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商手册

亲爱的参展商：
感谢贵公司参加第二十届上海国际公共安全产品博览会暨上海国际警用及安防无人系统
博览会（以下简称“第二十届上海安博会”）。
为保证参展和展览的顺利举行，组委会特意编写了《展商手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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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责任。因
此温馨提示，请按照本手册安排展会相关事宜。
主办方联系方式： 上海安全防范报警协会
联系人：李顺敏 小姐 联系方式：（０）２１－５４７３２８２０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华山路２０１８号汇银广场北楼２７０２室
主场搭建联系方式： 新怡展（上海）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联系人：宁馨儿 小姐 联系方式：（０）２１－３２５１３１３８＊８１２
邮箱：ｎｏｒａ．ｎｉｎｇ＠ｖｉｅｗｓｈｏｐ．ｎｅｔ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展路１０９９号上海世博展览馆Ａ０８－Ａ１０室
主场物流联系方式： 上海欣贸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 丁守权 先生 联系方式：（０）２１－６６２７９３１６
手机：１３３９１１７４９１０
邮箱：ｘｉｎｍａｏｈｕｏｙｕｎｄｉ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展会最新动态敬请关注展会公众号（ａｎｆａｎｇ９１０），展馆数据可至上海安博会官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ｅｘｐｏ．ｃｎ／）查看或咨询组务会招展人员。本手册解释权归第二十届上海安博会组
委会。

上海国际公共安全产品博览会
组委会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６日

1

目

录

一、展会基本信息
１、日程安排 ………………………………………………………………………… ４
２、交通路线 ………………………………………………………………………… ４
３、推荐搭建公司、物流运输 ……………………………………………………… ５

二、展馆使用规定
１、展台搭建 ………………………………………………………………………… ５
２、电气线路、电器设备安装 ……………………………………………………… ６
３、车辆使用 ………………………………………………………………………… ７
４、清洁和垃圾处理 ………………………………………………………………… ７
５、食品和饮食 ……………………………………………………………………… ７
６、停车 ……………………………………………………………………………… ７
７、宣传品散发 ……………………………………………………………………… ７
８、声像系统 ………………………………………………………………………… ７
９、声音控制 ………………………………………………………………………… ７
１０、治安安全 ………………………………………………………………………… ７
１１、其他

…………………………………………………………………………… ８

三、进馆手续
１、搭建商进场手续（详见Ｐ１０ 主场搭建相关信息）………………………………

８

２、参展商进馆手续 …………………………………………………………………

８

３、证件办理 …………………………………………………………………………

８

四、防疫注意事项

……………………………………………………………… ８

五、主场物流信息
１、展品运输方 ……………………………………………………………………… ８
２、进馆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 ９
３、注意事项 ………………………………………………………………………… ９

六、主场搭建信息
１、注意事项 …………………………………………………………………………

１０

２、光地展台搭建管理费及保洁押金 ………………………………………………

１０

３、施工押金管理细则 ………………………………………………………………

１１

４、特装展台大建设及图纸审核的重要规定 ………………………………………

１２

2

七、特装展位展览会搭建责任险等购买 …………………………………… １２
八、上海世博展览馆施工单位（运输单位）线上实名认证办理流程 … １３
九、上海世博展览馆布撤展人员通行证（施工证）线上办理流程 …… １５
十、上海世博展览馆卸货区车证线上办理流程 …………………………… １７
附件区:
关于物流：
附件一：展品处理回执
附件二：ＡＰＴ增值税发票申请表
附件三：进出仓通知单

关于搭建：
附件四：额外家具申请表
附件五：额外电器设施申请表
附件六：照明电器设施申请表
附件七：机器用水、电、气及电话、网络租赁申请
附件八：特装展台设施位置图
附件九：特装展台施工图审核标准表（特装必填）
附件十：搭建商安全承诺书（特装必填）

关于施工单位（运输单位）线上实名认证
附件十一：搭建单位、运输单位实名认证表格
附件十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十三：搭建商安全承诺书／运输商安全承诺书
附件十四：《关于知晓上海世博展览馆〈展台搭建违规计分管理办法（试行）〉
的回执单》

关于布撤展人员通行证（施工证）线上办理
附件十五：防疫信息登记表
附件十六：各附件提交时间及提交点
注意：所有附件请至展会网站http://www.securityexpo.cn/相关下载板块下载。

3

一、展会基本信息
1、日程安排
项目
特装搭建实名认证

截止日期
布展前１５个工作日完
成线上申请（７月１６日
前）

地点
线上申请

特装展位图审核

７月１６日

新怡展

特装展位展览会搭建
责任险审核

７月３０日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
公司

特装“三费”缴纳

特装施工证办理

特装展商报道布展
标准展位展商报道布
展
开幕式

展出时间

备注

７月１６日

８月８日
上午８：３０－１１：３０
下午１３：００－１７：３０
８月９日
上午８：３０—下午１７：００
８月１０日
上午８：３０—下午１７：００
８月１０日
上午８：３０—下午１７：００
８月１１日上午
８月１１日
上午１０：００—下午１７：００
８月１２日
上午９：００—下午１７：００
８月１３日
上午９：００—下午１５：００

新怡展

包括：电费、押金
（≤５４ｍ２ 的展位１００００
元，＞５４ｍ２ ，≤２００ｍ２
的展位２００００元，
＞２００ｍ２ 的展位
３００００元）、管理费
（３０元／平米）

南广场制证中心１号
窗口

特装施工证：３０ 元／
张

世博展览馆南部中厅
展商报到处
世博展览馆南部中厅
展商报到处

世博展览馆１号馆

2、交通路线
机场至世博展览馆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地铁２号线－人民广场－地铁８号线－中华艺术宫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机场３线－龙阳路地铁站－地铁７号线－耀华路站
火车站至世博展览馆
上海火车站：地铁１号线－人民广场－地铁８号线－中华艺术宫
上海南站：地铁１号线－人民广场－地铁８号线－中华艺术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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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材料包括：表
明展位具体尺寸的
完整设计图、《特
装展位效果图审核
标准表》、《搭建
商安全承诺书》、
各相关款项交费

上海虹桥火车站：地铁２号线－人民广场－地铁８号线－中华艺术宫
展馆途径轨交路线
主要地铁线路：地铁７号线、８号线均可到达
主要公交线路：５７６路、９５５路、４５４路、７８６路、８２路等交通路线均可到达
场馆连接卢浦大桥、南浦大桥、打浦路隧道等过江要道
3、推荐搭建公司、物流运输
搭建公司：
上海弘义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刘 容 １８９１７５５７１５７

上海逸阳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胡先生 １５２６８１８９１８２

上海优秘展览有限公司

唐 朝 １３７６４９３９２３４

上海兆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王 坤 １３７０１７３８８６１

上海闻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胡佳骏 １７１１２１７８８１２

物流运输：
上海欣贸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丁守权 １３３９１１７４９１０

二、展馆使用规定
1、展台搭建

展台效果图、搭建材料阻燃报告、结构审核报

１）凡特殊装修的展台，其展台搭建设计

告等材料。

图纸必须经过具有相关资质的专业设计单位和

４）当全封闭展位区域展台建筑面积大于

主办单位审核盖章确认。未经审核通过的参展

１６０平方米，且展台布置影响展厅原有自动消防

单位，出租方有权禁止该参展单位在展馆范围

设施使用，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喷

内施工。展位搭建设计图纸包括展位设计平面

水灭火系统。全封闭展示区域或半封闭展示区

图、展位设计结构图和展位设计效果图。

域建筑面积大于１２０平方米，疏散门数量不应少
于２个，且宽度不应小于０．９米。

２）展台的结构必须牢固可靠。所有的展
板、面板、地毯、特殊装修展台材料、舞台搭

５）展台不得作为可燃品临时仓库使用。

建材料等须采用不低于Ｂ１级（难燃级）材料，

６）展馆内不得擅自悬挂任何物品。经许可

局部使用的可燃材料应经防火处理达到难燃性

的悬挂点每点重量不得大于１５０公斤，且单位结

能等级之后方可使用。严禁使用易燃泡沫板、

构重量小于８００公斤，悬挂工作必须由场馆方专

弹力布、未经防火处理的木质板材及石油化工

职人员实施。
７）展馆内重量大的机械安放前必须使用地

系列塑料板材作为搭展、装饰材料。

撑板。

３）当室内展台搭建为二层时，二层展台建
筑面积不得超过２００平方米，且设置疏散楼梯数

８）机械展品如内燃机车、汽车、拖拉机

量不得少于２部，相邻最近两个疏散楼梯出口之

及各类汽油、柴油发动机等均应在室外展出，

间的直线距离不应小于５米。二层及单层高度超

油箱内的燃油应低于油箱可存油量的１０％。若

过４．５米以上（１号馆５米以上）展台，需由具有

在室内展出，不应操作、维修、油箱内不应存

展位结构审核资质的审图公司对其结构进行审

油、电瓶应拆除。
９）布展及展览期间，任何单位不得占用

核，并出具审核报告，同时在报批时须提交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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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将物品堆放在消防通道和公共区域内，布、

偿款。

撤展结束后，所有杂物必须自行带离，展馆范

2、电气线路、电器设备安装

围内不得堆放任何杂物，违者将按展馆规定处

１）电气线路、电器设备的安装，必须由携

理。临时性的货物堆砌必须牢固可靠，严禁倾

带有效电工操作证的人员持证上岗，严禁无证

翻、倾倒。

人员违规操作，严禁带电操作。开展期间，如

１０）地毯的铺设必须使用布制双面胶，严

需施工，应向主办单位及展馆申请获准后方可

禁使用海绵胶及其它不宜清除的材料。

操作。所有操作必须符合相关国家电气规范。

１１）展馆内严禁动用明火及电焊作业。

如发生问题，施工单位将承担一切责任和由此

１２）展馆内不准喷漆、喷涂。

产生的后果。

１３）严禁用水、用气设备直接接展馆管

２）展台使用的配电箱必须放入展馆电缆管

路，应在设备进水、进气口前加装阀门。

沟内或展台内（除此之外，电缆管沟盖板不得

１４）任何被认为是危险的电气、机械、化

随意翻开）。配电箱严禁放在过道、通道和展

学物品都将被视作危险品予以取缔。

台的明显部位。敷设在隐蔽场内的电气线路应

１５）用完后的废弃液体必须倒入主办单位

穿金属管或阻燃性ＰＶＣ管保护，并保证灯具与

或展商自备的密闭容器内，严禁倒入展馆下水

可燃物品之间的安全间距（０．５米以上）。

道和卫生间水槽等处。

３）电气线路必须安装分路开关，穿越走道

１６）凡布展用水请到展馆制定水槽处取

必须有过桥板进行安全保护。

水，严禁在卫生间取水。

４）配电箱周围严禁安放易燃物品和饮水机

１７）凡进入展馆的施工人员必须佩带安全

等。

帽，在２米以上高度作业时必须系安全带。严禁

５）严禁擅自动用展馆固定电箱设施，所有

使用２米以上的人字型梯子，可改用有支撑的井

电箱应固定在绝缘墙体上或使用电箱绝缘盖做

字型梯子，以确保安全。否则，展馆有权拒绝

好保护措施。

其入场工作。

６）所有的电器线路容量配备应均衡，严禁

１８）展览期间严禁携带化学危险品及溶

超负荷使用所申请的电量额度，其线路敷设均

剂、油漆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展馆。

应架空或采取有效保护措施敷设，其负载设备

１９）展厅内严禁使用受压容器，各类受压

均应有良好的接地装置。

气体钢瓶应设置在展厅外。各种易燃易爆的展

７）敷设的电线应采用符合国家规范的安全

台均以模型代替。

线缆及用电设施，其接头不得采用绝缘胶布直

２０）未经展馆允许，布展使用的空气压缩

接包扎，应采用绝缘瓷、塑接头连接。除灯头

机等设备不允许带进展馆。

线外，不得使用花线。

２１）展馆租用期间必须保持展厅内建筑、

８）布展期间，所有接入展馆临时电箱的线

结构、设施设备、配件的清洁、完好，不得擅

缆及接驳设备必须符合国家规范。

自挪动、改动；不得擅自倚靠、借力使用。展

９）展馆负责所提供的固有电箱设备安全完

馆的地坪、墙面及其他部位严禁打洞、敲钉、

好，所有从展馆固有电箱下级所接驳的线缆及

涂胶张贴。

用电设备安全问题由主办单位统一负责。

２２）各展馆设施使用单位及使用人应严格

１０）照明灯具应距可燃物５０公分以上。日

遵守以上规程。对于因违规行为或使用违规物

光灯、高压水银灯等照明灯具的镇流器不安装

品造成展馆建筑、设施设备、配件等损坏或污

在可燃物、易燃物上。

染的，展馆管理方将要求侵害方缴纳相应的赔

１１）封闭的灯箱安装，应有足以散热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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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口。

商将承担由此造成的地沟污染清理及下水管堵

１２）木结构展台的电器线路及灯箱等重要

塞的疏通费用、由此而产生的其他相关费用及

部位，必须经三度以上的防火涂料处理。

相应法律责任。

１３）易发热的电器设备、高温灯具经申请

４）参展商在搭建和拆除摊位时应正确使用

同意后方可使用，高温灯具周围（一米范围

展馆内提供公用事业服务的坑道，必须确保不

内）不得有可燃、易燃物品等物。

将废弃液体排入这些坑道，而是正确泵至指定

１４）室外的电器照明设备都应采用防潮

排放区域。
5、食品和饮食

型，落实防潮等安全措施。
１５）展馆内严禁使用明装式碘钨灯或卤钨

１）未经展馆方事先批准，展馆内不得出售

灯，霓虹灯。

任何食品和饮料，也不得分发食品及饮料的样

１６）各展馆设施使用单位及使用人应严格

品； 如有展商需对观众赠送食品和饮料，承租

遵守以上规程，对于任何违规事件，场馆管理

方应事先获得出租方的书面同意和政府有关部

方将保留采取相应措施（如切断电源供给等）

门的书面批准。

的权利。

２）展馆内的食品、饮料和快餐或自助

3、车辆使用

餐的销售供应，应由展馆方指定的供应商供

１）任何车辆未经许可，不得进入展馆

应；

内。

３）外来盒饭一律不准带入展馆。

２）允许进入展馆的车辆高度不得超过４米

４）展馆内的快餐和自助餐，应在指定的区

（４号展厅不得超过３．２米），车速不得超过５千

域内销售，并在指定的地点就餐，不能在办公

米／小时。

室、展台或其他公共区域任意就餐。

３）铲车操作应严格按照铲车安全操作规程

５）除出租方指定供应商外，展馆内不得出

进行作业，铲车必须是经过培训合格的人员才

售、分发含酒精饮料或酒类；业务活动中必要

能驾驶，车速不得超过５千米／小时。铲车及吊

的酒类品尝，须严格控制数量。
6、停车：自行驾车到展馆来的客户、展

车需要备案年检报告及操作证复印件。
４）运输搭建材料的货运车辆应进入展馆指

商、参观者等应按照展馆方保安的指挥停车，

定蓄车场等候，听候调度进入展馆卸货区进行

支付停车费用。

装卸，严禁私自停靠场馆周边道路装卸搭建材

7、宣传品的散发：宣传手册、广告页、

料，搭建材料（含桁架）不得使用小板车和人

礼品等促销材料的散发被严格限制在租用区域

工搬运方式进入场馆内。

内。除非事先获得展馆方的书面许可，禁止在

4、清洁和垃圾处理

出租方公共区域内散发任何材料。

１）展馆租用期限内，展馆方负责对走道、

8、声像系统：展馆方提供声像设备租赁服

公共区域及主办单位办公室提供一般性清扫或

务及配套的技术支持。参展商雇用其他承包商

吸尘服务。

安装系统设备须事先获得展馆方的书面批准，

２）参展商负责清除租用区域、服务区

所有缆线铺设和配置必须符合展馆方规定的标

域及装卸货区和运输通道内的所有垃圾及废

准。
9、声音控制：声音控制展馆室内、室外

物。
３）废弃液体必须倾倒在展商自备密闭容器

展区和其他功能区的声音音量不得超过７５分

内，严禁在展馆室内外地沟及卫生间的洗脸池

贝。
10、治安安全

和水池倾倒任何废弃液体、食物和垃圾。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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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为了做好治安安全预防工作，避免发

将没收其证件并告知相应展位；

生财产被盗等损失，建议参展商对参展的贵重

２、１４天内途经或来自中高风险地区人员

物品进行投买保险。

不得进场；

２）展览期间，请加强对贵重展品看管，

３、进馆需出示“随申码”、“行程卡”，

对特别贵重物品，请您指派专人看管或加

馆内全程需佩戴口罩；

锁。

４、由展商负责告知运输车辆、物流车辆

３）搭建及开展中发生矛盾，请立即求助

司机出示“随申码”、“行程卡”及佩戴口

现场保安及组委会工作人员，切勿自行解决、

罩；

发生推搡等过激行为。

５、展商及搭建商进馆需提供７天内核酸检

11、其他

测阴性报告进馆；

１）展馆内严禁吸烟。

６、开展期间每半天对展台、展品、名片

２）展馆内不准烹饪，外来餐饮一律不准

盒进行消杀，并进行登记；

带入展馆。

７、加速推进新冠疫苗接种，筑起“免疫

３）未经展馆允许，展馆可以提供的家

屏障”，保障自身及其他人健康安全，建议所

具、花草以及设施设备，参展商和搭建单位一

有参展及搭建商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参展商证件实名认证系统及防疫工作详细

律不准自带。

内容将会另行通知。

三、进馆手续
五、主场物流信息

1、搭建商进场手续（参见：主场搭建相
关信息）

1、 展品运输方式

2、参展商进场手续

１）展商可将展品通过铁路，空运等运输

１）必须提前交清各项参展费用（ 如展位费／

方式安排货物发运上海。

广告费／会议费等）。

注：国内货物安排托运后，请将有关货运

２）请务必带上报到通知。

单证和展品处理回执在展品抵达上海前３天递

３）为保证标准展位用电安全，参展商自

交主场物流公司。如果安排空运，请在运单上

带的展具和灯具未经许可，不得私自直接安装

注明：“机场自提”。

或连接在标准展位的展架及电源插座上，参展

展品到达上海截止时间：２０２１年８月６日

商自带的展具、灯具， 如需安装， 可向展会主搭

２）展商也可以自行安排车辆在规定时间

建商申请办理，展商私自操作所引发的事故，

将展品送到展览地点，交主场物流公司安排进

展商自行承担后果。

馆。具体到达展馆时间请事先与其联系。

3、证件办理

３）请展商特别注意文件和展品抵达上海

１）布展证（附件区：关于上海世博展览

的截收日期（以本公司收到为准）。如在集货

馆证件办理的通知）。

截止日期后货到上海另加收５００元／运次的提货

２）货运车辆通行证（附件区：货运车辆

加急费，并且因文件延误交付和展品晚到所引

证件办理说明）。

起之后果，主场物流公司不能承担责任。
４）参展企业注意展品包装的牢固及防水

四、防疫注意事项

性能，不可倒置的物品有明显的向上箭头，不

１、需实名办理参展证及搭建施工证，参

同类别的展览品尽可能分类包装。为展品安

展证一证一人，如现场发现冒用别人证件的，

全，大件物品包装箱上要标明起吊点、重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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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卸车并将展品送至展台：人民币９０元／

标志，请在每个包装上都要标明展览会名称及

立方米（最低收费１个立方米）

收货人单位、地址。

帮助展商开箱并展品就位（不含组装）：人

５）展览会进馆日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９－１０日；

民币５０元／立方米（最低收费１个立方米）

闭馆日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３日；
在进馆期间，主场物流公司将集中精力处

运送空箱和包装材料至现场存放处存

理现场事务。为了大多数展商的利益，将无

放：人民币５０元／立方米（最低收费２个立方

法优先考虑展品在截止期后到达的展商的要

米）
展馆代收取管理费：人民币５０元／立方米

求。
2、进馆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按实际测量立方数收取）
超重超限附加费

１）办理提货及市内运输。（指从车站、机

（由于受展览场地条件的限制，展商须对

场等地提货到展览馆）
服务内容：

展品的单件尺码及重量加以注意。凡有长超过

展品到达上海后的有关文件处理；

３米，或宽超过２．２米，或高超过２．０米，或重量

把展品从上海车站、机场等地送至仓库地

超过３吨的展品为超限展品。）

点；

展品单件重量
３０００ － ５０００公斤以下
５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公斤

进馆前展品存放（含３天免费存放）；
将展品送至展馆门口交接。
收费：

以下
１００００公斤以上

ａ．铁路／陆运。主场物流公司提货至集货仓
库；在展览会进馆时送至展馆门口交接。
２立方米以内

加收基本费率１００％
另议

吊机租用费

２０００公斤以下人民币５５０元／

吊机吨位
２５Ｔ
５０Ｔ
７０Ｔ

运次
２－５立方米

收费标准
加收基本费率５０％

５０００公斤以下人民币８００元／

运次

收费标准
ＲＭＢ３０００．００／台班
ＲＭＢ５０００．００／台班
ＲＭＢ７０００．００／台班

一个台班以工作８小时计算，如超过１个台

５－１０ 立方米 １００００公斤以下人民币１０００元／

班，不足４个小时按照半个台班计算，超过４小

运次

时为一个台班。

陆路运输上海提货范围限上海市外环线内

3、注意事项：

区域，在上海市外环线外加收５０％。
ｂ．空运

１）出馆服务各项收费标准同进馆。

１００ 公斤以内 上海虹桥机场 人民币５５０ 元／

２）对于参展展品，展商未能事先联系主
场物流公司而直接送至现场，主场物流将不能

运次

保证可以即刻安排卸货、就位，并需加收１００％

１００－３００ 公斤 上海虹桥机场 人民币８００ 元／

加急费。

运次

３）对于特殊安装、就位要求的展品操作（

３００－５００ 公斤 上海虹桥机场 人民币１０００

如机器翻身、竖立等），将视现场操作难度额外

元／运次

加收附加费。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提货，加收５０％。

４）主场物流公司也可根据展商的需要，

ｃ．仓库操作费 人民币８０元／立方米／次

安排展品回运托运手续，另加收２００元服务费。

２）进馆现场服务

５）请展商事先与主场物流公司联系有关

服务内容及收费：

9

展品运输事宜，如实申报展品的单件尺码和重

工作。

量（包括毛重／净重）。如果由于未能事先预告，

标准展台展商请注意：

或不能提供准确资料造成展品驳运／现场搬运无

１）展品布置请参考以上展台结构，如有疑

法正常进行，主场物流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
责任。

问请联系主办单位和主场承建公司；
２）主办单位有保留其修改的权利，未经

６）参展商安排展品运输时，请不要使用全

允许标准展位展商不得在展位围板上开洞、钻

封闭／半封闭的箱式车或三面箱板无法放下的高

孔、油漆、涂改以及留下无法清除的污损等任

栏车，否则现场卸货时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何形式的破坏，如有损坏应依价承担相应的赔

而耽误时间。展品一次就位后，如需再次移

偿责任；

位，视同一次进馆服务，按照进馆服务收取相

３）标准展位围板高度２．５米。

关费用。请展商在展品就位时，现场指导，以

４）布展现场禁止使用ＫＴ板材质，展商不

免产生不必要的费用。

可携带ＫＴ板材质的宣传海报、招牌板等进场布

７）主场物流公司所提供服务以收到贵司的
展品处理回执（后附）为准。请展商正确填写并及

展，如擅自带入现场，将会被禁止布展并要求
及时清除出展馆。
2、光地展台搭建管理费及保洁押金

时传真。
８）空运货物按计费重量收费。（换算标
准：１０００ 公斤＝６ 立方米）
９）主场物流公司所收的服务费用中不包含

项目
光地展台搭建
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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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地保洁押金

包括我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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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主场物流公司所提供的一切服务皆遵
照本公司之营业条款执行。

内容／规格

金额

３０元／ｍ２
≤５４ｍ２
＞５４ｍ２，≤２００ｍ２
＞２００ｍ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重要通知：
１）光地／特装展台须在2021年7月16日前
向主场承建商以汇款形式交纳保洁押金，现场
不受理有关押金的现金缴纳手续。
２）请在布展期间至新怡展服务处办理押金

六、主场搭建信息

手续，并凭此收据办理其他相关手续。

1、注意事项
１）本手册内所有服务项目的申请，需要在
新怡展的《主场项目管理系统》上完成，请在
收到新怡展提供的用户名与密码提醒邮件后，
及时进行线上各项资料的递交与申报工作。
２）布展现场禁止使用ＫＴ板材质以及泡沫
字，不可携带ＫＴ板材质的宣传海报、招牌板等
进场布展，如擅自带入现场，将会被禁止布展
并要求及时清出展馆范围。
３）特装展台审图、照明用电、机器用电申
报及额外展具物品租赁截止日期为７月１６日，请
各搭建商及展商注意在１６号前完成申报及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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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汇款时保证信息的准确与详细，并将汇
款底单标明清楚汇款公司名称、展位号等基本
信息后及时发给主场承建商，如信息不明确、
不详细将有可能导致进场手续无法正常办理，
也将影响押金退还手续的正常运行。
４）如项目报馆符合规定，现场无违规作
业，无违反大会管理规则，展台拆除完毕后，
展馆地面如无损坏并保持清洁，展馆设施没有
遗失和损坏并且相关费用已缴纳齐全，经展馆
相关人员确认签字后，主场承建商在３０个工作
日之内以汇款方式退还押金至原汇款账户（不

可临时变更账户）。反之需照价赔偿，对于有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大华支行

额外赔偿、处罚的情况，新怡展将按照现场确

５）以上金额需为实际到我司帐上的金额，

定的标准有权直接从押金中扣除相应金额后再

双方的手续费由付款方支付。到账金额以订单

行退还，扣除押金不做额外开票处理（详见施

上人民币金额为实到账金额。搭建商在截止日

工押金管理细则）。

期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６日前连同标明具体尺寸的完整设

汇款账户：户名：新怡展（上海）展览展

计图纸上传至新怡展的《主场项目管理系统》
上完成报馆工作。

示有限公司
银行帐号：３１００６６３０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６９６７０
3、施工押金管理细则
押金扣罚细则
１
２

押金扣罚比例

展台设计未提交主办单位／大会指定承建商审核通过
所搭建展台的设计、结构、材料与呈交主办单位并通过审核的内容不
符，或违反大会规则，或展台现场结构高度超过主办规定的上限高度
展台结构或安全问题引致发生意外或人命伤亡，或存在安全隐患而没

１００％
１００％

３

有或延时完成整改。如展台综合管理押金仍未能全部抵扣赔偿金，展

１００％

４

馆方和主办单位有权对其继续进行索赔
非法接驳电力或所用电力超出其应有电量
展台内的音量超过７５ 分贝（以收到的其他参展商／观众的投诉及现场

１００％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测得的分贝数为准）
阻塞、遮挡、堆放杂物在消防通道、逃生通道、紧急出口、消防设
施、展场运营设施周围，须进行拆除恢复并扣除综合管理押金
电线未使用国家标准的三芯线（２２０Ｖ）或者五芯线（３８０Ｖ）；电线走
线杂乱不整齐、未穿管穿套；未使用接线珠；使用花线等等
木结构龙骨未厚涂防火涂料，裸露未做防火措施的木结构；储藏室堆
放纸箱等易燃物品
展位电箱（监控箱）落地堆放，未上墙固定
特种作业工种无相关规定的合格操作证件；或没有相关作业资质
未办理进馆手续私自进场；未办理加班手续私自加班或违规延时加
班；未经主场承建商书面授权，私自接驳水源、电源、压缩空气等
在布展、展会及撤展期间，光地展台展商／搭建商在闭馆离开展台前未
切断展台内所有电箱电源，未设置电气线路总开关
展台的结构、装饰、灯具、家具以及展品等超出展台租用范围
非岛型展台未安装 ２．５ 米以上背板墙与相邻展台进行分隔；或利用展
馆或相邻展台的结构作为固定自身展台或展示、装饰之用
任何面向毗邻展台的展台结构表面没有覆盖或覆盖物料未达到洁白、
平滑、美观及物料一致的标准
在布展／撤展期间未能在限定时间内清理好放置于展台以外的搭建物
料，或处理好产生之垃圾、包装材料或建材；任何搭建物料、废料、
空箱、木结构、展示牌及工具于展会期间被发现置于展台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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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１７

使用完的油漆桶、涂料桶、ＫＴ 板、地毯、低压塑料纸（气泡塑料塑料

５０％

１８
１９
２０

纸）、碎玻璃、木料等随意丢弃，未作自行回收处理
所有的金属构架、金属外壳未可靠接地，或展台电箱未接地线
未根据规定配备足量年检合格的灭火器、喷淋设备、警报器等
布、撤展期间，将废料、废液或其他遗弃物品倾倒在非指定地点
高空作业未佩戴安全帽、安全带，或未使用合格安全的升降工具及操

２１

作平台，或未派专人指挥、看护、设置安全区，或２米以上作业使用

３０％

２２
２３

人字梯
展台的施工人员未按照规定佩戴施工证件或安全帽
在展场内进行油漆作业或电焊、气焊、切割等明火作业
野蛮施工，违规搭建、拆除展台（推、拉等），不设置安全警戒区，

２０％
２０％

２４
２５

不遵守主办单位规定时间提前撤展
损毁展馆设施（如配电箱等服务设施、墙壁、门口、地面、柱子等）

4、特装展台大建设及图纸审核的重要规
定

５０％
３０％
３０％

２０％
按照实际赔付后
多退少补

《主场项目管理系统》完成全套特装展位审图
文件的递交。所有特装图纸都要经过主场承建

１）特装图纸递交格式与要求：

公司审核，审核通过搭建公司方可进场施工。

图纸格式：必须是ＪＰＧ 格式，总大小为不

报图不合格的施工图纸，将被主场承建公司发

超过５ＭＢ的压缩文件包。压缩包文件名要求为

回重新修改，直至修改合格为止，方可进场施

展位号＋展商名称＋时间。

工。
特装设计图纸及以下二个附件文件为办理

２）特装展位审核图纸包括：
展台整体效果图（正、两侧面）；

正常进馆手续的先决条件，有任何一个文件缺

展台平面图；

失，您都将无法正常办理进馆手续。请各位展

尺寸图；

商及搭建商务必严格按照规定，在截至日期前

展台规划说明书及展台所用材料明细清单

将各类应递交的资料、签署的文件上传至新怡

相关规则数据；
电路图及电箱图。

展公司的在线系统上，及时完成特装展位的报
馆工作。

３）所有图纸必须按规定比例绘制，且必

图纸设计禁止使用ＫＴ板材质和泡沫字，且

须标明详细的尺寸（单位：米）。传真的图纸

不可携带KT板材质的宣传海报、招牌板等进场

不予受理。所有的图纸必须将尺寸用阿拉伯数

布展，如擅自带入现场，将会被禁止布展并要

字具体标识，切忌只用网格线标明，如有此情

求及时清出展馆范围。

况发生，图纸将会被退还，拒绝审核。
司盖章，否则将被视为无效文件而不被接受，

七、特装展位展览会搭建责任险等
购买

由此所造成的损失，由展商及其委托的展台搭

为转移搭建特装展位的责任风险以及确保

４）上述文件每页必须有负责人签字或公

建公司自行承担！

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保障，所有光地搭建商（

5）特别提醒：

展商自行搭建展台被视为搭建商）必须事前购

所有申请空地做特装搭建的企业，必须自

买累计赔偿额不少于210万元人民币的展览会

行或通过其委托的展台搭建公司在新怡展的

责任险，方可办理有关报电、审图、缴押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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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场手续。展馆有禁止无保险展台搭建商进馆
搭建的权利。

八、上海世博展览馆施工单位（运
输单位）线上实名认证办理流程

主办单位强烈提醒各展商，必须将其展位

为进一步做好施工单位线上办理实名认证

的搭建工人和雇请工作人员纳入保险的被保人

业务，根据《安全生产法》、《上海市会展行

范围内。在使用租借物品时，请注意归还时保

业安全生产工作指导意见》等相关法规和治安

证物品无损。主办单位将尽力做好安全保卫工

管理工作要求，现实行施工单位实名认证线上

作，但对展品遗失或损坏一概不负责任。

审核，线下开通的认证流程，具体要求和流程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如下：

分 公 司 ” 作为本次展会保险指定服务商，为

1、总体说明

本次展会提供最优惠的统保条件及服务，包括

１）布、撤展期间进入展馆布、撤展的施工

在展览会现场办理保险投保手续、现场安全督

人员需办理通行证，由展馆统一登记、审核、

促、现场保险事故及赔款处理等服务工作。请

制作和管理。

参展商或搭建商事先联系咨询购买保险

２）进入展馆布、撤展的施工单位及运输单

1、联系方式：

位在办理布、撤展通行证（施工证）前须完成

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

施工单位实名认证业务，实名认证将采取线上

海市分公司

审核、线下开通的模式。

联系人：何靖辉１３９１６１２２０８６（微信同号）
邮箱：ｓｃｏｇｔ６４１２３５＠１６３．ｃｏｍ

３）线上审核必须在布展前１５个工作日完成
线上申请，审核通过后系统将推送短信提示。

2、注意事项如下：

４）线下开通须至展馆南制证中心提交相

１）每个特装展位必须将搭建商（承揽方）、
参展商（定做方）列为被保险人。
２）每个特装展位展览会责任险的保险责任
要求如下：

关认证资料（见资料清单），如因施工单位负
责人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线上申请或线下开
通，造成展会现场无法办理施工人员通行证
件，上海世博展览馆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ａ．对于所租用展览场所的建筑物、各种固
定设备及地面、地基的损失；
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１０万元。

５）实名认证有效期为一年，一年内已通过
展馆实名认证审核的单位，参加上海世博展览
馆内举办的多个展览无需重复认证。

ｂ．由于所雇请工作人员的人身伤害，所引

2、办理流程

起的抚恤金、医疗费和其它有关费用；
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１００万元；每人累计

１）准备相关材料（见下文材料清单下载链
接）

赔偿限额：人民币４０万元。
ｃ．由于第三者的人身伤害，所引起的抚恤

２）线上提交材料（扫描或拍照上传，小程
序码详见后文操作说明）

金、医疗费和其它有关费用
累计限额：人民币１００万元；每人累计赔偿

３）系统审核通过（审核通过后，推送短信
通知施工负责人）

限额：人民币５０万元

４）线下开通（提交开通材料按要求签字盖

ｄ．累计责任限额：人民币２１０万元

章后至窗口提交，材料见下文清单下载链接）

3）基础保费：

３、操作说明及材料清单

展位面积≤９０ｍ ，保费为３００ 元；
２

１）操作说明（含小程序码）：

展位面积若大于９０ｍ ，超出面积为每平米２
２

元计费，具体以保险公司报价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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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材料清单：

及清晰肖像照片）
３）线上提交申请并缴费（扫描或拍照上

①实名认证表格（施工负责人填写、签署
并加盖公章、１张）

传，小程序码详见后文操作说明）
４）线下领证提交补充材料（清单及下载链

②授权委托书（委托单位法定代表人与施
工负责人双方签署并加盖公章）

接详见后文提交）

③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１张）

3、操作说明及材料清单

④施工单位法定代表人二代身份证复印件

１）线上操作说明（含小程序码）：

（加盖公章正反面、１张）
⑤施工负责人二代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
章正反面、１张）
⑥搭建商安全承诺书／运输商安全承诺书（
由施工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
⑦《关于知晓上海世博展览馆〈展台搭建
违规计分管理办法（试行）〉的回执单》，（
施工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
⑧施工负责人二代身份证原件（现场开通
使用）

九、上海世博展览馆布、撤展人员
通行证（施工证）线上办理流程
为加强上海世博展览馆（以下简称展馆）现
场安全管理工作，有效提升工作效率，进一步
简化证件申办流程，现根据《安全生产法》、
《上海市会展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指导意见》等
相关法规要求，结合场馆实际需求，采取线上
办理布、撤展人员通行证件（以下简称施工
证），线下领取的方法具体要求和流程如下：
1、总体说明
１）办理施工证前施工单位须办理施工单位
实名认证，经审核认证通过后方可由施工负责
人进行施工证申办业务。
２）施工证件为施工负责人负责制，即施工
负责人可为多位工人申领施工证件。
３）展馆施工证件办理将采取线上申请并缴
费、线下提交补充材料领取的模式。
2、办理流程
１）实名认证（详见《上海世博展览馆施工
单位（运输单位）线上实名认证办理流程》）
２）准备相关材料（施工工人身份证正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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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线下领证补充材料清单：

服从展馆秩序维护人员现场指挥，按规定停放

①主办或主场开具的展会押金凭证（单）

车辆。

原件
②有效电工操作证件原件及复印件（正反
面、２张）

６）小型载客车辆（２至９人小型载客车辆，
依维柯除外）可进入临时装卸货点（Ｐ１、Ｐ２车
库入口处）进行装卸物品，停至Ｐ１、Ｐ２车库。

③线上订单二维码

2、线下领取流程

④防疫信息登记表（施工单位加盖公章，

１）持主办单位或主场搭建、主场运输发放

多页加盖骑缝章）

的《上海世博展览馆停车场通行证》进入上海
世博展览馆停车场（济明路７００号）指定区域停

十、上海世博展览馆卸货区车证线
上办理流程
自 ２０２０ 年９月起，因周边道路施工产生早

车等候
２）准备相关材料（《上海世博展览馆停车
场通行证》、行驶证、驾驶证等）

高峰拥堵，接交警部门通知，货运停车场至展
馆路段在工作日早高峰期间将作限行，限行时

３）完成线上提交申请并缴费（小程序码及
收费标准详见后文操作说明）

间段为早上 ７：００－９：３０；
为进一步加强上海世博展览馆（以下简称
展馆）卸货区、货运停车场的安全管理工作，

４）现场出示《上海世博展览馆停车场通行
证》原件、停车凭证、线上订单二维码至停车
场窗口领取证件。

确保各类货运车入场更安全、更畅通、更有序

３、线上操作说明及收费标准

的管理目标，现制定线上卸货区车证办理规定

１）线上操作说明（含小程序码）

和流程，具体要求和流程如下：
1、总体说明
１）布、撤展期间，进展馆搭建、布展的
货运车辆须办理通行证，由展馆统一登记、审
核、制作、发放和管理。
２）按地区交通管理部门要求，所有需进入
展馆进行装卸的货运车辆，须先行驶至上海世
博展览馆停车场（济明路７００号）等候，车辆进
入停车场后，在指定区域有序排队，并领取《
卸货区车证》，按调度指令凭证进馆
３）卸货区车证将采取线上申请并缴费、线
下领取的模式。
４）卸货区车证仅限在有效期内、指定展会
（活动）的固定区域内通行；卸货区车证必须
一车一证，不得转借，伪造及涂改，一经发现
展馆有权没收车证并禁止该车辆进入展馆区域
同时按照《上海世博展览馆展台搭建违规计分
管理办法（２０１８版）》进行处理。
５）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进入展馆卸货
区域必须遵守展馆相关规定，必须文明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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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收费标准：

作日未领取证件，将扣除证件制作费，其他费

① 停车费用：５０元／１２小时／次

用原路返还。

② 证件制作费：３０元／辆

② 证件押金退还手续须凭卸货区车证办

③ 证件押金：７０元／辆

理，如发生车证遗失、损坏则扣除全部车证押

④ 卸货区停留超时押金：３００元／辆

金和停车费。

３）押金返还说明：
① 展会（活动）结束后５个工作日内须至

③ 超时押金根据货运车辆在展馆卸货区内
停留时间计算，如停留时间不超过１．５小时，凭

展馆南广场制证中心窗口退还车证并办理押金

车证可退还全部超时押金；如停留超过１．５小

退还手续，超过５个工作日未退证视为自动放

时，则每超过半小时扣除１００元押金（不足半

弃，将扣除全部押金（车证押金、超时押金）。

小时按小时计），扣完为止。

如线上申请办证后展会（活动）结束后５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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