
内容 

规  格 价  格           备  注 

施
工
安
全
押
金 

100 ㎡ 以下 

（含 100 ㎡） ¥12000.00 / 展期 
1. 交付押金同时，展商或搭建商必须确认 

条款并签署安全责任书； 

2. 施工安全押金向参展商或搭建商收取； 

3. 施工安全押金需由展商撤展完毕并清理 

完展台后；主场承建商指定人员确认签字

后三十个工作日方可退回 

100 ㎡-200 ㎡ 

（含 200 ㎡） ¥15000.00 / 展期 

200 ㎡以上 ¥20000.00 / 展期 

 
 

http://www.szcec.com/
http://www.szc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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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押金及垃圾处理  

清洁项目 规 格 价  格 备  注 

特
装
清
洁
押
金 

100 ㎡ 以下 

（含 100m2） ¥3000.00 / 展期 

 
 
 

1. 清洁押金向展商收取； 

2. 清洁押金需由展商清理完展台，主承建

商指定清洁人员确认签字后三十个工作

日方可退回 

100 ㎡-200 ㎡ 

（含 200 ㎡） ¥5000.00 / 展期 

200 ㎡ 以上 ¥7000.00 / 展期 

特装展位

吸尘 
 8 元/次 /㎡ 

 

施工管理 

序号 类型 价格 

1 布撤展证（即搭建商证） 15 元/个  

2 特装展位管理费 35 元/平方米 

备注：1、施工证管理费、特装展位管理费向展商收取； 

延时服务 

序号 
延时时段 

服务对象 
17：30-22：00 22：00-24：00 备注 

1 
参展商（36-72 平

方米） 
20 元/平方米 20 元/平方米 

1．参展商 16:00 前申请 

2．原则上不允许个别参

展商 24:00 以后加班 

3．延时服务不提供空调 

4．不足 36 平方的，按

36 平方计 

5．在特许情况下，24：

00 后的加班费 20 元/

平方*2 小时 

2 
参展商（73-100 平

方米） 
18 元/平方米 18 元/平方米 

3 
参展商（101 平方

米以上） 
16 元/平方米 16 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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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工安全的清洁押金需由展商清理完展台，会展中心指定清洁人员确认签字后方可申请

退还； 

2.施工安全押金由特装展位搭建商于 8 月 20 日前向展会承办单位缴纳，并凭汇款证明办

理入场手续，若现场以现金形式缴纳，费用上浮 10%。 

3.撤展结束以后，需由搭建商或展商安全拆除展台、清理完展台垃圾，由会展中心指定清

洁人员签字确认后交回展会组委会。 

4.施工安全押金由展会组委会于展览结束以后三十个工作日内统一退回。 

5.特装展位清洁标准： 

（1） 布展和撤展结束时，展位如有装修垃圾遗留，遗留的垃圾按 600 元/车（240 升塑

料垃圾车），地面墙面污染（油漆、燃料、木胶、贴膜等）等按 200 元/平方扣费； 

（2） 若展商及其布撤展人员将本展位垃圾丢弃在展馆其他区域或展馆周边，则按实际

垃圾清运费的 1.5 倍从押金中扣除。 

（3） 若撤展结束时，仍有特装展位保持展位未动，则根据该展位面积按 45/平方从押

金中扣除作业拆除清理费。 

温馨提醒： 

   本页内容仅供阅览不作回收，手续及费用请按规定时间办理。请特装展位参

展商务必要知晓以上内容。 

 

 

布展施工及消防管理规定 

1. 布展限高：标准展位搭建高度为 3 米（包括地台高度）以下。在施工和技术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特装展位的建筑高度不超过 7 米（包括地台高度），对除此以外的展位建筑高

度需向会展中心申请批准。 

2. 布展时展位搭建必须和消防栓四周至少保持 1 米距离，留出取用通道。 

3. 严禁在展馆公用设备设施、地面和墙体粘贴任何物件，不得使用双面及单面胶等粘

贴材料在展馆通道的柱子上粘贴任何物件，不得在墙面、地面打孔、刷漆、刷胶、粘贴、

涂色。严禁锯裁展馆的展材、展板或在展材、展板上油漆、打钉、开洞。不得损害展馆的

一切设施，如有违反，将按损坏设备的价格的 2-5 倍罚款。 

4．标摊电源仅供照明、以及手提电脑、充电器、饮水机、电视机等小电器使用，禁用

任何超过 500W 的设备、仪器仪表使用，设备、仪器仪表如需用电，请另行申请用电，如

精密设备、仪器仪表，请自备稳压装置。 

5. 展位搭建不准遮挡、埋压、圈占、堵塞展馆内的消防设备、电器设备、紧急出口和

观众通道，展馆防火卷帘门下不得搭建任何展架、展台。 

6. 按公安消防局要求，凡有顶的多层展位和高度超过 3 米的单层展位均应设置临时烟

感探测器和临时自动喷水系统。 

    7.遵守展馆布展施工的其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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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平方米标准展位设计及配置 

   （标摊电源仅供照明、以及手提电脑、充电器、饮水机、电视机等小电器使用，禁用任

何超过 500W 的设备、仪器仪表使用，设备、仪器仪表如需用电，请另行申请用电，如精

密设备、仪器仪表，请自备稳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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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摊位设施位置图 

 

承建商回收资料 B1 
截止日期：2017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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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标准展位楣板字确认单 

 

请确认以下内容并直接回传至相关业务员。 

地址： 

电话： 

电子邮箱： 

  

客户资料                                         

展览会名称：第八届中国国际节能减排产业博览会                                               

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深圳会展中心            展期： 2017 年 8 月 30-9 月 1 日       

公司名称：                                             展台号码：                    

发票地址：                                                                           

联络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请将门楣上出现的公司名称清楚打印在以下表格中，中文控制在 14 个文字内，英文控制在 25 个字母以

内。 

 

中文文字:   

 

 

 

             

 

 

英文文字: 

 

                

                

 

 

 

签字（章）：                                         日期：                             

 

承建商回收资料 B2 
截止日期：2017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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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空地承建商资料申报表 

1 .参展商资料 

   公司名称：                                                               

   展位号：                    面积               尺寸         X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邮箱：                              

2 .承建商资料 

   公司名称：                                                               

   展位号：                    面积               尺寸         X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邮箱：                              

3 .审核材料（请附后） 

     需提供的材料：三维效果图、平面图、立面图、电力施工图、用电量。 

（审核后合格的图纸会以书面形式在 7 个工作日内回执给该公司，不合格的图纸将以

书面形式回执给该公司，不合格的图纸将以书面形式通知其进行修改，在       日

前重新审核。）注：图纸需以 Email 给主场承建商（hsy@chtf.com） 

（以下由主场承建商填写） 

收件人  收件日期  

回复 

内容 

 

 

 

 

承建商回收资料 B3 
适用于特装展位 

截止日期：2017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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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深圳会展中心进馆作业安全承诺书 

（适用于展会主场承建单位和特装展位承建商） 

 

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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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人员密集场所消

防安全管理》和《深圳经济特区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进一步落实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会展中心）生产安全责任，加强会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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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起至押金清退之日止。在深圳会展中心展位地点：      号馆、 展位编号：       、

参展商：                 ；承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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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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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施工人员人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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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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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会展中心展馆使用规定”给予的处罚。 

9、本承诺书一式两份，一份用于办理施工进场手续，留存深圳会展中心客服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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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附施工单位现场签字授权文件，可由授权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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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建商回收资料 B4 
   适用于特装展位 

截止日期：2017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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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展具及水电设施申请表一 

公司名称： 展位号 ：                     联系电话： 

展具租赁     展具租赁 

序
号 

名称 
规格                     

（长宽高） 

单
位 

租金 数量 

 

序
号 

名称 规格 
单
位 

租金 
数

量 

1 折椅 白色 只 25   16 电视柜 0.5×0.5×1 张 100  

2 皮椅 黑色 押金 200 张 100   17 桌布 
1.8M*1.8M 押金

100 
块 200  

3 简易桌 1×0.5×0.75 张 80    18 展板 1M×2.5M 块 80  

4 咨询桌 
1×0.5×1 张 150   19 拆除展位 3*3 或 2*3 个 240  

1×0.5×0.75 张 100   

 

20 现场改动展位、灯  个 30  

5 圆桌 玻璃 R0.7 押金 300 张 180   

21 直（斜）托板调位 1 块 1 次 块/次 15  

22 
白绒布套                

（高、低柜内使用） 
1M×0.5M 块 30  

6 托板 
直板 1M×0.3M 块 50 

  

  

23 衣通 不锈钢杆 米 50  

灯具租赁 

斜板 1M×0.3M 块 60   24 射灯 60W 支 80  

7 

高陈列柜（无灯） 1M×0.5M×2.5M 个 600   25 石英灯 35W 支 80   

高陈列柜                 

（带 1 支 100w 射灯） 
1M×0.5M×2.5M 个 650   

26 日光灯 40W 支 80   

27 柜内日光灯 L0.9M.40W 支 80   

8 矮柜 1×0.5×0.75 个 200   28 柜内石英灯 坐式 35W 支 100   

9 

低陈列柜（无灯）              1×0.5×1 个 400   

29 太阳灯 

100W 支 150   

低陈列柜                 

（带 1 支 40w 日光灯） 
1×0.5×1 个 450   

300W 支 250   

500W 支 320   

10 洞洞板（送 16 个钩） 1M×1.1M 块 100   
30 卤素灯 

70W 支 300   

11 洞洞板（送 32 个钩） 1M×2.2M 块 150   250W 支 400   

12 地毯 各种颜色（国产） M2 15   美工制作项目 

13 折门 1M×2.5M(锁 50元押金) 个 150   31 三角牌 
KT 板制作

35CM*15CM 
个 50  

14 方桌 0.7×0.7×0.7 张 100   32 即时贴裱底  M2 40  

15 

 

资料架 

 

押金 200 

 

张 

 

150 

 

  

  
33 割字 

4CM 以下 CM 0.5  

4CM 以上 CM 0.3  

展馆租赁人员签名：  展商经办人签名： 

承建商回收资料 B5 
适用于标准展位 

截止日期：2017 年 8 月 14 日 

 租赁服务 QQ292932124 

邮箱：ZL@cht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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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以上物品报价均为出租价格，时间为一个展期。超过一个展期，出租价格加倍。租赁后，超过

12 小时不给予退换。                                                                                

2.上述物品报价包括运输、安装、拆卸、清洁、材料费、施工费或管理费。 

3.馆内电源、水源不得迁向馆外使用，馆外用电、水需在馆内用电基础上费用增加 100 元管理费、

安装费。施工费。 

4“馆内布展施工用电”布展期为 2 天，每增加 1 天，其费用增加 50%。临时用电自备材料。 

5.以上租赁为现场价格，除带*号的展具外如提前 15 天以上预定汇款，可享受 9 折优惠！咨询电

话：0755-82848711/82848714(F) 

6.预订或已送到展位的展具，如需退换，要扣除租赁展具费用的 30％作为人工费，材料费及施工

费。 

7.标准配置的展具物品不得作有价退或换，展商不得私自搬拿其他展位上的物品。 

8.租赁 60A(含 60A) 以上电源需在开展前 15 天申请, 网线、电话线需在布展最后一天 18：00 前

申请。开展期间无法安装。 

     9. www.szcec.com 深圳会展中心官方网站首页、参展指引（下方）→展具、水电在线预租（点开）→右边、 

      开始网上预租（点开）→选择展会名称→详细填写参展商公司资料（点下一步）→选择相关类别→预订→结算 

      →提交订单 

 

 

http://www.szc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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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展具及水电设施申请表二 

公司名称： 展位号 ：                     联系电话： 

     水电租赁    水电租赁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租金 数量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租金 数量 

34 
馆内动力电源     

（三相电） 

15A/380V 个 1430   

*40 临时排水 

D DN20-25MM    

（6 分软胶管）            

（6 分软胶管） 

处 130/小时  

20A/380V 个 1950   DN40MM  1 寸半软管                   

（1 寸半软胶管） 

处 65 元/小时  

 

30A/380V 个 2600  
 
*41 临时给水 

DN20-25MM  

（6 分软胶管）                    

（6 分软胶管） 

处 130/小时  

60A/380V 个 4680   网络、电话、电视及其它   

  100A/380V 个 8840   *42 

电话 

IDD 押金 2000 元 部 600  

150A/380V 个 1300

0 

  *43 国内长途(DDD) 部 600  

    

35 
馆内动力电源     

（单相电） 

10A/220V 个 585   *44 市话(LDD) 部 500  

15A/220V 个 910   *45 INTERNET 端口  条 400  

20A/220V 个 1430   

*46 组网 

5 个（含）以下动态分配

内部 IP 地址（终端） 
网 1500/展期  

    
30A/220V 个 1820   6-9 个（含）动态分配内

部 IP 地址（终端） 

网 2000/展期  

60A/220V 个 2860   10 个（含）以上动态分

配内部 IP 地址（终端） 

网 2500/展期  

*36 
馆内布展施工          

临时用电（2 天） 

15A/220V 个 390   *47 地址映射（NAT)外部 IP  条 3000  

    15A/380V 个 520   

*48 

ADSL 拨号上网 4M 

中国电信现场办理 

37 

固定给水（如同时

需要排水1个点加收

100 元/点*展期 

DN15MM（4 分） 处 1170   ADSL 拨号上网 8M 

DN20MM（6 分） 处 1300   *49 ISDN 专线网络 设备押金 500 元/台 条 1500  

DN25MM（1 寸） 处 1560   *50 线路迁移 

 

 

 

 

  条 100/次  

           

38 固定排水 

DN40MM 

（ 1 寸半硬塑料

管）                  

处 520  

 
*51 

 

盆栽 

 

大盆 盆 40  

DN20-25MM 处 260  小盆 盆 20  

39 吸尘 展位内地毯吸尘 M2 8/次   *52 灭火器 

ABC 干粉 4KG 

押金 50 

瓶 40  

悬挂式 8KG 押金 120 瓶 100  

 备注   

 合计金额：   

展馆租赁人员签名：   展商经办人签名： 

 租赁服务 QQ292932124 

邮箱：ZL@chtf.com 

 

承建商回收资料 B6 
适用于标准展位 

截止日期：2017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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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以上物品报价均为出租价格，时间为一个展期。超过一个展期，出租价格加倍。租

赁后，超过 12 小时不给予退换。 

2.上述物品报价包括运输、安装、拆卸、清洁、材料费、施工费或管理费。 

3.馆内电源、水源不得迁向馆外使用，馆外用电、水需在馆内用电基础上费用增加 100

元管理费、安装费。施工费。 

4. “馆内布展施工用电”布展期为 2 天，每增加 1 天，其费用增加 50%。施工临时用电

自备材料。 

5.以上租赁为现场价格，除带*号的展具外如提前 15 天以上预定汇款，可享受 9 折优

惠！咨询电话：0755-82848711/82848714(F) 

6.预订或已送到展位的展具，电力如需退换，要扣除租赁展具费用的 30％作为人工费，

材料费及施工费。 

7.标准配置的展具物品不得作有价退或换，展商不得私自搬拿其他展位上的物品。 

8.租赁 60A(含 60A) 以上电源需在开展前 15 天申请，网线、电话线需在布展最后一

天 18：00 前申请。开展期间无法安装。 

9．www.szcec.com 深圳会展中心官方网站首页、参展指引（下方）→展具、水电在线

预租（点开）→右边、开始网上预租（点开）→选择展会名称→详细填写参展商公

司资料（点下一步）→选择相关类别→预订→结算→提交订单 

 

 

http://www.szc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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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具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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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展品运输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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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展品运输指南 

进出馆现场管理 

序  

号 
项  目 

规  格 
报  价 备  注 

1 仓库卸货费  20 元/立方米 
由展馆代收展品的，收取卸

货费 

2 存储费 
 10 元/立方米/

天 
存入之日起开始计费 

3 
小件展品进馆

服务收费 

单件展品重量小

于 50 公斤 

人民币 50 元/

立方米（最少 1

立方米） 

服务内容：将展品送至展台 

4 

机械类展品进

馆服务收费 

基本收费项目 

立方米 

人民币 95 元/

立方米（最少 1

立方米） 

1. 服务内容： 

*卸车并将展品送至展台 

*开箱并展品就位（不含组

装） 

*空箱和包装材料运送至存

放处存放 

2. 展品组装、就位等（如机

器翻身、 

竖立等），按照本指南第 5、

6 点收费 

5 

机器翻身、竖

立组装二次移

位服务附加费 

3 吨叉车 200 元/小时 
本项价格是在本指南第 3、4

点基础上收取的 

6  5 吨叉车 300 元/小时  

7 超限附加费 

1.单件设备长超 5 米、宽超 2.1 米，或高超 2.4 米，任一项超限加

收 10%超限费，几项超限其费用累加 

2. 单件重量超过 5 吨的展品，吊机附加费按照 200 元/吨收取 

注：对于超限展品，展商未能事先联系展馆而直接送至现场，展

馆不能保证可能即刻安排卸货、就位，并需加收 50%加急费 

3. 单件重量不超过 5 吨的展品需要使用吊机，以及使用吊机进行

组装的吊机价格面议 

8 
模具类展品进

馆服务收费 
5 吨以下(含) 160/吨 模具类展品最少 3 吨起计。 

9  5-10 吨（含） 180/吨  

10  10 吨以上 2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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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出馆服务各项收费标准同进馆 

（见以上内容） 

服务内容： 

*在展览期间存放空箱和包装材料 

*运送空箱和包装材料至展台 

*帮助展商装箱并将展品运送至展厅门口，装车 

备注: 

1.请事先联系有关展品运输事宜，如实申报展品单件尺码和重量（包括毛重/净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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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不

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2.对于展览布撤展规定时间以外进出场的加收 50%加班费。 

3.以上所提供服务以收到贵司的展品处理回执为准。请展商正确填写并及时将有关文件反

馈。 

4.以上服务费中不包含保险费。为维护展商的权益，提醒展商安排适当的全程保险（包括

展览期间）。保险范围应包括展馆及其代理的责任事故保险。展商请备妥保险合同文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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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吊车进入展馆现场进行施工搭建的管理费按照吊车载荷 50 元/吨/天收取。 

6.展馆严禁非指定承运商的运输设备在展馆范围内使用（如独立吊车、机动叉车、堆高机

等）。 

7.发货到展馆的的展品，请在展品外包装上注明： 

所属展会名称、参展单位名称、展位号、联系人、联系电话、展品尺寸及重量。 

8.收货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深圳会展中心 9 号馆 

  联系人：王思益   联系电话：0755-82058858,13926523823    

 

物  流 

若有物流需求可联系以下公司： 

深圳市美特货运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思益   电话：0755-82058858,13926523823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岗路外贸物流园 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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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酒店、旅游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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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酒店指南 

为了给您提供舒适省心的酒店住宿服务，针对历年展会期间深圳各大酒店房源紧张的

实际情况，我们与展馆附近不同档次的酒店签订了会务接待协议，并向酒店争取了最优惠

房价和免费早餐，如果您提前预订酒店并交纳房款，我们将为您确保展会期间的用房。 

                     
星级 酒店名称 房 类 参考价 前台现付价 早餐 酒店地址/电话 

罗    湖    区 
罗湖区（罗湖口岸、火车附近站） 

5 
罗湖香格里拉        

Shangri-La Hotel 

高级房 780 
现付以查询为准 自120/份 

罗湖区建设路1002号

82330888 豪华房 870 

5 
    富临酒店 Best Western 

Felicity Hotel 

高级房 420 现付规定468 中30/份 罗湖区和平路1085号

25586333 豪华房 440 现付规定508 自60/份 

4 
金碧酒店            

Golden Lustre Hotel 

标准房 320 现付规定360 
中25/份 

罗湖区春风路3002号

82252888 高级房 370 现付规定400 

准4 
 凯美豪盛(原罗湖戴斯    

酒店) Days Hotel Luohu 

高级房 310 现付规定390 
自28/份 

罗湖区沿河南路1021

号 25859988 豪华高级房 370 现付规定430 

准4 
山水时尚罗湖店     

Shanshui Trends Hotel 

标单 238 现付规定278 
自20/份 

罗湖区沿河南路1098

号昌湖大厦61621111 标双 258 现付规定298 

准4 
王子客栈               

Prince Inn 

豪华房 220 现付258 
 

罗湖区建设路1008号 

83386888 行政套房 278 现付328 

4 
鸿丰大酒店        

Hongfeng   Hotel 

高级特惠房 328 现付368返40 
中20/份 

罗湖区春风路3009号 

82333388 高级时尚房 348 现付388返40 

准3 
华丽时尚酒店     Hual 

Ishishang Hotel 

高单（无窗） 180 现付规定218 
 

罗湖区沿河南路1120

号82320999 高双 210 现付规定248 

3 
老地方酒店       

Laodifang Hotel      

A 座特价房 170 现付不低于198 
中38/份 

罗湖区东门南路1033

号82328188 B 标双 210 现付不低于250 

准3 
华侨酒店            

Overseas Chinese Hotel 

豪华房 170 现付规定218 
 

罗湖区和平路1009号

25596688 豪华套 290 现付规定338 

准3 
广信酒店              

GuangXin Hotel   

标准房 170 现付规定200 
 

罗湖区人民南路2069

号82113818 三人房 250 现付规定280 

准4 
柏斯顿酒店     

Perthdenhotel  Hotel   

豪华时尚双人 310 现付规定360 
自20/份 

罗湖我沿河南路1025

号22656888 豪华时尚单人 330 现付规定380 

准3 
如家快捷口岸店       

Homeinns 

大床房 166 现付规定189 
 

罗湖区沿河南路1064

号82328818 标双 212 现付规定237 

准3 
万事达文锦渡店      

Master Hotel   

标准房 170 现付规定208 
 

罗湖区新安路2号(春

风万佳后)33392888 特色商务房 200 现付规定238 

准3 
  广晟国际大酒 GuangSheng 

International Hotel   

标准房 198 现付规定238 
 

罗湖区和平路1032号

25573287 高级房 228 现付规定268 



  

 57 

 罗湖区(东门步行街附近) 

准4 
新安国际假日          

Sunon  Hotel 

高单 268 现付规定308 
自32/份 

罗湖区东门步行街55

号  82222986 高双 318 现付规定358 

准4 
戴斯酒店                 

Days Inn  Hotel 

高级房 370 现付规定410 
自30/份 

罗湖区解放路永新街

57号  82203333 豪华大床房 410 现付规定450 

3 
南方联合大酒店           

South Union Hotel 

高级房 348 现付规定398 
自38/份 

罗湖区深南东路2002

号  82319978 数码房 438 现付规定488 

准4 
海富酒店               

Haifu hotel  

标双 258 现付298 
中10/份 

罗湖区深南东路2103

号  82201111 高单 258 现付298 

4 
富丽华酒店             

Gold Hotel 

标准房 300 现付以查询为准 
中25/份 

罗湖区深南东路2098

号  82180288 豪华房 390 现付规定460 

准3 
骏庭酒店        Junting 

Hotel 

单人间 210 现付248 
自20/份 

罗湖区深南东路3085

号  82351666 大床房 240 现付278 

3 
深圳迎宾馆       

Shenzhen Guest House 

附楼标双 178 现付208 
 

罗湖区新园路15号 

82222722 高级标双 340 现付388 

 罗湖区(深南东路附近) 

5 
丹枫白露                  

Royal Suites & Towers 

迷你套 538 现付规定588 
自50/份 

罗湖区深南东路1001

号 25130999 商务套房 550 现付规定698 

准3 
罗湖商务中心            

Golden Business 

日式 暂不操作

挂账 

现付不低于280 
 

罗湖区深南东路2028

号  25154333 现代式 现付不低于280 

3 
长安酒店                   

Changan  Hotel 

商务房 290 现付建议330 
中20/份 

深南东路1133号 

82303333  白金商务房 330 现付建议370 

准4 
国宾酒店                 

East Lake Hotel 

豪华房 438 现付498 
自35/份 

罗湖区深南东路1121

号 25122888 数码单人 538 现付598 

3 
广深宾馆          

Guangsheng Hotel 

商务单人 190 现付规定239 
中20/份 

罗湖区深南东路2023

号 82352668 商务双人 220 现付规定269 

3 
京鹏宾馆         Jingpeng 

Hotel 

标准房 190 现付建议220 
 

罗湖区深南东路2008

号  82227190 高级大床房 240 现付建议270 

 罗湖区(地王大厦、东湖公园附近) 

5 
瑞吉酒店               

The St.Regis Shenzhen 

豪华城城景房 1890 
现付以查询为准 自173/份 

罗湖区深南东路5016

号 83088888 豪华悠景房 1960 

准5 
 华安国际大酒店 Huaan 

International hotel 

高级房 648 现付建议708 
自50/份 

罗湖区宝安南路2001

号 83388888 豪华大床 748 现付建议808 

准4 深圳宝轩酒店 
高级大/双 440 现付规定500 

自38/份 
嘉宾路城市天地广场

4055号  25678888 豪华大/双 498 现付规定558 

准4 
视界风尚酒店            

Vision Fashion Hotel 

精致风格 380 现付规定420 
自38/份 

深南东路5018号(大剧

院内)  25582888 空间之舞 450 现付规定490 

准4 
罗湖智选假日酒店 Holiday 

Inn Express Luohu  
标准房 350 现付规定428 自38/份 

罗湖区桂园北路6号 

25596999 

4 京基晶都酒店           标准房 430 现付规定480 自58/份 罗湖区深南中路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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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Oriental Regent 豪华房 520 现付规定580 中心大厦 82247000 

准3 
禧程酒店                 

Xi Cheng Hotel 

高级房 188 现付规定238 
 

罗湖区红宝路151号

25568088  电子商务房 228 现付规定278 

准3 
东湖宾馆                     

East Lake Hotel 

标双 300 现付330 
 

罗湖区爱国路4006号 

25400088 豪双 320 现付350 

准4 富驿时尚商务酒店  
舒适房 179 现付规定219 

自20/份 
罗湖区太宁路1号 

36808600 时尚房 199 现付规定239 

福     田     区 
 福田区(市政府，华强商业区附近) 

准3 
呼噜栈酒店中信店             

Hotel ZZZ  

特色圆床房 258 现付规定308 
自15/份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

路1014号 82093088 特色房 260 现付规定310 

5 
圣廷苑酒店               

Pavilion Hotel 

标单 800 现付1199 
自90/份 

福田区华强北路4002

号  82078888 高级房 900 现付1299 

准5 
圣廷苑世纪楼                

Century Tower Hotel 

高级大床房 670 现付规定899 
自60/份 

 福田区华强北路

4014号 82078888 豪华房 770 现付规定999 

准5 
华强广场酒店             

HuaQiang Plaza Hotel 

商务双人房 498 现付规定558 
自64/份 

华强北路1019号华强

广场 A 栋  83208888 商务单人房 568 现付规定628 

准4 
 芝加哥国际公寓 Chicago 

suites international 

特价房 278 现付298 
中10/份 

 福田区燕南路9号

82810888  特价套房 308 现付328 

准4 
日月时尚酒店               

Orient fashion hotel 

标准房 199 现付249 
 

 福田区振兴路华发大

厦 61866118 豪双 219 现付279 

准3 
兴华宾馆                   

Xinghua  Hotel 

豪华房 170 现付220 
中10/份 

 福田区深南中路

2026号 83350483 三人房 200 现付240 

准3 
迪富宾馆                      

DiFu Hotel  

标单 190 现付278 
自19/份 

福田区华强北振华路

111号  83353888 标双 230 现付298 

 福田区(上海宾馆附近) 

4 
格兰云天酒店           

Grand Sky Light Hotel 

高级房 650 现付720 
自50/份 

福田区深南中路3024

号 83689999 豪华房 750 现付840 

4 
花园格兰云天   Grand Sky 

light Garden Hotel 

高级房 692 现付758 
自58/份 

福田区深南中路田面

城市大厦 82816666 花园景观房 782 现付858 

4 
上海宾馆                 

Shanghai hotel 

大床房 408 现付规定468  
自40/份 

福田区深南中路3032

号 83365288 标双房 388 现付规定438 

准4 
维也纳福华店             

Vienna Hotel 

豪华房 310 现付规定340 
自30/份 

福田区福华路73号

83981688  数码房 330 现付规定360 

准3 
小小客栈福华店           

Small inn 

普通单人 108 现付规定138 
 

福田区福华路144号 

83986888 豪华房 140 现付规定170 

 福田区(滨河大道、皇岗口岸、会展中心、岗夏附近) 

5 
 星河丽思卡尔顿 The 

Ritz-Carlton Shenzhen 

豪华房 1330 
现付以查询为准 自150/份 

福田区福华三路116号  

22222222 尊贵房 1850 

5   大中华喜来登 Sheraton 高级房 1220 现付以查询为准 自170/份 福田区福华路大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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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en Futian Hotel 豪华房 1410 交易广场 83838888  

准5 
福朋喜来登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舒适大床房 580 
现付以查询为准 自170/份 

福田保税区桂花路5号

8  3599999  高级房 680 

5 
马哥孛罗好日子                  

Marco Polo Hotel 

高级房 1200 
现付以查询为准 自147/份 

福田中心区福华一路 

82989888 豪华房 1350 

准4 
趣园私人酒店公寓          

Qu  Apert  Hotel 

高尔夫球景花

蕾套 
338 现付规定398 

自50/份 
福田区滨河路9172号 

23820888 高尔夫球景花

苑套 
438 现付规定498 

准5 
景轩酒店                     

Grand View Hotel 

高级单人 308 现付规定348 
自50/份 

福田区福华路319号

82976888  高级双人 388 现付规定428 

准4 
格兰德假日                  

Grand Holiday Hotel 

标单 408 现付规定438 
自40/份 

福田区滨河大道5022

号 61389999 标双 428 现付规定458 

准4 
皇悦酒店               

Royalty Hotel 

豪华房 300 现付350 
自31/份 

福田区福民路199号 

83818888 数码大床房 310 现付350 

准3 
星雅轩（皇岗店）Star Shine 

Hotel-Huang Gang 

高级单人房 238 现付278 
 

福田南路38号广银大

厦 83331899 高级标双房 248 现付288 

准3 
太阳花酒店              

Sunflower Hotel 

高级房 258 现付规定298 
 

福田区福田南路32号 

83335888 商务房 278 现付规定318 

 福田区(香蜜湖、竹子林、天安数码城、莲花山公园附近) 

5 
 金茂深圳 JW 万豪          

JW Marriott shenzhen 

豪华房 1200 
现付以查询为准 自170/份 

福田区深南大道6005

号 22698888 至尊豪华房 1430 

5 
深航国际酒店 Shenzhen 

AirInternational Hotel 

高级房 760 现付888 
自80/份 

福田区深南大道6035

号 88819999 高级海景房 840 现付968 

5   东方银座美爵酒店 

高级房 700 

现付以查询为准 自75/份 

深南大道西地铁竹子

林站 B 出口 

83500888 
豪华房 770 

准4 
香榭丽宫酒店              

Chanel palace Hotel 

标准房 358 现付规定388 
自18/份 

深南大道6027号大庆

大厦  82891111 海景房 398 现付规定428 

准3 
城市客栈竹子林店         

City Inn Zhuzilin 

高级单人房 245 现付规定270 
 

竹子林五路竹林花园2

号楼 26930988 豪华房 265 现付规定290 

准5 
雅枫国际酒店（景田）     La 

Fonte International 

高级房 498 现付548 
自60/份 

景田东路福田区图书

馆大厦 83055555 豪华房 538 现付598 

准4 
富邦酒店（景田店）         

Fubang Hotel 

标准单人房 249 现付289 
自15/份 

深圳市福田区景田西

路50号 83660666 豪华单人房 299 现付339 

 南山区(华侨城附近) 

5 
深圳益田威斯汀 

The westin shenzhen nanshan 

豪华房 1300 
现付以查询为准 自100/份 

深南大道9028号-2  

26988888 尊荣豪华房 1400 

5 
威尼斯皇冠假日酒店     

Crowne Plaza Shenzhen 

高级房 980 
现付以查询为准 自100/份 

华侨城深南大道9026

号  26936888 豪华房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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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景奥思廷酒店 Seaview 

O.City Hotel Shenzhen 

高级大床 580 现付规定650 
自81/份 

南山区华侨城光侨街

3-5号  26602222 豪华客房 690 现付规定765 

4 
雅商会馆                

ACK Cyber Hotel 

标单 248 现付规定295 
中30/份 

深圳市白石洲新中路

中断 86093333 标双 308 现付规定368 

准3 
城市客栈世界之窗 Window of 

the world city inn 

高级房 280 现付规定310 
中15/份 

华侨城世界之窗停车

场旁 26929999 豪华房 300 现付规定330 

准3 
城市客栈欢乐谷店          

City Inn Happy Valley  

高级房 280 现付310 
中15/份 

华侨城欢乐谷旁

26929999  豪华房 300 现付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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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节博会会务接待确认表 

 

酒店预订流程及其他注意事项： 

1. 如果您提前预订酒店并交纳房款，我们将为您确保展会期间的用房； 

2. 请参展商填妥以上表格传真或致电咨询会务组； 

3. 请参展商将会务费汇出后，同时将汇款凭证复印件传真至会务组，会务组根据收款的先后顺序安排房间； 

4. 参展商报到时间：2017 年 8 月 30—9 月 1 日，参展商凭《会务接待确认表》和本人证件到会展中心大厅

会务组或所住酒店前台报到并领取会务资料； 

5. 各酒店皆有会务房,有专人 24 小时服务,请客人留意客房内会务时间及其他方面的通知。 

6. 另提供签证、租车、代订机票/火车票、旅游咨询、礼仪等服务。详情请索要相关资料。 

7. 可以预订华南 3000 多家酒店，贵司需订其他星级酒店可与本部联系，保证能给贵司节省 20%的酒店房费。 

 

会务服务单位开户名称：深圳市大自然旅行社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深圳罗湖支行 

开户账号：3895 0188 0000 35715 

入住指定酒店或旅游安排，请联络：13802580516 

节博览会唯一指定会务服务单位：  

电  话：0755-83661852 

传  真：0755-83777575 

联系人：梁经理 

电子邮箱: 2207769722@qq.com 

 
 

参展单位名称 

中 

文 
 

英 

文 
 

地 址 深圳市福田区南园路 68 号上步大厦 8H 

联络人 
梁经理 手 

机 

13802580516 电 话 0755 83661852 

蒋小姐 15914137341 传 真 0755 83777575 

酒 店  是否接机 接机  送机 

客人 

姓名 

酒店入住（离店）日期（8/9 月） 
单 价 合 计 客人联系电话 

26 27 2288  2299  3300  3311  11  2 

            

            

            

            

备 注  总计金额  

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A7 
截止日期：2017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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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免费旅游机会咨询 

为答谢广大参展商对第八届中国国际节能减排产业博览会的支持和参与，节博会组委

会联合深圳市大自然旅行社有限公司隆重推出“节博会深珠港澳游低碳之旅”的大型商务考

察活动，对参加本届节博会的参展企业免费提供限量机会，4 条精彩线路可供您选择！会后

深珠港澳游低碳之旅活动启动，参展商务休闲联谊，一展多得。 

 

温馨提醒：为了方便您的出游，请提前报名（方便我们安排港澳的住宿等）并带好相

关旅游证件（身份证、港澳通行证或护照）！港澳通行证或护照，需要在户口所在地办理，

办理时间需要十五个工作日。 

旅游委托代理指定商：深圳市大自然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游报名咨询： 

电话：0755-83661852                    传真：0755-83777575 

组委会服务质量监督： 

电话：0755-83148361                       传真：0755-6165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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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节博会免费旅游报名表 

公司名称  展位号  

旅客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港澳通行证号 通行证签注类别（L/G） 

     

     

固定电话  传  真  

所
选
旅
行
线
路 

请在旅行线路前打“√”： 

旅游线路系列一：(此项针对广东省外展商) 

□路线①：香港三天两晚游；      □路线②：港澳四天三晚游； 

□路线③：魅力深圳一天游；      □路线④：浪漫珠海一天游； 

旅游线路系列二：(此项针对广东省内展商) 

□路线③：魅力深圳一天游；      □路线④：浪漫珠海一天游； 

出行时间 
2017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1 日，路线时间请选择(如想出游，请注明)： 

□8 月 30 日     □8 月 31 日     □9 月 1 日     其他时间注明：                    

备  注 

1. 旅游免费项目包含：全程交通费、餐费、住宿费、内地导游服务费、旅行社责任险； 

2. 不包含项目：行程外私人所产生的个人费；港澳游段过关费、导游司机小费服务费；深圳、

珠海线路不含景点门票；（注：详细行程请咨询 0755-83661852） 

 

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本次活动解释权属 2017 中国国际节能减排产业博览会组委会。请将以上表格填妥

后回传至 0755-83983586 我们将以先报名先安排的原则分配名额。谢谢合作！ 

 

活动须知： 

1.港澳旅游路线仅限非广东人士可参加，敬请留意！ 

2.港澳旅游路线仅限 22 至 60 周岁（以身份证为准）人士可参加，年龄不在此列的，须加收 1000 元/人旅游

费。 

3.此团优惠只限于中国公民，不包含残障人士，敬请见谅。 

4.港澳旅游路线参团人必需自备前往港澳有效证件，（港澳通行证需在户口所在地县级及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

入境管理办理），报名时请提供参团人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通行证号和签注类别。 

5.游客由我方统一安排成团，游客必须全程随团活动，不得中途擅自离团。 

6.游客除享受旅行社常规责任险外，还为每位游客提供每人 10 万元人身意外险，行程结束 

时自动失效。 

7.保证按照以上服务标准执行，决无强迫消费、欺骗游客的行为。 

8.如遇政治因素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行程延误，我方不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 

9.此次活动设有 24 小时咨询热线，服务监督热线，如对本次活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随时来 

电咨询。 

10.以上细则最终解释权属大自然旅行社所有。参与本次活动的准则以上述活动细则为准。 

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A8 
截止日期：2017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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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会展中心交通图及展馆周边停车示意图 

 

◆ 市内交通： 

站点位置    站点名称    地铁和公交线路 

会展中心北    会展中心 
 

 

地铁1、4号线、15、50、56、64、80、109、 

211、235、371、374、375、K578、机场9 

会展中心东    福华三路口 
 

 

3、15、33、34、50、60、64、221、235、 

371、374、K113、高峰线④ 

会展中心东    会展中心东    34、K113 

会展中心南    皇岗村北    229、337、353、369、382 

会展中心南    会展中心南    229、337、338、369、382、J1 

会展中心西    益田中路  
15、64、71、73、76、80、 

235、37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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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地铁： 

会展中心站正好是1号线（罗宝线）与4号线（龙华线）的转乘站，站名就为“会展中心”，

您可以从D出站口出来。 

请参考如下地铁路线图。 

 

 

 

◆ 香港: 

>>  香港机场—深圳市区—会展中心 

部分巴士公司提供过境穿梭巴士服务，并在机场大厅设了服务点。如下是部分巴士公司

信息： 

（1）“E&E”巴士提供从香港机场至深圳市区一些主要酒店的穿梭路线。 

请参考网站查询最新信息：http://www.eebus.com。 

（2）“CTS”巴士提供从香港机场至深圳皇岗口岸的穿梭路线。 

请参考网站查询最新信息：http://ctsbus.hkcts.com。 

（3）香港机场经由接驳巴士乘快船抵达深圳蛇口港 

     到达香港机场后无需办理入境手续及提取行李，只需直接前往“珠江客运转船”柜台购买

船票及办理登记手续，之后乘坐免费接驳巴士直抵“海天”客运码头，转乘豪华快船抵达深圳

蛇口港。请参考网站查询最新信息：http://www.szgky.com。到达蛇口港后，您可以乘坐204

路或328路巴士至竹子林站下再转乘地铁至会展中心。或者搭乘的士，需25—30分钟车程。 

>>  香港市区—罗湖口岸—会展中心 

推荐您从香港尖东搭乘火车至深圳罗湖口岸。关于路线图，您可以登入如下网站获取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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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信息：http://webserv1.discoverhongkong.com/eng/mustknow/maps。到达罗湖口岸后，

您可搭乘的士，或搭337路巴士或地铁1号线（罗宝线）直接到达会展中心。 

 

 

◆  深圳机场: 

>>  机场穿梭巴士—330路、327路巴士  您可以在竹子林站下车然后转乘地铁1号线至会展

中心。 

>>  355路—337路巴士  您可以在南头检查站下车然后转乘337路巴士至会展中心。 

>>  机场9线公交  您可以在会展中心站下车直达会展中心。 

 

  

 

 

 

预祝您此次参展成功！ 

本手册的解释权归“节博会”组委会。本手册内容及相关表格可登录网站

www.eserexpo.com 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