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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歡迎您參加 2017 東莞台灣名品博覽會(簡稱:台博會)！ 

為了協助您順利完成參展工作，特編制此手冊，旨在為您提

供本屆台博會的相關資訊，請認真閱讀，瞭解服務內容，遵守有關規

定。如果您在閱讀過程中有任何疑問，請隨時聯繫我們，我們願

竭誠為您服務。 

預祝各參展企業準備工作順利並取得良好參展效果! 

 

 

 

 

 

東莞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 

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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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展會概況 

一、展會名稱：2017 東莞台灣名品博覽會 (簡稱：台博會)  

二、展會時間：2017 年 09 月 07 日—10 日 

三、展會地點：中國廣東省東莞國際會展中心 

四、展會主題：跨界資源整合  創新智造倍增 

五、組織機構 

主辦單位：東莞市人民政府 

指導單位：廣東省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 

廣東省商務廳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廣東省委員會 

承辦單位：東莞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局 

東莞市商務局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東莞市委員會 

執行單位：東莞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 

策劃單位：好合苑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六、參展對象：凡屬中國大陸及台灣地區的台資企業均可參展 

七、展會內容 

（一）2017 東莞台灣名品博覽會開館儀式。 

（二）2017 東莞台灣名品博覽會展覽活動。 

（三）2017 東莞台灣名品博覽會採購項目簽約儀式。 

（四）2017 照明設計大賽頒獎儀式。 

（五）2017 永不落幕台博會—東莞台商走電商啟動儀式。 

（六）2017 台灣黑鮪魚推介會。 

（七）2017 海峽兩岸青創專案路演推廣活動。 

（八）2017 東莞台灣名品博覽會新產品發表會。 

八、展品範圍 

（一）名品形象展區：台商產業館、台灣農業產品館、兩岸青年創新創業館、自動

化產業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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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行時尚產品展區：潮流服裝服飾、時尚箱包鞋帽、智慧禮品玩具、消費電

子產品、文化藝術產品、美容健康用品、娛樂休閒用品、盆栽綠植花卉、特

色觀光旅遊等。 

（三）現代居家生活展區：現代傢俱、紅木傢俱、辦公設備、床上用品、餐廚用品、

居室飾品等。 

（四）創新創意展區：發明專利、科技創新、文化創意、成果轉化、創業專案等。 

（五）特色美食展區：台灣著名小吃、特色美食等。 

（六）電子商務區。 

 

時間表 日期 時間 

報名時間 截止 8 月 10 日 正常工作時間內 

分位時間 8 月 25 日 正常工作時間內 

報到時間 9 月 4 日至 6 日 8:30-17:00 

布展時間 特殊裝修 9 月 4 日至 5 日 8:30-18:00 

佈置展品 9 月 6 日 8:30-18:00 

展出時間 9 月 7 日 參展商 8:00-19:00 

9 月 8-10 日 觀眾 10:00-19:00 

撤展時間 9 月 10 日 19:00-22:00 

9 月 11 日 8:30-18:00 



 
 

2017 第八屆東莞台灣名品博覽會 （2017.9.7-10）  

7  

第二章 聯系諮詢 

 

一、台博會組委會秘書處 

地址：廣東省東莞市南城區建設路 1 號大廈六樓 

電話：+86-769-23308980 傳真：+86-769-23308987 郵編：523000 

官網：www.twfair.cn 

二、台博會承辦單位 

東莞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局  

地址：廣東省東莞市南城區建設路 1 號大廈七樓 

電話：+86-769-23308981 傳真：+86-769-2330898   郵編：523000      

官網：www.twfair.cn 

三、台博會執行單位 

東莞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 

地址：廣東省東莞市東城區東莞大道 11號 6 樓(環球經貿中心) 

電話：+86-769-22488958 傳真：+86-769-22488358    郵編 :523000 

官網：www.dgtba.org 

四、台博會執行單位各功能組別負責人 
 

 

  

綜合協調組：   陳宏欽 13802385406    趙維南 1392252565 

 招展審查組：   蘇國棻 13922539988    許添丁 13925741499 

13602371058 

  

宣傳動員組：   楊琦蘭 13602351513    樓達人 13902698471   

展務管理組：   石基鴻 13802385330    李文誠 1360233415   

活動接待組：   苗新威 13600242548    顏士偉 13580813128   

採購招商組：   李奇安 13825738575   

財   務   組：   李敬悌 13829294439    

http://www.twfair.com/
http://www.twfair.com/
http://www.dgtb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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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展會圖示 

一、展館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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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館交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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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館停車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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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場規劃圖(此圖僅供參考，以台博會官網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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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參展須知 

一、申請手續 

（一）參展商登錄網站 www.twfair.cn，填寫資料，完成網絡系統報名。 

并再次填寫以下資料文件，掃描回傳到郵箱( dgtba@21cn.com )，完成正式書面申請，所有申請報名以最

終書面資料為依據。 

1.下載空白申請表，再次填寫相關信息，并簽名蓋公章 

2.參展公司營業執照，加蓋公章 

3.參展公司產品目錄（或提供公司產品照片） 

（二）參展商的參展申請經本次展會組委會審核通過後，將由執行單位向參展商寄發《參

展通知書》。 

（三）參展商在收到《參展通知書》後三日內，須將全部展位元租金和參展押金直接向執

行單位指定的銀行帳戶或財務人員一次性付清。 

（四）執行單位在收到參展商的全部展位元租金和參展押金後，將根據報名順序、展位面

積、展出內容、特裝效果等條件，統一對參展商進行分配展位。 

（五）參展申請截止時間為：8 月 10 日。展位分配時間為：展前 20 天。 

 

二、特殊攤位元費及繳費方式： 

1、繳費標準：以下均含稅 

參展對象 
展位租金.一個標準攤位.計價 特殊要求： 

標準展位租金（￥） 空地展租金（￥） 

東莞台協會員 RMB 3,500 RMB 1,200 

台灣本土企業 RMB 4,000 RMB 1,500 

大陸台資企業 RMB 4,000 RMB 1,500 

台灣美食區 RMB 4,500 沒有特裝 

轉角費 RMB 1,000/一個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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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攤位元費繳費方式： 

請把攤位費轉賬至以下賬戶： 

行  號：522602000013 

戶  名：東莞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 

開戶行：彰化商業銀行東莞分行 

賬  號：2070 2000 1455 00 

※轉賬水單請標注參展公司名稱，並傳真至+86-769-22488358，胡小姐收！ 

 

3、參展保證金： 

每家參展廠商除參展分攤費外，另須繳交保證金每攤位人民幣2000元；每個特裝展位人民幣5000元。組

委會將於活動結束，自保證金中扣除參展廠商應繳付費用及轉帳手續後，無息返還餘額。並與展後4星期內

退還保證金。 

  請注意：返還路徑與繳款路徑相同。 

 

三、注意事項 

（一） 參展商如將展位進行特裝，須提前將展位設計圖報送給執行單位審核，經同意

後方可定稿施工。 

（二）參展商如有展前退租、未按時參展及提前撤展，或者私自轉讓、出租、拼租、空置展位等違

規行為，執行單位有權將其展位收回另行安排，已收展位租金和參展押金不予退

還。 

（三）執行單位如遇到特殊情況有權對展位規劃進行改變，並有權對參展商租賃的現場展位進行適當

調整。 

（四）如遇到特殊情況使展會延期或取消舉辦，執行單位將退還參展商己交的全部參展用和參押金，不再賠

償其他損失，不再承擔其他任何經濟和法律責任。 

（五）如遇到不可抗力情況使展會延期或取消舉辦，執行單位可不予退還參展商己交的全部參展費用，

不予賠償其他損失及承擔其他任何經濟和法律責任。 

（六）參展商應自願參展，參展有風險，效益有盈虧，責任需自負，參展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執行

單位退還參展費和賠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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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展品須符合大陸進口法規，參展廠商務必隨身攜帶進口展品清單、報關單、完稅證明備查。參

展廠商應如實申報、單貨相符。若由於單貨不符、申報不全而造成不能順利通關、不能按時送貨、展

中受到陸方稽查員查處等，參展廠商應自行承擔責任。 

（八）如因法律規定或其他原因導致展品不能進口，或未能及時運抵展覽場地等情況，相關風險由參

展商自行承擔，參展廠商仍應支付全部參展費用。 

（九）中國大陸政府禁止進口產品，均不得在本展展出。 

（十）貨物包裝注意事項： 

1、請依我國出口規定及進口地市場之規定辦理，以免通關受阻，徒生爭議。 

2、外箱及包裝上請勿出現國旗等圖樣。 

3、製造日期及有效日期請標示西元年，勿標示中華民國年分，避免產生通關或客訴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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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證件管理 
 

為規範今年台博會證件管理工作，本著“科學設計、高效務實、精簡明確、 

安全有序”的原則，確保台博會安全、有序進行，特製定本管理方案： 

一、證件類型及使用 

（一）布展證（黃色） 

使用對象及範圍：特裝展位施工人員，展廳通行  

使用日期及時間：2017 年 9月 4 日— 5 日，每天 8:30-18:00 

2017 年 9月 6 日 8:30-12:00 

2017 年 9月 10 日 18:00-22:00 

2017 年 9月 11 日 8:30-18:00 

申領辦法：台博會現場服務處發放 

（二）參展商證（藍色） 

使用對象及範圍：參展商，展廳通行 

使用日期及時間：2017 年 9月 4 日—11 日，每天 8:00-18:00 

（其中 9月 7 日至 10 日，每天 9:00-19:00） 

申領辦法：台博會現場服務處發放 

（三）工作證 （紫紅色） 

使用對象及範圍：台博會組委會所有的工作人員，全區域通行 

使用日期及時間：2017 年 9月 4 日—11 日，每天 8:00-18:00 

（其中 9月 7 日至 10 日，每天 8:00-20:00） 

申領辦法：台博會現場服務處發放 

（四）服務證 （黃紫色） 

使用對象及範圍：台博會清潔、志願者等服務人員，全區域通行  

使用時間：2017 年 9月 4 日—10 日，每天 8:30-18:00 

（其中 9月 7 日至 10 日，每天 8:30-20:00） 

申領辦法：台博會現場服務處發放 

（五）嘉賓證 （紅色） 

使用對象及範圍：出席台博會開幕式領導和嘉賓，展廳通行 

使用日期及時間：2017 年 9月 7 日—9 日，每天 8: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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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月 10 日 9:00-17:00 

申領辦法：由台博會執委會發放 

（六）採購商證 （桔黃色） 

使用對象及範圍：採購商，展廳通行 

使用日期及時間：2017 年 9月 7 日—9 日，每天 10:00-19:00 

2017 年 9月 10 日 10:00-17:00 

申領辦法：台博會現場服務處發放 

（七）記者證 （綠色） 

使用對象及範圍：媒體記者，展廳通行 

使用日期及時間：2017 年 9月 7 日—9 日，每天 9:00-19:00 

2017 年 9月 10 日 9:00-17:00 

申領辦法：台博會現場服務處發放 

（八）停車證 

1、嘉賓車輛通行證：  

使用對象及範圍：參會貴賓車輛，會展中心場館嘉賓專用停車區域 

使用日期及時間：2017 年 9月 7 日—9 日，每天 9:00-20:00 

2017 年 9月 10 日 9:00-17:00 

申領辦法：由台博會執委會發放 

2、參展車輛通行證：  

使用對象及範圍：參展商車輛，會展中心場館規定區域 

使用日期及時間：2017 年 9月 4 日—11 日，每天 8:30-18:00 

（其中 9月 7 日至 9 日，每天 8:30-20:30） 

申領辦法：台博會現場服務處發放 

3、工作車輛通行證：  

使用對象及範圍：供工作人員車輛，會展中心場館規定區域 

使用時間：2017 年 9月 2 日—11 日，每天 8:30-18:00 

（其中 9月 7 日至 9 日，每天 8:30-20:30） 

申領辦法：台博會現場服務處發放 

二、證件管理 



 
 

2017 第八屆東莞台灣名品博覽會 （2017.9.7-10）  

17  

1、會議期間的證件由執行方統籌設計、指導管理。 

2、證件僅限持證人使用，不得轉借、變賣、塗改、偽造。對持非本人證件入館的人員，大

會安全保衛部門將沒收其證件，同時追究原持證人責任。 

3、參加重大活動需持展會有效證件和請柬或入場券方可入場。 

4、各執勤員警、保安員要嚴格按照各種證件使用辦法認真進行識別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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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展位分配 
 

一、執行單位在收到參展商的全部展位租金和參展押金後，將根據報名順序、展位面積、 

展出內容、特裝效果等條件，統一對參展商進行分配展位。 

二、執行單位在分配展位後，向參展商出具《參展確認書》及《參展商手冊》。 

三、展位分配規則 

（一）特裝展位，由承辦單位東莞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負責分配。 

（二）標準展位, 展位數相同者，以报名顺序及缴款先后，组委会统一分配展位 

四、同一參展商之展位均應相連接，且不得跨越走道選位，展位一旦選定後，參展商不得

以任何理由向組委會要求更換展位或展區。 

五、組委會有權視展場容納及實際狀況，調整參展商展區及展位，參展商不得異議。 

六、展位分配後，參展商同時要向執行單位提供以下資料和申請： 

（一）會刊入編資料； 

（二）展位楣板名稱； 

（三）水、電、通訊、廣告、倉儲等提出申請； 

（四）報送特裝展位圖審核 

（五）標準展位改裝圖 

七、特裝展位的參展商須在 8 月 20 日前，將特裝展位設計圖紙提交台博會執行

單位審核，經審核通過後須在 8 月 25 日前將定稿展位設計圖紙、水電用量，以及

展位裝修公司營業執照影本、聯絡方式提交台博會執行單位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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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參展商報到安排 
 

一、報到安排 

（一）報到時間：2017 年 9月 4 日至 6 日（8:30-17:00） 

注：以上時間如有變動則另行通知。 

（二）報到地點：中國廣東省東莞國際會展中心由執行單位設立的臨時辦公室。 

（三）報到要求：在 2017 年 9 月 5 日 17 點前未報到布展的參展商，執行單位有權單方解

除其所租展位收回另行安排，已收參展商展位租金和參展押金不予退還 

二、報到手續 

（一）參展商憑執行單位出具的《參展確認書》按規定的時間到展會現場臨時辦公室 報到，

辦理參展報到手續。 

（二）參展商在辦理參展報到手續時，必須填寫《報到登記表》和簽訂《參展商文明 參展

承諾書》之後領取參展有關證件和資料。 

三、參展商領取證件和資料 

（一）參展商證：供參展商憑此證於參展期間在展會現場進出，參展證證件申請按每個標準展

位 2 個證件發放，以此類推，每家企業上限 20 個，如超出部分按 20 元/個收取，費用從保證金裡

面扣除，請知悉；倘證件遺失，恕不補發。 

（二）參展商停車證：供參展商的一般車輛憑此證於參展期間在展會現場管制區域內進出

及臨時停車，每家參展商 1 張，展位數多者以 3 張為限。 

（三）展會資料：每家參展商可領取資料一套。  

四、報到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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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展出安排及有關規定 
 

一、展出時間安排 

（一）2017 年 9 月 7 日至 9 日 參展商 9:00-19:00 觀眾 10:00-19:00 

（二）2017 年 9 月 10 日 參展商 9:00-17:00 觀眾 10:00-17:00 

二、參展商在參展期間必須服從執行單位的管理和指導，嚴格遵守執行單位的各項

管理規定，自覺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以及台博會舉辦當地政府的政策法規和

展場管理方的各項管理規定。 

三、參展商在參展後中途退租、私自轉租、展位空置、提前撤展，執行單位有權單

方解除其租賃關係, 所租展位收回另行安排，已交展位租金和參展押金不予退

還。 

四、參展商及其工作人員必須佩戴《參展商證》進出展場和參展；保持自身展位安

全有序、整齊美觀、清潔衛生。 

五、參展商必須按展會要求準時進出展場，所有參展商在觀眾進場前必須到達到自

身展位，在觀眾進場離場後方可離開自身展位，在展出時間必須保持有工作人

員留守展位，以免展品丟失或損壞。 

六、參展商的全部參展人員必須在參展期間展場清場閉館後準時離開展場，如確需

安排人員留守展位，須到展會場地組辦理批准手續，且只能在自身展位內守

護。 

七、參展商參展的必須是合法合規產品，如在展場展出與申報內容不符的產品，展

出假冒偽劣的產品，超出範圍經營的產品，執行單位將勒令其停止展出，或強

制收回展位另行安排，已交展位租金和參展押金不予退還。 

八、參展商必須是合法的經營單位（或個人），且由本單位或本人親自參展，必須

守法經營、文明經商、公平交易，不得有欺詐行為，否則一切責任由自己承擔。 

九、參展商未經執行單位同意，不得超出自身展位範圍在展場的其他範圍進行任何

經營活動，如:廣告發佈、產品推廣、商品零售等，否則執行單位將按有關管理

規定進行處罰。 

十、參展廠商所展示之產品，必須與本展主題有關，否則不得展出。如有蒙混報名

進場展出者，一經發現除立即停止其展出外，所收費用概不退還，並禁止其參

加下屆台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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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參展商之展示範圍僅限於各自展位內，不得在展位以外地區如公共設施、走

道或牆柱上陳列商品或張貼任何宣傳物品或分發型錄、出版品、紀念品等宣

傳資料，如有違反並經巡查小組連續登記 3 次以上者，執行單位將沒收其

參展保證金，並有權勒令其停止展出。 

十二、參展商的所有展品在展會閉幕前一律“只許進不許出”，如確需撤出展品須到

執行單位展務組辦理批准手續，憑展會招展組的放行條方可出場。 

十三、參展商第一天補貨時間為 08:00-08:30，其他展出日期應在每天上午 

9:00-9:30，下午 16:00-16:30（食品區補貨時間為 14:30-17:00）向展務組申

請到指定貨口補充展品，展出時間內禁止展品進場，如確需展出時間內補充

展品須到執行單位展務組辦理批准手續，憑展會展務組的放行條方可進場。 

十四、參展商在參展期間請注意自身展品、物品、工具和個人貴重用品的保管，如有

貴重物品（包括展品）須提前向舉辦單位申報，在閉館時由參展商自行帶離保

管，如有損失責任自負。 

十五、參展廠商在展覽期間不得製造 85 分貝以上之噪音，因示範、操作展品而產生煙

霧、廢氣、灰塵、惡臭及刺激性氣體與揮發性有機化學溶劑污染物等，需自備污

染處理設備，立即妥善處理，不得影響附近攤位及現場展出，否則將禁止該公司

現場示範操作或立即終止展出。 

十六、參展商的展品如不願意讓參觀者拍照或錄影，請自行設立“請勿拍照”或“請勿錄

影”中英文的警示牌，對持有舉辦單位所發《記者證》的人員，請儘量給予配合。 

十七、參展商不得將展位出租、轉讓，不以任何理由退換展位，執行單位對展位的合

理調整，參展商應無條件給予配合。 

十八、展覽期間(含布、撤展)參展廠商如因債務、個人恩怨或其他私人糾紛，導致他

人至其攤位或展場內外鬧事或進行抗議，因而影響展覽之秩序或形象，而該參展

廠商又不能有效處理時，執行單位有權終止其展出，所繳費用概不退還；執行單

位如因此牽連涉訟或受到其他損害，該參展廠商須負一切賠償責任。 

十九、如違反以上規定，執行單位有權依規處理參展商和當事人，由違規者承擔一切後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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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布展安排及有關規定 
 

一、布展時間 

（一）布展時間：2017 年 9月 4 日—5 日，每天 8:30-18:00 

2017 年 9月 6 日 8:30-12:00 

（二）驗收時間：參展商在 2017 年 9月 6 日中午 12 時前所有展位必須將特裝施工完畢，

下午 15 時前所有展位必須布展完畢，由執行單位檢查驗收。 

（三）參展商在 2017 年 9 月 6 日下午 15 時前未將展位布展完畢，執行單位有權按規定

對參展商進行處罰，罰金在參展押金中扣除。 

二、淨地展位特裝施工單位資格 

（一）註冊資金在人民幣 50 萬元以上（含 50 萬元）。 

（二）具有從事大型展位特裝施工 3 年以上的經驗。 

（三）業務範圍包括展覽展示設計製作。 

（四）須承擔因施工而發生的一切事故責任。  

三、淨地展位特裝施工申報手續 

（一）施工單位在開展展位特裝施工前，須憑參展商出具並加蓋公章的《展位特裝施工

委託書》原件和《參展確認書》影印本，到大会主场服务商-广东宏进展览有限公

司辦理展位特裝施工申報手續。 

（二）施工單位在辦理展位特裝施工申報手續時，需繳納費用有： 

1、場地清潔押金每處 3000 元/期； 

2、施工管理費每平方米 20 元； 

3、施工用電費每處 300 元/期。 

（三）施工人員在布展和撤展期間必須憑《布展證》進出展場和從事展位特裝施工。 

《布展證》在正式展出期間無效，施工單位元根據需要領取。布展证件收取工本费用 20 元/个 

（四）施工單位在辦理展位特裝施工申報手續時需提供以下資料（一套電子版，一套紙質

版）： 

1、提供由參展商出具並加蓋公章的《展位特裝施工委託書》。 

2、提供由參展商出具並加蓋公章的《參展確認書》影印本。 

3、提供施工單位的相關資料。包括：營業執照副本影印本、施工資質證書影印本 

（所有資料須蓋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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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供施工人員的相關資料。施工負責人身份證影印本、手機號碼，其他供施工人員

的姓名、身份證號碼等。 

5、提供施工單位向執行單位繳納的《場地押金收據》。 

6、提供施工單位的《淨地搭建結構安全、消防安全、施工安全承諾書》，《淨地施工

單位進場人員登記表》填寫完整清晰並加蓋公章。 

7、提供施工單位購買的本展位《公眾責任綜合保險收據》。保險賠付：展會場所建築

物自身、各種固定設備及地面、地基的損失等；雇請工作人員因意外人身傷害所引

起的撫恤金、醫療費和其他有關費用；第三者的人身意外傷害所引起的撫恤金、醫

療費和其他有關費用。 

8、提供本展位設計圖。之前經執行單位審核同意展位特裝施工的，設計平面圖、效果

圖、電路或水路圖（含備用水量或電量）影本備案。包括：展位效果圖、立面圖、

平面圖、結構尺寸圖、配電系統圖、配電平面圖、施工材質說明圖、鋼結構圖等。

要求清晰完整，配電系統圖需標注回路、負載，施工所用材料的規格及型號等。 

9、提供本展位其他資料。包括：展位特裝的《裝飾材料防火等級證書》、《電氣設備

（3C 認證）標準合格證》等。 

 10、提供本展位《建築結構安全證明書》。展位特裝結構複雜的，須提供展位細部結構

圖並加蓋相關資質設計院審核章、國家註冊結構工程師章、二層鋼結構計算書。 

四、施工單位在按以上規定辦理完展位特裝施工申報手續後，方可在展會場地組領取《布

展證》。 

五、施工單位在辦理申報手續時，必須如實地申報施工面積和施工人數，嚴禁面積不符和

一證多用，不得為其他施工單位代辦施工手續。如有違反將取消其進場施工資格。 

六、施工單位應按時進行展位特裝施工，如需加班布展施工，需提前到展會現場組辦理有

關手續和繳納有關費用。 

七、施工單位未辦理展位特裝施工申報手續，嚴禁私自進場；未辦理加班手續，嚴禁私自加

班或者違規延時加班。 

八、參展商或施工單位對展位進行布展或撤展施工時，必須嚴格按照《標準展位布展管理細

則》、《淨地展位布展管理細則》以及《撤展安排及有關規定》的有關規定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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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撤展安排及有關規定 

 

一、撤展時間安排 

（一）參展商必須在 2017 年 9月 10 日 17:00-22:00 開始撤展，將展品及貴重裝修設備

等全部撤出展場。 

（二）參展商必須在 2017 年 9月 11 日 8:30-18:00 撤展完畢。 

二、參展商展會閉幕以前不得擅自提前撤展，否則執行單位有權扣留其展品展具，不予退還

展位租金和參展押金，將該展位另作他用，並對此不承擔任何經濟和法律責任。  

三、參展商在撤展時請繼續自行安排人員保管展品及展位裝修設備、材料等，若有丟失和損

壞，執行單位概不負責。  

四、參展商在展會閉幕後必須在執行單位規定的時間內，自行將本展位內的展品及裝修設備、

材料、垃圾等清理出展場，經展場管理方驗收合格後執行單位方給退回場地押金， 否則

不予退回。 

五、參展商在展會閉幕後沒有在執行單位規定的時間內將本展位內的展品及裝修設備、材

料、垃圾等清理出展場，執行單位有權將此作為無主物品處理，並對此不承擔任何經

濟和法律責任。 

六、參展商對損壞展館設備、設施及展覽材料未辦理好賠償手續的，執行單位有權扣押其

展位的展品作為抵押品。 

七、參展商在撤展時如果擅自私帶展會的展具及電器、通訊等各類設備、設施出館的，執

行單位有權對其給予原價 1 倍的處罰。情節嚴重者，交公安部門處理。 

八、如違反以上規定，執行單位有權依規處理參展商和當事人，由違規者承擔一切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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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標準展位布展管理細則 

 

一、標準展位是指面積為 3m×3m，由舉辦單位配備統一標準的三面圍板、一條楣板、兩

支射燈、一個 220V 插座、一張咨询桌子、兩張椅子而組成的展位。（由已訂標準展

位參展商使用）。 

展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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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標準展位除舉辦單位已配備統一標準的展位設施外，參展商也可根據需要自行增加搭 

建展臺及裝飾。 

三、參展商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擅自拆裝、改動、合併、移動展位元配置的楣板、展板、

展具及照明燈具。禁止將標準展位作任何形式的改建或拆除等變更。如確需改動的，

應 在申請布展時向展會場地組申請，經同意並繳清改動費用後，由展會工程組負責實

施。 

四、各參展商不得在執行單位配備的展架、展板及洽談桌上，以及展場的物體和設施上進 行

釘釘子、鑽孔、刻劃、塗色、粘貼等，若有損壞予以相應賠償。 

五、各參展商不得將重物、畫框直接掛、靠在展板牆上；不得踩踏展具；不得將自帶展架、

展具連接在執行單位元統一配置的展架、展具上，以防止展臺倒塌。 

六、各參展商及施工單位未經同意均不允許在展場搭建標準展位，不得擅自攜帶與執行單

位相同的展具進場施工，展位搭建不得超出劃定的範圍，否則將視作違章搭建，並令 其

拆除。 

七、執行單位在標準展位內安裝有標配電箱的，不允許參展商對該配電箱安裝位置進行移 

動，在布展時應注意避開。 

八、各參展商不得擅自搬移、挪用其他標準展位的桌、椅等物品。  

九、執行單位在標準展位中提供的電源插座（220V/5A），只能接駁電視、電腦、手機充電

器等一般家用電器，嚴禁參展商用於接駁大功率電器、照明。  

十、各參展商不得在標準展位內私接電線，私裝大功力電器、照明燈具。如確需改動的，應

在申請布展時向展會場地組申請，經同意並繳清改動費用後，由展會工程組負責實施。

增租的射燈和日光燈不能裝於展位外側和展商自帶的展具上。 

十一、各參展商租賃的展具等如有損壞、丟失的應按原價賠償或從押金中扣除。  

十二、違反以上規定，執行單位有權依規處理參展商和當事人，由違規者承擔一切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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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淨地展位布展管理細則 
 

一、遵守執行單位的施工管理規定和監督檢查，確保展臺結構安全和人身安全。  

二、嚴禁參展商將特裝展臺外包給非專業裝修施工公司進行搭建、撤展。  

三、淨地展位是指要執行單位沒有配備標準展板展架等設施的空地。淨地展位在展品布展

前，要求參展商必須自己進行特殊設計及裝修展臺。  

四、淨地特裝展位的設計風格新穎,行業特色明顯,展現參展商自身品牌和企業形象特色,

充分運用聲、光、電、動、影等高科技手段。  

五、淨地展位特裝展臺的管理規定 

（一）特裝展位的展臺整體高度不得低於 4 米，超過 6 米，嚴禁搭建二層展臺。 

（二）特裝展位的展臺面積必須以參展商與台博會執行單位簽署的《參展合同》面積 

相符,不得超越展場地面劃線面積,否則執行單位有權要求拆除超線裝修的展臺。 

（三）特裝展位元的展臺嚴禁全部使用鐵桁架、鋁型材等簡易材料搭建，以及與標準

展位相同的展架展具搭建。如需搭配標準展架、鐵桁架、鋁型材，須到展場展

具租賃處租用，嚴禁從展場外帶入。 

（四）特裝展位的展臺裝修體量大，施工製作時間長，請提早在展場外面進行施工製作(木

工、電焊、鐵藝、油漆等特殊施工製作)，在製作好展臺展架後，再進展場內組裝搭

建和裝飾。展臺搭建和拆除必須安全、快捷,符合國家相關標準和規定。 

（五）展臺結構的設計施工強度應滿足承受荷載所需的強度要求，嚴格按照國家安監部

門的安全規定設計施工。施工單位應確保展臺整體結構具有滿足荷載所需的強度

和穩定性，鋼結構材質符合國家標準、焊接和連接件符合安監部門安全要求標準。 

（六）展臺動力電源和照明電源必須用不同電箱分開接駁，嚴禁私拉電源、水源、超

負荷用電。 

（七）展臺易燃搭建材料與電器、線纜之間須使用石棉墊進行隔離處理，電箱須安裝

漏電保護器。 

（八）展臺線纜須進行穿管，電路須使用接線端子，嚴禁使用麻花線及不達標線纜。 

（九）展臺封頂面積不得超過所承租面積的 50%。 

（十）展臺需搭建地台時必須在展位範圍內部地台邊緣處設置緩坡通向公共通道,防止

地台與地面的落差造成公眾人身傷害,地台轉角需設置防撞物或者製作安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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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展臺如果結構存在安全隱患（不具備開展條件極其容易造成人員傷亡），除

扣除相應的施工保證金外，執行單位將視情況對其真偽進行拆除或者限時整

改等措施。 

（十二）違反以上規定，執行單位有權依規處理參展商和當事人，並由違規者承擔一

切後果。 

六、特裝展臺施工單位及人員的管理規定 

（一）施工人員在展位特裝和撤展施工期間，必須憑《布展證》進出展場。 

（二）施工人員進場施工所使用的工具及物品不得隨意攜帶出場。如需出場，需到展

會的招商組開具放行條。 

（三）施工人員在進場施工期間，必須佩戴安全帽及施工證件，嚴禁穿西裝、拖鞋。 

（四）施工人員在高空作業時，應使用合格安全的升降設備及操作平臺，應系好安全

帶，並按要求佩戴使用相關勞動防護用品。 

（五）施工單位在施工現場必須設現場施工負責人，保證每個展臺都配有一名管理人

員，隨時跟進展臺施工情況並及時配合舉辦單位進行相關的管理工作。 

（六）施工單位在施工過程中請注意自身展品、物品、工具和個人貴重用品的保管，

布展期內，如有提前布展完畢的展位請自派人員看守，以免展具展品丟失。 

（七）施工單位在施工現場的周圍要設置安全區，並有專人看護。安全區須張貼明顯 

的警示標誌，提醒他人注意，保護人身安全。 

（八）施工單位在展會開展期間，施工單位須留電工、木工等人員現場值班，發

現問題及時處理。 

（九）施工單位在撤展施工時，嚴禁直接推到、拉倒等行為拆除展臺，並需設置

安全警戒區，並設置指揮人員。嚴禁提前撤展、野蠻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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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展場物業管理規定 

 

一、必須嚴格遵守國家《大型活動安全管理條例》《展覽、展銷活動消防安全管理暫行規

定》及台博會舉辦地政府相關部門制定的相關管理規定。由展場管理單位全權負責展

場建築物和各項設施、設備的維護、保養。 

二、展場管理人員對參展商的布展及展出活動隨時進行監督、檢查、管理，各參展商須予

以配合。 

三、入場守則 

（一）參展單位嚴格按規定的時間進場開展，展會未閉幕之前不允許提前撤展。 

（二）展會布展和撤展，均不得在展館序廳正門停車、卸車、裝車，如裝卸車，可到展館

兩側或後門。 

（三）未經展館有關部門許可，爬蟲、魚類、鳥類或其他禽獸動物不得進入展館。除非系

經批准的展品，或其使用與展覽活動或表演有關。同時主辦單位須向執行單位證明

對這些動物的照管與控制已採取了令執行單位認可的適當的預防措施，並事先獲得

執行單位的書面批准。 

四、參展商如與執行單位發生爭執，應協商解決或通過法律途徑解決，保證不聚眾鬧事和

越級上訪投訴，不得影響展會活動，不得幹擾政府、有關部門和執行單位的正常辦公

秩序。 

五、參展商應對施工人員進行文明施工教育和法制教育，發生事故執行單位和有關部門將

追究參展商和施工單位的責任。 

六、參展商不得在現場尋釁滋事、打架鬥毆，不提前上報相關管理部門私自維權等個人行

為。 

七、參展商應按需用水用電，用完應及時關水關電，厲行節約，防止浪費。若展位的耗電

量超過所申請的電量，從而對其他展位設備操作或展會電力系統造成不良影響的，執

行單位將立即終止對該展位供電，由此造成的損失及連帶責任由該展位元的參展商全

部承擔。 

八、參展商不得自行接駁或將自備的電器連接到展場的電線上，所有電源接駁須經由展場

工程人員執行，否則展場有權拒絕供電。 

九、參展商不得將易燃、易爆、劇毒和有傳染的物品帶入展場。 

十、參展商的集裝箱、存儲用品的箱子應在開展前移出展場，以免造成堆積，妨礙其他展

位及妨礙通道。 

十一、布展施工和擺放展品不得超出劃定的範圍，不得佔用公共通道和場地，不得妨礙消

防、監控、排風等設施使用，否則將視作違章搭建，並令其拆除和給予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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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布展施工不得有破壞展場建築物完整、造成設施設備損壞、影響展場展覽環境的施

工和使用行為。如：在地面或牆面上打洞、噴漆，私自接駁水電等。若有損壞予以

相應賠償。 

十三、布展施工不准在牆面和地面打孔、刷漆、刷膠、張貼、塗色，不准損壞展館一切設

施。如有違反按所損壞設備價格的 2-5 倍對責任人收取費用。 

十四、布展施工不得在展場的展篷和展架隔板及材料上鑽、釘、刮、噴漆、貼牆紙和懸掛

物品；不准損壞展場的展板、展篷、廣告、裝飾、消防、供水供電等一切設施。如

有違反按所損壞設備價格的 2-5 倍對負責人收取費用。 

十五、布展施工不得在本單位展臺以外的公共區域懸掛、張貼、散發宣傳品和堆放物品。 

十六、布展施工不得在展館的頂部、柱子、圍欄及各種專用管線上私自吊掛、捆綁展臺結

構構架。 

十七、參展商不得擅自移動標準展位的展具或其他展位的展具，違者按展具租賃價格罰款。 

十八、地面承重展品運輸、安置、展品操作等應考慮展廳地面負重能力： 

（一）一樓中廳(C 區)地面承重區承重 5 噸/平方米。 

（二）一樓東廳(DE 區)、西廳(AB 區)地面承重區承重 3 噸/平方米。 

（三）若展品有操作振動部位，則相應的地面負重能力減少 50％。如有疑問，參展單位和

其承運人應於搬入物品前向執行單位或展館查詢。 

十九、如違反以上規定，執行單位有權依規處理參展商和當事人，由違規者承擔一切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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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展場安全保衛規定 
 

為維護展場正常的經營及管理活動，保證展場各項安全保衛工作的正常開展，更

好地為參展商提供優質的展覽配套服務，現將有關安全保衛若干事項規定如下，請各

參展商遵照執行。 

一、嚴格遵守國家《大型活動安全管理條例》、《展覽、展銷活動消防安全管理暫行規定》

及台博會舉辦地政府相關部門制定的相關管理規定。 

二、執行單位所提供的展場基本安全保衛工作是指設置門衛、展場巡查、閉館清場、消防

安全管理、停車場管理及夜間對展場週邊定時巡邏保障。 

三、執行單位對展會活動的安全和良好的秩序而進行安全保衛工作，將盡力保障展場安全

保衛工作及展品的安全，但對展會期間發生的人身傷害、展品遺失或損毀，不承擔任

何責任，參展商應自行購買保險。 

四、參展商應於進場前向執行單位領取有關證件進行布展、展出和撤展，憑證進出展場。 

五、展會閉幕前，布展和參展期間所有物品、展品一律“許進不許出”。如需出場，須憑執行

單位的放行條方可出場。 

六、如屬室外展場，參展商均須安排人員負責自身展位的日間和夜間值班工作，否則責任

自負。 

七、參展期間，參展商應負責看管好自己的展品及隨身攜帶物品，閉館時須將現金、貴重

物品及重要檔資料等帶離展場。 

八、展出期間，車輛的進出、停放應服從展場的統一管理，按指定地點停放車輛，如有特

殊停放地點要求的車輛須提前辦理辦理有關手續，以確定停放地點。 

九、由展場保安部門負責到市公安局及消防局辦理有關消防安全及安全保衛手續，並指定

專人與有關部門協調保安工作事宜。 

十、參展商自展品及裝潢品運至展場起，至展覽結束運離展場止，必須自行投保火險、竊

盜險、水漬險及公共意外責任險（包括天然災害附加險，如颱風、地震、洪水、豪雨

及其它天然災害等）；任何展品及裝潢品於上述期間在展出場地遺失或毀損，執行單位

不負賠償責任。 

十一、參展商攤位上之設施、物品及展覽品在展覽期間（包括布展及撤展期間）因設置、

操作、保養或管理不當或疏忽致其工作人員或第三人遭受傷亡或財物損失，應由引

起傷亡損失事故之參展商自負一切賠償及法律責任。 

十二、除執行單位承諾的展場正常的安全保衛工作外，參展商要求諸如：展品看管、進場

前展品的看管、特殊貴重物品的專人看管、外請保安人員等額外安全保衛工作的有

償服務專案，由委託方與展場協商確定。 

十三、如違反以上規定，執行單位有權依照規定處理參展商和當事人，並由違規者承擔一

切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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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展場消防安全規定 
 

為維護正常的工作秩序，確保台博會的成功舉辦，執行單位根據台博會的特殊性

及國家公安消防部門的有關要求，特製定如下展場消防安全管理規定： 

一、參展商在展會期間應高度重視消防安全工作，並與執行單位簽訂《參展安全及消防責

任書》。 

二、2017 年 9 月 6 日布展基本結束後，執行單位會同有關部門組織一次以防火為主題的安

全大檢查，對查出的隱患應立即進行整改。 

三、展臺搭建一律使用阻燃或難燃材料，結構須牢固可靠，確保展出安全。 

四、施工現場禁止吸煙，如有違反則給予罰款，對造成嚴重事故者將追究法律責任。 

五、展臺須按要求配置滅火器，並將其擺放在明顯的位置。 

六、嚴禁在走道、出口、樓梯等地方堆放物品，保持通道通暢。施工區域必須張貼禁煙標

識和安全疏散通道標識等消防安全警示標誌。 

七、製作燈箱時應留有足夠的散熱孔，日光燈鎮流器應脫離箱體，使用木質材料製作的燈

箱，內部須作防火處理，電器安裝必須嚴格遵守有關規定和專業規範，確保供、用電

安全。 

八、嚴禁將易燃、易爆、劇毒或有污染的物品帶入展場。 

九、參展商在展場內使用的電器，必須符合安全要求，禁止使用碘鎢燈、霓虹燈、電爐和

電熱器具。電源線要用護套線，禁止使用花線、膠皮線，禁止電線頭暴露在外，自備

電箱需有漏電保護開關。 

十、展場用電及安裝燈箱必須提前將用電圖紙報執行單位場地組審核，經同意後方可實施，

並由場地組派出電工指導裝接電源。嚴禁參展商擅自裝接電源盒亂拉亂接電線。 

十一、展場內嚴禁動火作業（明火、電焊、氣焊作業）、噴漆、使用電鋸、電刨、空壓機

等加工作業工具及使用、存放過量的易燃易爆及違禁化學物品（如：酒精、稀料、

汽油等），不得使用可燃或易燃材料進行展位搭建和裝修，如遇特殊情況需要使用，

必須事先申報，獲批准後用塗防火漆的方法解決。 

十二、展場內的佈局應留有足夠的秘密頻道，主通道不得小於 5 米。搭建展臺不得遮擋展

場內的消防設施、電氣設備、緊急出口和觀眾疏散通道，各防火卷簾門下不得搭建

任何展架、展臺。嚴禁在電梯、樓梯口等安全疏散通道上擺設任何物品。展品的包

裝用具（紙皮箱、板條箱）在布展後運出場外，確需留在場台內，要經展場同意，

在指定地點存放，嚴禁亂堆亂放。嚴禁將消防栓等設施遮擋、圈佔或挪作它用。 

十三、布展期間，未經申報嚴禁使用展期用電；展臺所申報 24 小時用電不能作為不間斷

電源（ups）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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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施工單位應在規定時間和區域內施工，並負責防火、防盜等安全工作。 

十五、展臺搭建存在安全隱患的施工單位在接到執行單位發出的整改通知書後，必須按時

整改，並及時通知執行單位檢查整改結果做消單處理。 

十六、展位內電路、電氣的安裝，須持有效證件、按照國家電氣規定標準進行施工（隨身攜

帶電工證件，以備核查）。必須保證各專業的施工人員只從事自身專業的施工， 嚴

禁跨專業施工、作業。 

十七、展場內嚴禁進行木結構處加工，嚴禁大面積噴塗油漆、刮膩子、刷乳膠漆。  

十八、加強對參展人員安全觀念的宣傳，參展人員一旦發現有安全隱患，請及時通知展場保

安部，將各類事故消除在萌芽狀態，遇有緊急情況，參展、參觀人員要服從執行單位

和展場工作人員統一指揮，按指定通道有序撤離。 

十九、用電注意事項： 

（一）若使用電磁爐、微波爐、烤箱、電飯鍋、煮水器、熱水瓶、冰箱或是其他冷凍 設

備器材，需配置高瓦數插座及電箱，請提前提出申請。 

（二）大陸地區電壓規格為 220V（台灣規格為 110V），每個提供插座僅供手機及筆

記本電腦充電使用。 

（三）展商若自備設備（例如：電磁爐、微波爐、烤箱、電飯鍋、煮水器..等），需使

用“變壓器＂(220V 轉 110V)，請自備長期使用之變壓器或事先申請租用，以免

發生危險及不便。（注：因一般旅行用變壓器只能短暫使用 15~30 分鐘，長期

使用容易損壞甚至熔毀。） 

（四）若自備電器，非台灣或大陸正規之插座，屬特殊規格請自備轉接插頭，以利展 場

使用。 

（五）現場若有展商因攜帶超過申請瓦數之電力用品，而造成攤位跳電影響全體展商 權

益者，經專業人員查證屬實後將追究責任。 

（六）展覽館嚴禁使用明火，請勿攜帶瓦斯爐等明火用具。  

二十、如違反以上規定，執行單位有權依規處理參展商和當事人，由違規者承擔一切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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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展場清潔衛生規定 

 

為維護展場環境的清潔衛生，確保台博會的成功舉辦，特製定以下清潔衛生保障規

定：  

一、展場公共區的清潔衛生由執行單位負責，展位的清潔衛生由參展商自行負責。  

二、布展施工結束後及時將殘留物、廢棄物等垃圾清理運走，不得亂丟亂放，不得遺留

在現場和周邊範圍內。  

三、展出期間注意維護展場及展位的清潔衛生，不得亂丟垃圾和亂堆放物品，所有與展

會無關物品禁止攜帶入場內，各展位累積垃圾請於每日閉館前自行清運到指定垃圾點， 

不得堆放在通道及公共區域。 

四、撤展時，施工單位及展位負責人必須按照展會時間安排所規定的時間段內清理現場

所有材料，不得野蠻施工，展臺拆除材料禁止堆放在貨運通道，嚴禁肆意在展場週

邊丟棄拆除材料。清理完成後及時與展場清潔負責人和執行單位負責人簽字確認。  

五、如違反以上規定，執行單位有權按章處理參展商和當事人，由違規者承擔一切後果。 

 

第十七章 展品知識產權規定 
 

一、不展出侵權產品，不侵犯其他單位知識產權，參展期間攜帶好本單位相關知識產權

證明，如有相關單位投訴，積極配合執行單位及知識產權管理部門的相關工作。 

二、所有商業宣傳活動只可在自身租用的展位內進行，嚴禁展商未經許可進入其他展位

拍照、攝像。 

三、如出現知識產權問題，可通過執行單位或投訴舉報中心進行事件申報。  

四、一經查實，執行單位元除立即停止其全部產品展出及沒收其所繳參展費用外，並禁

止其參加下屆台博會。凡於參展前或參展期間發生侵害商標、專利或著作權糾紛而涉

訟中之產品，執行單位一律禁止其展出，參展商不得異議。執行單位如因此牽連涉訟

或受有其他損害，該參展商須負一切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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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展會配套服務 

 

參展商如需增加展覽設施及有關展覽服務，請提前到展會場地組或展場租賃處申請預

租或在現場租賃，收費標準請查閱本手冊附件。 

一、租賃服務 

（一）執行單位只負責《參展邀請函》所標明應提供的展位的展覽設施。 

（二）參展商如需增加租用展覽設施必須到展會場地組申請，並繳清有關費用。 

（三）參展商如需在現場取消或更改展具、燈具的位置，須向展會場地組支付施工費。 

二、供電服務 

（一）執行單位只負責在正式展出時間內展場公共照明和每個展位的照明用電。 

（二）參展商如需超時、超範圍用電必須提前向展會場地組申請，並繳清有關費用。 

三、供水服務 

（一）執行單位只負責在正式展出時間內提供公共場所的用水。 

（二）參展商如需到展位供水必須提前向展會場地組申請，並繳清有關費用。 

四、清潔服務 

（一）執行單位只負責清運垃圾和展場公共區的清潔工作，展位內的清潔衛生由參展商

自行負責。 

（二）參展商如需另請他人對自身展位進行清潔或將自身展位內的物品材料和垃圾

清 運出場，展會場地組可進行有償服務，並按面積或重量收取費用。 

五、停車服務 

（一）在規定的時間和地點，參展商的車輛憑執行單位發放的車輛出入證可以免費在 參

展控制區內行駛或臨時停放。 

（二）參展商須積極配合工作人員維護展會現場停車秩序，避免擁塞現象。 

六、廣告服務 

（一）執行單位負責在展會《會刊》和現場展會簡介牌上免費刊登參展商名錄。 

（二）參展商在展會期間如需執行單位提供宣傳廣告服務須提前向執行單位申請並繳 

納有關費用。 

七、倉儲服務 

展館現場為參展商提供展品倉儲和寄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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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倉庫位置：東莞國際會展中心西廳西北角和展品入口側，共 2 個。 

（二）倉庫使用原則： 

1、由 9月 5 日至 11 日，共 7 天。 

2、服務時間為每天 8:30 ---18:00。 

3、為參展商家有償使用。 

4、費用：50 元/天/平方米，堆積高度小於 1.5 米（使用面積大於 0.5 平方米按 1 平

方米計，小於 0.5 平方米按 0.5 計算；在中午 12 點前入庫按一天計算）。 

（三）倉庫負責事項： 

1、倉庫只提供場地。 

2、負責倉庫進出貨品簽收與存放監管。 

3、倉庫對可見商家進出貨品包裝數量件數負責。 

（四）其他事項： 

1、倉庫為先付費（押金 100RMB/天），後使用。 

2、倉庫只提供《2017 台博會倉庫進出貨物單》，再無共他單證。 

3、商戶提取貨物時，須同時出示《參展確認書》及《貨物單》。 

4、商戶在倉庫內如需使用電源，須向現代公司辦理報裝手續。 

 

第十九章 其它 
 

一、以上有關安排和規定請全體參展商嚴格遵守。如有違反執行單位將視情節給予相應

處罰；觸犯法律者將交由公安、司法機關處理。 

二、以上有關安排和規定其解釋權歸本屆台博會執行單位所有，執行單位有權根據實際

情況進行調整並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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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一、參展商報到登記表 

 

單位名稱 
 

辦公地址 
 

電話 
 

傳真 
 

郵編 
 

展位類別 
 

展區 
 

展位號 
 

參展人數 
 

現場負責人 
 

手機 
 

證件領取 參展證 個 停車證 個 

資料領取 
 

備註 
 

 

※參展證證件申請按每個標準展位 2 個證件發放，以此類推，每家企業上限 20 個，如超出部分按

20 元/個收取，費用從保證金裡面扣除，請知悉。 

參展商（蓋章）： 

負責人：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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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展商文明參展承諾書 

 

規範交易秩序，營造良好參展環境，是每一個參展企業的共同責任。為此，我單位

鄭 

重承諾，在 2017 東莞台灣名品博覽會(以下簡稱“台博會”)期間，認真做好以下幾點： 

1、嚴格遵守台博會各項管理規定，在參展期間不使用大功率功放設備，不佔

用展會公 用通道，不進行低俗節目表演，不雇傭人員在展場內舉牌巡遊，

不隨意張貼、擺放未經舉辦單位允許的廣告； 

2、嚴格遵守國家關於知識產權管理的有關規定，不侵犯他人知識產權，不展

示侵權展 品，參展期間攜帶好本單位相關知識產權證明；遇有相關投訴，

積極配合舉辦單 位及知識產權管理部門的相關工作，一經確認侵權，立

即停止侵權產品展示； 

3、嚴格遵守台博會搭建安全管理規定，不使用不安全材料，不採用不安全搭

建方案，嚴格監管本單位搭建商，避免發生安全事故，確保本單位展位

搭建安全；如因我 單位原因引發安全事故，相關責任由我單位承擔，與

台博會組織機構無關； 

4、嚴格遵守台博會關於音量的控制規定，在展覽期間指定專人負責音量控

制，揚聲器 音量控制在 60 分貝以下，並在設計、搭建時將揚聲器朝向

展位內部；如違反相關規定，我單位願意接受舉辦單位的相關處置； 

5、嚴格遵守台博會關於布撤展的相關規定，按規定時間布撤展，維護大會整

體形象；嚴格遵守展會關於展品補貨的相關規定，補貨前辦理相關手續，

按規定時段和規 定出入口實施補貨。 

特此承諾！ 

參展商（蓋章）： 

負責人：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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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品規範切結書 

 

參展企業：                                

 

攤 位 碼：                              

 

本公司參加「2017 年東莞臺灣名品博覽會」，將嚴守本《參展手冊》的各項規定，並

將嚴格遵守組委會對台灣美食—食品區及台灣美食--小吃區的所有規定，每位台灣食品小吃

區展出人員，須穿著工作帽、口罩方得進入展區，所展出產品須按照正式報名所報之產品

項目進行參展，如展會期間所展出產品與正式報名表上所述不相同，或展會期間違反組委

會台灣美食—食品區及台灣特色小吃區的有關規定，則所交之保證金將同意被組委會予以

沒收。 

 

 

                                         

             公司蓋章及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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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標準展位楣板提交表 
 

1、楣板字： 

 

中文公司名稱： 

 

 

溫馨提示：舉辦單位將統一按照範例格式製作楣板。如有特殊要求，請書面形式通知執行單位。 

 

2、公司標誌： 

 

 

參展商可在楣板上加公司標誌，不得自行製作並粘貼，如有意向，可將貴公司標誌電子檔電郵至執行

單位。 

注意： 

1、公司 Logo 請於 ai、cdr、jpg（精度 150dpi 以上）等格式提交。 

2、以上內容如現場提交，參展商將需要支付額外費用。 

 

 

參展商（蓋章）： 

展位號： 

負責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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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標準展位改裝位置圖表 

1、標準展位如需改動，請在下圖展位修改平面示意圖中標出，或另附圖紙

標出所需 設施的位置。 

2、標準展位如需任何改建，費用由展商承擔；截止日期內提交的拆改申請免費。 

3、楣板由展商提交後一律由執行單位統一製作，不允許個人進行製作使用。 

4、展位佈置修改平面示意圖範本（每個實格代表 9 平米）。（附圖） 

 

 

1 平米 

       

        

        

        

        

        

溫馨提示： 

1、位於邊角的展位，將少一面側牆而增加一塊楣板。 

2、租用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展位，按慣例將拆除中間的隔板。 

3、以上兩種情形，如有特殊要求，請以書面形式通知執行單位。現場拆改將另收

費用，並視當時人手情況酌情安排 

參展商（蓋章）： 

負責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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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讀生申請表 

 

尊敬的參展商： 

 為方便各位參展商展會期間參展順利，組委會安排工讀生提供給各參展商申請。請

有意願參展商於8/25日前回傳，已便於統計。 

  女性工讀生：_______________位 

         男性工讀生：_______________位 

  費用：每位每天RMB250元（餐費自理），無須繳費，自保證金中扣除。 

  身高：均160公分以上。 

  工作服：請各參展商自行搭配，另每名工讀生須佩戴一個工作證。 

  工作時間：每位工作時間：8:30~19:30 

  工讀生分配方式：由組委會亂數分配。 

  工讀生來源：廣東科技學院，東莞理工學院，東莞理工城市學院， 

              廣東創新科技職業學院，廣東醫學院。 

  以上工讀生均有1次以上現場銷售經驗。如需額外特殊要求工讀生，請填寫於下列。費用

另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展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攤位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於8月25日前回傳 郵箱：3014127@qq.com  FAX：0769-22488358  

 

2017年東莞台灣名品博覽會組委會 

  

mailto:301412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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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舞台展示申請表 

（填表时间：              ） 

单位名称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手    机  E-mail  

公司网址  

产品名称  产品展示顺序  

实物数量  实物重量  

实物尺寸 

（长宽高 cm ） 
   

互动性设备/活动  播放视频  

是否需要网络 □WIFI □不需要  

表演形式  □路演           □表演         □新产品展示 

主持人 
自备 是□ 否□  

大会安排 是□ 否□  

表演模特 
自备 是□ 否□  

大会安排 是□ 否□ 需求           人 

公司简介 

（150 字以内） 

 

展示产品图片 请提供附件 

展示产品介绍 

（说明产品特色） 

 

 

展出时间 

（由组委会排定） 

 □ 9/7 □上午 □ 下午 时间： 

 □ 9/8 □上午 □ 下午 时间： 

 □ 9/9 □上午 □ 下午 时间： 

 □ 9/10 □上午 □ 下午 时间： 

备注：1、此申请表仅限组委会邀请之单位及特装参展厂商方可申请，申请厂商填写申请资

料，经组委会审核批准方可展示。 

2、请在 2017 年 8月 25 号前回传至台博会招展服务中心,传真：0769-22488358 邮箱：

3014127@qq.com。(如表格页面不够，请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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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淨地展位搭建委託書 

茲有 2017 東莞台灣名品博覽會參展商，公司名稱為 

 展位號 面積為 ㎡，現委託

 為我單位唯一搭建公司， 

並且承諾： 

1、該搭建公司經考察審核合格後確認為本展位唯一搭建商，且具有搭建資格； 

2、我單位已同該搭建公司簽訂相關搭建合同，確保展位安全施工及正常運行； 

3、我單位已詳知大會展區施工管理相關細則，並要求我單位委託的搭建公司嚴格遵 守

管理規定服從管理安排； 

4、配合舉辦單位對展臺安全進行監督，如我單位委託的搭建商違反展館相關施工安 全

規定，執行單位有權對其進行處罰； 

5、我單位將認真加強對搭建公司的監督，若違反本屆台博會施工管理相關規定及音 量

規定，我單位願意接受展會統一的處罰，並承擔其後果。 

 

 

 

委託單位：（蓋章） 被委託單位：（蓋章） 

 

負責人： 負責人：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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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淨地展位搭建結構安全、消防安全、施工安全承諾書 

搭建施工單位應指定施工安全負責人，負責人全面負責現場施工安全、消防安全、結構安

全及施工隊伍的管理。嚴格、認真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消防法》、《大型群眾性活動安全管

理條例（國務院 505 號令）》、《安全生產法》等有關消防、安全工作規定，落實各項防火、

安全責任和措施，明確防火、安全負責人，並認真履行職責。 

一、結構安全及消防安全 

1、嚴格遵守 2017 東莞台灣名品博覽會淨地展位布展施工管理要求及細則； 

2、嚴禁超線搭建展臺，嚴禁超高搭建展臺，室內淨地展位限高 6 米，連接館淨地展位限高 4.5 

米，室外淨地展位限高 4 米；  

3、嚴禁堵塞消費通道，防火卷簾門下不得堆放物品； 

4、淨地展位必須按標準配備消防指定合格、有效的滅火器具； 

5、嚴禁私拉亂接電源，合理分配電器回路，各種用電設施及材料應具有國家專業安全認證，按

照國家電氣標準施工、安裝和使用； 

6、嚴禁吸煙，嚴禁使用易燃（彈力布、稻草等）、易爆物品及含有輻射、放射、有毒、腐蝕性

高揮發物品；搭建材料應使用難燃或經阻燃處理的材料，符合環保要求，線材必須使用雙層

絕緣護導線； 

7、展位燈箱製作須採用防火塗料進行防火處理，燈箱內燈具安裝必須與燈箱主體有一定距離空

間，燈箱製作完畢必須預留散熱孔； 

8、嚴禁電、氣焊等明火作業。嚴禁氣體瓶、焊機入館，電鋸、空壓機進館。需前向主場服務商

施工管理辦公室書面申請，獲得許可後方可進館。電路電氣的安裝，須持有效電工資格證

件的人員按照國家電氣規程標準進行施工（隨身攜帶電工證件，必備核查）。必須保證各

專業的施工人員只從事自身專業的施工，嚴禁誇專業施工、作業。 

二、現場施工搭建安全 

1、保證現場搭建施工圖與申報審核通過的圖相符；現場搭建安全與審核圖紙發生衝突時，以主

場服務安全監理現場要求為准。 

2、現場必須佩戴經相關安監部門檢測合格的安全監理部門檢測合格的安全帽；高空作業必須佩

戴安全帶及有效高空作業平臺，派專人指揮、看護，穿軟底鞋、設置安全隔離區；必須佩戴

施工證件。 

3、施工使用的梯子必須牢固，超過 4 米的梯子必須使用鋼梯；使用移動腳手架必須保證架體

連接牢固、平穩，隔板齊全、超過 5 米高（三層以上）的腳手架需要將兩組腳手架並列連

接加寬使用，增加腳手架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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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嚴禁現場木結構初加工、膩子作業、噴漆，上述作業只能在做好的防護時用於修補或者接縫

處理。 

5、展臺結構必須牢固、安全，牆體及橫樑中間必須有加有鋼結構連接、固定。展臺所涉及的結

構強度要滿足荷載所需的強度，施工單位應確保展臺結構的強度，穩定性以及局部穩定性；

展臺所加鋼管立柱直徑、壁厚、防滑落地底盤必須在現場實際情況可承受範圍（不低於直徑 

80MM，壁厚 2MM，提盤直徑 600MM）。 

6、使用玻璃裝飾展臺，應採用鋼化玻璃，並確保安裝可靠，張貼警示標誌，以防破碎傷人。 

7、現場施工人員全部已購買人身意外傷害保險。不打架鬥毆。 

8、全面接受現場安監人員的監督管理工作，對現場問題無條件整改，在規定的施工搭建時間內

完成搭建。 

9、嚴格按照大會各項規定進行現場搭建工作，如與協力廠商單位產生任何糾紛，由參展商和搭

建商在展區外自行妥善處理，一切後果自行承擔。 

三、撤展 

1、嚴禁提前撤展,嚴格在大會規定時間內安全撤展。 

2、撤展期間各展臺施工單位應設置安全區域、安全警戒人員,不得轉包給協力廠商撤展。不得

野蠻施工、違規撤除展臺,嚴格遵守大會相關規定,安全、有序撤展。 

四、其他 

1、在嚴格遵守以上條款的同時，並為此而發生的財產損失和人員傷亡承擔全部責任。 

2、因自身原因造成在所承接的展位元裝修工程未能按時完工，我單位自願放棄淨地施工場地押

金，由組委會用此場地押金來作為未搭建完成展位後續工作的相關費用支出。 

本單位是 2017 東莞台灣名品博覽會活動 展位的（搭建/參展）公司。本單位向組委會及

現場管理單位對此次現場搭建作出以上承諾。 

 

 

參展商（蓋章）： 

 

現場施工負責人(簽字) ： 

聯繫電話：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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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淨地施工單位進場人員登記表 

 

施工單位： 

 

單位負責人登記表 

姓名 
 

性別 
 

年齡 
 

學歷 
 

技術職稱 
 

專業年限 
 

身份證號碼 
 

單位地址 
 

家庭住址 
 

聯繫電話 
 

手機號碼 
 

 

工作人員登記表 

序號 姓名 性別 年齡 身份證號碼 電話號碼 備註 

       

       

       

       

       

       

備 註：如此表位置不足，可另附頁。 

 

施工單位（蓋章）： 

現場負責人：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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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特裝展位用電申請表 

參展商（公章）： 特裝承建商（公章）： 

負責人（簽名）： 負責人（簽名）： 

日期：                                                   日期： 

 

參展企業  展位號  

聯繫人  電話  傳真  

特裝承建商  電話  

★特裝用電必須租用大會電箱，請特裝單位根據實際用電功率，在下表選擇所需電箱規格。 

 

 

 

 

電箱 

電箱規格 
價格 

（人民幣） 
數量 單位 小計 備註 

220V/10A 單相電源插座 270  個   

220V/15A 單相電源插座 540  個   

380V/15A 三相接駁 700  個   

380V/30A 三相接駁 1250  個   

380V/60A 三相接駁 3000  個   

380V100A 三相接駁 4120  個   

24 小時供電（220V15A） 1560  個   

展位安全用電責任承諾書 

為配合本屆台博會做好展位安全用電管理工作，明確責任、規範管理、確保安全，營造用電 安全可靠
的展覽環境，本單位與該展位施工承建商特向展館方承諾： 

一、嚴格遵守《淨地展位布展管理細則》有關規定，對布撤展及開展期間因電氣違章安裝或 違章用電
引起的一切後果承擔直接責任，承擔相應的經濟和法律責任。 

二、指定專人負責本展位在展覽布撤展及開展期間的用電安全保障，做好布撤展及展出期間 的現場值
班維護，及時消除用電安全隱患，確保展位安全。 

三、服從展館方有關部門的監督管理，切實落實用電安全和整改措施。 

本承諾書一式兩份，台博會執行單位、參展商各執一份，自加蓋公章並簽字之日生效。 

備註：本報價不含稅金，請展商自行加稅後匯款(8%營業稅）。 

1. 超過 8月 31 日申請需加收 30%的費用。 

2.付款方式（人民幣帳號）： 

戶名: 广东宏进展览有限公司       開戶銀行: 中国农业银行东莞厚街支行 

帳號: 4428  5001  0400  3622  4   

3. 聯繫電話：+86-769-22996328           傳真: +86-769-22996378 

聯繫人：廖小姐 +86-13427853375    梁先生+86-13763248792 

郵箱：HZZL32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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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給排水、空壓機、電話、網路申請表 

參展企業  展位號  

聯繫人  電話  傳真  

名稱 規格 
價格 

（人民幣） 
數量 單位 小計 備註 

給排水 供水（外徑 6 公分管）、排水（外徑
1 英吋=2.54 公分管） 

2000     

空壓機 

空壓機（4-6Bar，10L/S）（一匹，展
商自帶管道）注：若需使用其他規
格，請與主搭建商广东宏进展览有限

公司聯絡。 

 

2670 
    

電話 

本地電話（含電話機，話費 另算；
另需支付 RMB200） 

1690     

傳真機（帶插座，含電話線 路費，
話費另計；另需支付  押金 

RMB2000） 

2850     

網路 網路線（另支付押金） 1430     

備 注： 

1、8 月 31 日截止申請，款項需一次全額繳清，否則訂單將自動失效。付款只接受人民幣。 

2、聯繫方式：電話：+86-769-22996328 傳真:+86-769-22996378 

聯繫人：廖小姐 +86-13427853375    梁先生+86-13763248792 郵箱： dgtba@21cn.com  

3、付款方式（人民幣帳號）：戶名: 广东宏进展览有限公司  開戶銀行: 中国农业银行东莞厚街支行 

賬號 4428  5001  0400  3622  4   

參展商（公章）： 

負責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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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電源、給排水、空壓機、電話、網路設備位置圖 
 

參展企業  展位號  

聯繫人  電話  傳真  

 

說明：每一小方格代表 1 平方公尺，請依據貴公司租用面積畫出攤位範圍，寫明背板及通道位并參考圖示，

將貴公司所租用之電源，給排水，空壓機，電話，網絡設備標示於圖中。（本表請於 2017 年 8 月 31 日前）

傳） 備註：1.未填寄本表者，將徑行施工，恕不接受現場指定，請於規定期限內付款。 

2.僅提供水、電源至攤位定點,與展示設備連接部份之管線及用電器具之安全責任,由參展廠商自負責。 

3. 如有(A)未經申請,私自接用水電(B)已申請未依期限繳費(C)未依實際用電情形申請用電或超載用電

(D)其他事項等違規及不安全之用電行為,將徑行切斷水、電源,不另通知。若因而造成相關損失概由參展

商自行負責。 

4. 聯繫電話：+86-769-22996328         傳真: +86-769-22996378 

聯繫人：廖小姐 +86-13427853375    梁先生+86-13763248792  郵箱：HZZL328@163.com 

 

參展商（公章）： 

負責人（簽名）：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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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展具租賃申請表 1 
 

參展企業  展位號  

聯繫人  電話  傳真  

項次 專案及說明(規格:長 X 寬 X 高/公分) 單位 
單價（人民幣） 

（人民幣） 

數量 小計 

1 投光燈 100W. 個 80   

2 長柄投光燈 100W. 個 80   

3 長柄投光燈 300W. 個 150   

4 日光燈 100W. 個 80   

5 插座 220V./5A. 個 120   

6 櫃內立燈 40W. 個 130   

7 42 吋液晶電視(含插座) 個 1000   

8 55 寸液晶電視(含插座) 個 1300   

9 家用小冰箱(含插座) 個 670   

10 飲水機(含插座,3 桶水) 個 250   

11 水槽(進/排水需向大會申請) 個 1000   

12 接待桌 100L*50W*75Hcm 個 100   

13 接待桌 100L*50W*100Hcm 個 150   

14 弧形接待桌(單人座)100L*50W*75Hcm 個 300   

15 儲物櫃 100L*50W*75Hcm 個 180   

16 儲物櫃 100L*50W*100Hcm 個 200   

17 圓桌Φ80*80SHcm 個 150   

18 吧椅 個 80   

19 會議椅 個 60   

20 铝椅 個 40   

21 折椅 個 30   

22 高腳圓桌Φ60*90SHcm 個 200   

23 沙发( 2 人+1 人+1 人+茶几)  套 600   

合計 RMB   

備註：本報價不含稅金，請展商自行加稅後匯款(8%營業稅）。 

1.超過 8月 31 日申請需加收 30%的費用。 

2.付款方式（人民幣帳號）： 

戶名: 广东宏进展览有限公司   開戶銀行: 中国农业银行东莞厚街支行 

帳號: 4428  5001  0400  3622  4   

3. 聯繫電話：+86-769-22996328           傳真: +86-769-22996378 

聯繫人：廖小姐 +86-13427853375    梁先生+86-13763248792 

郵箱：HZZL328@163.com 

參展商（公章）： 

負責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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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展具租賃申請表 2 
 

 

 

 

 

 

 

 

 

 

 

 

 

 

 

 

 

 

 

 

 

 

 

 

 

 

 

 

 

 

 

 

 

 

 

 

參展商（公章）： 

負責人（簽名）： 

日期： 

 

 

 

 

參展企業 
 

展位號 
 

聯繫人 
 

電話 
 

傳真 
 

項次 專案及說明(規格:長 X 寬 X 高/公分) 單位 

單價        

（人民幣） 數量 小計 

24 矮玻璃櫃帶鎖 100L*50W*75Hcm(無燈) 個 200   

25 矮玻璃櫃帶鎖 100L*50*75Hcm(一隻日光燈) 個 300   

26 矮玻璃櫃帶鎖 100L*50W*75Hcm(二隻冷光燈) 個 350   

27 高玻璃櫃 50L*50W*200Hcm 附鎖 1 層板及
嵌 

個 400   

28 高玻璃櫃 100L*50W*200Hcm 附鎖 1 層板及
嵌 

個 500   

29 木制層板/平 100L*30Wcm 個 50   

30 木制層板/斜 100L*30Wcm 個 50   

31 玻璃層板 100L*30Wcm 個 60   

32 1/4 圓系統展臺 100L*50W*75Hcm 個 450   

33 1/4 圓系統展臺 100L*50W*100Hcm 個 500   

34 長方形展示台(四面封板)  100L*50W*75Hcm 個 150   

35 長方形展示台(四面封板)    
100L*50W*100Hcm 

個 200   

36 方形展示台(四面封板)50L*50W*75Hcm 個 100   

37 階梯型展臺 100L*50W*50/100Hcm 個 500   

38 大洞洞板 250*100cm(附掛鉤 20 個以內) 個 400   

39 掛勾 個 5   

40 系統鋁門 個 750   

41 X 展架 個 150   

42 看板設計編排費(2.5 平方米) 個 560   

43 冷藏櫃(立櫃),530*510*1750mm-298L 單門 個 1300   

44 冰凍櫃(臥櫃)1020*600*830mm-190L 個 1300   

45 冰凍櫃(臥櫃)1250*680*800mm-258L 個 1500   

合計 RMB   

備註：本報價不含稅金，請展商自行加稅後匯款(8%營業稅）。 

1.超過 8月 31 日申請需加收 30%的費用。 

2.付款方式（人民幣帳號）： 

戶名: 广东宏进展览有限公司   開戶銀行: 中国农业银行东莞厚街支行 

帳號: 4428  5001  0400  3622  4   

3. 聯繫電話：+86-769-22996328      傳真: +86-769-22996378 

聯繫人：廖小姐 +86-13427853375     梁先生+86-13763248792 

郵箱：HZZL32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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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展具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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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辦公用品及會議服務用品租賃 
參展企業 

 
展位號 

 
聯繫人 

 
電話 

 
傳真 

 
序號 專案 Items 租金 Charge(RMB) 按金 Deposit 數量 總計(元) 

1 匯線通電話線 500 元/條/天 2,000 元/條   

3 寬頻（10 兆） 1500 元/展期/條    

5 傳真機 600 元/台/天 2,000 元/台   

8 液晶電腦 500 元/台/天 2,000 元/台   

9 印表機 100 元/台/天 2,000 元/台   

10 鐳射印表機 200 元/台/天 2,000 元/台   

11 影印機 500 元/台/天 2,000 元/台   

12 投影螢幕 120 寸（帶支架） 300 元/塊/節    

13 會議台 200 元/張/天    

14 會議凳 50 元/張/天    

16 DVD 機 200 元/節 1,000 元/台   

17 麥克風 50 元/節 400 元/台   

18 多媒體投影儀（3000 流明） 600 元/節 5,000 元/台   

19 移動聲音放大器(含兩個麥克風) 300 元/節 1,000 元/套   

20 同聲傳譯系統 5000 元/節    

共計： 元 

備 注： 

1.撥外線電話，先撥 9，長途電話費另計，電話在撤展前一小時停止使用，電話機必須交回大
會服務處；傳真機 24 小時供電須另下訂單，電話機損壞或丟失須賠償 300 元，傳真機 1,500 

元； 

2.音響及投影服務中的每節為 3 小時； 

3.錄音服務費用包含了租用設備和操作人員，用戶須提供音頻信號源接入錄音系統介面；租用
者在接受會展中心同聲翻譯和錄音服務期間所遭受的損失，如非直接由會展中心原因所致，責
任將不在會展中心。向會展中心提出的任何索賠要求，不應超出所提供的服務價格。 

4.租賃期間，對設備造成任何遺失，損壞，概由租賃人承擔完全責任，損壞設備或丟失需另 

由會展中心報價，由責任人賠償； 

5. 寬頻網服務應提前 5 天預訂 

6.所有訂單須配圖說明確切安放位置； 

7.付款方式（人民幣帳號）： 

戶名: 广东宏进展览有限公司           開戶銀行: 中国农业银行东莞厚街支行 

帳號: 4428  5001  0400  3622  4   
8. 聯繫電話：+86-769-22996328           傳真: +86-769-22996378 
聯繫人：廖小姐 +86-13427853375     梁先生+86-13763248792 

郵箱：HZZL328@163.com 

  

參展商（公章）： 

負責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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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盆栽植物租賃服務 

參展企業  展位號  

聯繫人  電話  傳真  

序號 種類 單位 數量 單價（人民幣） 合計 

1 高臺花 個 1 240  

2 長方型臺花 個 1 200  

3 小臺花 個 1 100  

4 花籃 個 1 160  

5 1.5 米綠蘿 盆 1 70  

6 1.5 米散尾葵 盆 1 70  

7 70cm 巴西鐵 盆 1 30  

8 40cm 黑美人 盆 1 30  

合計（人民幣）    

圖示如下： 

1.高臺花 2.長方型臺花 3.小臺花 4.花籃 

 

 

 

 

 

 

   

5. 1.5 米綠蘿 6. 1.5 米散尾葵 7.70cm 巴西鐵 8. 40cm 黑美人 

 

 

 

 

 

 

   

備註：本報價不含稅金，請展商自行加稅後匯款(8%營業稅）。 

1.超過 8月 31 日申請需加收 30%的費用。 

2.付款方式（人民幣帳號）： 

戶名: 广东宏进展览有限公司   開戶銀行: 中国农业银行东莞厚街支行 

帳號: 4428  5001  0400  3622  4   

3. 聯繫電話：+86-769-22996328      傳真: +86-769-22996378 

聯繫人：廖小姐 +86-13427853375     梁先生+86-13763248792 

郵箱：HZZL328@163.com 

參展商（公章）： 

負責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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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叉車裝卸服務 

1.展商可根据入场时间安排，将货物自行运送到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展馆可提供仓储作为展商存放展品及空箱。（需收取费用） 

2.大会装卸车服务商 

参展商可自行决定是否选用大会指定装卸服务商。参展商与服务商之间的任何安排纯属双方之间的

问题，如在运输装卸过程中，发生意外或纠纷，大会除协助解决问题外，不负任何责任。 

联系单位：广东宏进展览有限公司 

电话：0769-22996328 

手机：：13480074422  

联系人：劉培堅 

F1·展览现场叉车、吊车、搬运人力服务报价表 

序号 项目 单价 收费标准 备注 

1 叉车 100 元 元/立方 最低收费按 1 个立方收取 

2 吊车 120 元 元/立方 最低收费按 1 个立方收取 

3 叉车、吊车合用 160 元 元/立方 最低收费按 1 个立方收取 

4 搬运人力 60 元 元/立方 最低收费按 1 个立方收取 

5 纸箱保管 10 元 元/立方/天 

最低收费按 1 个立方收

取，最高按 50 元/立方/展

期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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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現場倉庫進出貨物單 

 

公司名稱： 現場展位號碼： 

聯繫人： 聯繫電話： 

 

貨物名稱    備註  

送貨人（入）  數量 盒（件） 時間  

提貨人（出）  數量 盒（件） 時間  

      

      

      

      

      

      

      

      

      

      

      

      

      

 

 

收貨人：  

聯繫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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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配套服務聯繫及咨詢 

（一）酒店服務 

序

號 

酒店名稱 星級 地址 電話 

1 會展酒店 
 

 

東莞莞城區中心會展北路 (0769)22889999 

2 康帝酒店  東莞市南城區鴻福路 200 號海德廣場 (0769)28688888 

3 鉑爾曼酒店 
 

 

廣東省東莞市東城中路 32 號 (0769)23365230 

4 麗逸酒店 
 

 

東莞市南城體育路 7 號 (0769)22995678 

5 銀城酒店 
 

 

東莞市莞太大道 48 號 (0769)22828888 

6 東方客棧 
 

 

東莞簪花路中孚大廈後 (0769)38980888 

（二）其他服務 

1、展館總磯: 0769-22423781 

2、服務中心: 0769-22482488 

3、大会主场搭建服务商  广东宏进展览有限公司 

 (服务项目: 提供标准展位升级搭建、展位布展美工画面、广告设计与制作、展具租凭、展品装运、

叉车、吊车、人力资源、礼仪服务等) 

联系电话：黄志朋+86-13592792720     何立锋+86-15019988553 

4、大会推介特装设计搭建服务商 

广东宏进展览有限公司 

電話：詹剑波 +86-15920495911    黄丽娟+86-13612788110 

东莞市佳画装饰有限公司 

電話：李志光 +86-15099789877 

4、保安服務 

服務商：中南保安保安公司 

服務：提供人力護衛服務，它包括保安門衛服務、保安守護服務和保安巡邏等服務 

電話：0769-81126066 

5、報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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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商：巨東物流有限公司 

服務：提供一般貿易貨物的進出口報關，進出口商品的商檢、許可證、配額等 

電話：0769- 83539000 

7、物流服務 

服務商：德邦物流公司 

服務：覆蓋快遞、快運、整車、倉儲供應鏈等多元業務的綜合性物流 

電話：95353 

8、快遞服務 

服務商：順豐快遞東莞公司 

服務：提供經營國內、國際快遞及相關業務的服務 

電話：0769-8898187 

9、保險服務 

服務商：東莞平安保險公司 

服務：提供各種保險服務 

電話：0769-22992690 

10、pos 機申請 

服務商：東莞銀聯 

服務：提供銀聯移動 POS 機（手續費 0.38%或 26 封頂，獨立後台即時查詢） 

電話：0769-88030033 

11、旅遊票務 

服務商：東莞市康泰旅行社有限公司 

服務：提供國內旅遊、出境旅遊、入境旅遊、休閒度假、商務安排等服務 

電話：0769-89995666 

12、速食服務 

服務商：真功夫第一國際店 

服務：提供飯、麵食等餐飲 

電話：0769-2312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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