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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中国国际水产养殖展览会 

自搭建展位相关搭建须知及要求 

 

尊敬的参展商及参展商所委托的搭建商： 

展会主办机构授权北京思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为主场搭建服务商，并承担对所有的展台搭建和安装进行统一管

理及协调；展位设计及搭建也可委托非指定的主场搭建服务商承担。                                                           

为了保证每个展台的安全，希望参展商仔细阅读以下规定并有责任告知所委托的搭建商执行： 

一、申报材料及施工押金  

⚫ 预订自搭建展位的参展商请通知所委托的搭建商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之前将下列（1-5 项）材料邮寄两

份并同时发电子邮件给主场搭建服务商（E-mail: bjsidexoffice@163.net）, 将由其司统一审核并报送展馆

审批 : 

1. 施工方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及电工操作证复印件、展台整体效果图（注明施工材质）、平面图（标示

尺寸）、电路图（标示展位用电总负荷、电箱位置、走线方式及线路）等详细施工图，设计图要求彩色打印； 

      注: 吊点需求请参考第二项”悬挂吊点(固定吊点和电动吊点)使用注意事项“详细要求，并提交相关图纸及报告； 

2. 请标明搭建展台所用的施工材料并出具消防合格检验证明； 

3.《施工要点》及《自搭建展位施工审核表》—须由搭建商填写并签章确认； 

4.《特装搭建委托书》—须由参展商签字并盖章； 

5. 电源接驳租赁单； 

备注：a. 展台搭建设计方案如体现多家公司联合参展的形式，须经主办机构确认后方可被接受。 

b. 为了确保以上服务并避免因过时提出请求导致附加费用的产生，望参展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申请，逾期者将

原价的基础上加收 30%费用，现场加收 50%费用； 

未申报或未通过审批之自搭建展台的搭建商将不予办理进场手续，因此对参展企业造成的不利及由此

产生的费用均由参展商及搭建商自行承担！ 

申报材料请在限定时间内快递到以下地址(报馆资料以签收快递日期为准,邮寄费用由寄出者承担）。   

主场搭建服务商“北京思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有权拒收“到付邮寄费”的报馆快件： 

 

http://123.57.204.108:8080/cfse/2015/emanual/images/upload/File/2015%20self-construction%20confirmation.pdf
http://123.57.204.108:8080/cfse/2015/emanual/images/upload/File/2015CONTRACTOR%20APPOINTMENT%20LETTER(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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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跨馆搭建请分馆申报及邮寄 

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甲 2 号佳境天城 A 座 1106 室 

收件单位：北京思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跨馆搭建请分馆申报及邮寄） 

联系电话：010-8459 2408/09/10 

各馆收件/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A1/A2/B10 馆  (王洪宇  转分机 602)      A3/A4/B4/B5 馆  (于伏雨  转分机 666)                               

B1/B2/B3 馆  (张伟  转分机 625)             B6/B7/B8/B9 馆  (杨新利  转分机 668)  

⚫ 施工证及货车证办理（实行电子注册方式） 

参展商(包括所委托的搭建服务商)须在进馆搭建之前完成施工人员证件和进馆载货车辆证件的办理，证件办理

采用扫码进入渔博会指定“小程序”，上传搭建服务商营业执照、施工人员身份信息(包括照片)及载货车辆信

息办理相关证件，详细操作请参考注册流程； 

施工证：须按电子注册方式提交制证人员信息，每证收费 20 元。施工方应自行为施工人员购买相关保险，在

办理入场手续时向主场服务商提供相关的保险证明； 

货车证：须按电子注册方式提交载货车辆和司机信息，每车一证（离场收回），每张车证收费 50 元。载运展

品或搭建材料的车辆应遵守现场指挥人员的指挥与协调，以确保有序进馆和装卸。 

⚫ 施工押金（含清洁保证金）的收取和相应的扣除标准： 

◆ 自搭建展位须按照 200 元/M2 的标准交付施工押金，此押金必须由参展商所委托的搭建商交付，于展会现场以银联卡或

现金的方式向展馆方交付（小额可微信支付，限额 5000 元）。在参展商将所搭建的展台完全拆除（包括悬挂物的卸

除),并将其搭建垃圾运离展馆，完成地面清洁并没有对展馆建筑和/或物品造成损坏的情况下,退回全部押金。押金退款

（银联卡和微信）需要 7 个工作日。 

注：◆ 在下列情况发生时，施工押金将会被部分扣除： 

a. 若发生参展商已经离场并未能将其搭建展台的主体结构拆卸的情况，展馆方按 100 元/ M2 扣除施工押金； 

b. 若展商将其自搭建展台的主体结构拆卸(主体放倒)，但未做清除和运离展馆的处理，展馆方按照 50 元/ M2 扣除施工押

金，由展馆方进行清除工作； 

 

二、有关搭建和承重限制性要求告知 

⚫ 搭建展位的限高要求：36 ㎡以上(含 36 ㎡)展位 A1-A4 馆、B1-B10 馆搭建高度均不得超过 6 米； 

净面积小于 36 ㎡(不含 36 ㎡)的自搭建展位，其搭建高度请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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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面积为 9 ㎡的自搭建展位，搭建高度不超过 2.5 米； 

2．面积为 12 ㎡的自搭建展位，搭建高度不超过 3 米； 

3．面积为 18 ㎡~24 ㎡的自搭建展位，搭建高度不超过 3.5 米； 

4．面积为 27 ㎡~36 ㎡(不含 36 ㎡)的自搭建展位，搭建高度不超过 4 米； 

备注：展台的搭建必须顾及相邻展台的情况,高于相邻展台的部分必须做合适的装饰处理,不允许有任何裸露，

否则展馆方将扣除施工押金； 

⚫ 地面承重荷载： 

A1-A4 馆、B1-B5 馆地面负荷不得超过 5 吨/m2 ； 

B6-B10 馆（二层）地面负荷不得超过 1.5 吨/m2; 

请搭建服务商在施工时参考展馆的限制条件,并在设计上尽可能将所有材料限定在合适的尺寸之内，以便运送

大件展具(搭建材料)至相应的展位。 

⚫ 载货车辆限制： 

载货车辆车身总长度（包括车头+车身+连接部分）限制：不超过 17.5 米（A 区域展厅） 

                                                                                      不超过 13.5 米（B 区域展厅） 

车辆载货后高度限制： 4.5 米（一层展厅区域） 

                                   4.2 米（二层展厅区域） 

⚫ 悬挂吊点（固定吊点和电动吊点）使用注意事项： 

1. 展台搭建如有使用吊点需求，应于 9 月 10 日前向主场搭建服务商申报，并于图纸详细标明吊物的具体位置及重量

等，在得到主场搭建服务商及展馆审批通过后方可执行此搭建方案(请务必于展台设计之前询问相关细节，确定搭建

的展位有无吊点或吊点数量及详细位置）。 

2. 仅允许悬挂静态物件；各展厅吊点所吊物不得超过载荷承重（每个展厅内吊点承重及位置数据须向主场搭建服务商

询问并核准），严禁超重作业； 

3. 作业时吊点及吊物下方严禁站人；只有展台搭建中吊点结构完全吊装完成，方可正式进行展台主体的搭建； 

4. 施工方须自行准备悬挂吊物所需的绳索/葫芦/绑带或其它设备(须符合承重要求并提交此物的检查报告)以及安排相关

人员施工； 

5. 固定吊点使用绳索或绷带作业时需要升降车，可向展馆方现场租用(相关租赁费用请以现场核定为准); 

6. 电动吊点可于地面操作电动升降(无需使用升降车作业)，仅供垂直作业(不能斜拉)，且吊物必须均衡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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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台搭建---进馆/撤馆---时间安排及注意事项 

进馆：  2021 年 10 月 22-25 日 8:30-17:30  

2021 年 10 月 26 日 8:30-21:00 

撤馆：  2021 年 10 月 29 日 16:00 以后 

四、施工要求 

1. 展馆区域的墙壁、柱子、公共通道区域及地面均不得张贴、打洞和涂色，不得用展馆设施固定、捆绑或牵引所搭建的展

台；因施工等原因造成展馆设施（和/或）设备的损坏，展馆将收取相应的赔偿维修费用； 

2. 允许使用非残留性的单面、双面布基胶带将地毯和其他地面覆盖物固定于地面；禁止在地面或墙面上使用粘胶物，对残

留的粘胶展馆将视其残留的程度收取清洁费； 

3. 在展台搭建、拆除过程中禁止空中抛下展具等施工行为。特别在拆除展台时，应设专人看护，拆除应遵循先非承重部

位、后承重部位以及自上而下进行，不得采取晃动、强行推倒结构等拆除方法; 

4. 撤离展馆时必须带走一切施工残留材料和物品； 

5. 施工期间禁止使用易燃/易爆物品，禁止现场焊接操作，禁止明火作业，禁止在馆内进行电刨、电锯、喷漆、刷漆、刮

大白等，如有特殊要求须得到展馆的批准后方可施工； 

6. 施工方应自行为施工人员办理保险，在办理入场手续时向主场搭建服务商提供保险证明。因在施工作业过程中违规施工

造成的各种意外及安全事故，由施工方负全责并承担责任; 

7. 展馆的公共区域由展会主办机构统一规划和布置使用,施工方搭建展台不得超出确定面积；参展者不能超出确定的展位界

限摆放展品（和/或）粘贴广告等; 

8. 严禁在展板(架)、原建筑物及设施上钉钉子、凿洞、刻划、粘贴、油漆和使用不干胶; 

9. 标准展位及内部配置不得擅自变动拆除或挪作它用；租用的展具中如有电磁炉、电视、冰箱、照明灯具等电器，致使标

准展位内的电源配置无法承受时，须向主场搭建服务商申报增配； 

10. 搭建双层展台须遵守以下规定： 

展位净面积必须是 72 平米以上（含 72 平米），且第二层展台搭建面积限于展位地面面积的 1/2 以内，如

果第二层超过 50 平米的，需配备两个出入口；与其它展位不直接相连（即独立成岛型）或三面开口展位；

搭建总高度不得超过限高 6M。 

双层展台须按第二层面积向主办机构另行交纳 360 元/㎡的展位费用； 

根据展馆规定，双层展台的第二层部分也应按其面积缴纳施工管理费 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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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消防及安全规定 

1. 所有展台构件、装饰和搭建材料均须符合消防要求，一律使用阻燃材料，结构牢固，确保安全。木质建材均应涂满符合

国家质量标准的防火涂料和防火油漆。装修禁止使用弹力布、霓虹灯。搭建使用的材料应以非易燃物且燃烧扩散率不低

于 2 级。严禁明火作业、喷漆、使用台式电锯及存放可燃性材料; 

2. 现场实际展位搭建结构及材料必须与报批图纸相符，所属展台内的所有电线必须做好穿管处理； 

3. 严禁采用全封闭式顶棚，展台顶棚不得阻挡展馆顶部消防设施，以确保消防自动喷洒灭火系统正常工作；禁止在展位内

设置全封闭仓库； 

4. 严禁遮挡展馆内的消防设施、紧急出口、设备间、观众通道。严禁在展位以外的任何地方摆放任何物品，不得将展览样

品悬挂在消防、配电、空调设施或其它禁止悬挂之处上； 

5. 搭建二层展台的第二层展位严禁使用任何电热器具，严禁开展公安和消防部门认为不安全的活动，不得从事任何演示活

动； 

6. 搭建展台区域内须由搭建商负责于现场配备手持式干粉灭火器（每 50 平方米配备不少于 2 具）； 

7. 搭建期间使用的各类包装箱、纸屑等杂物务必及时清理出馆外,不得将其存放在展位内(包括搭建物顶)或展位板壁背后； 

8. 全部展馆内禁烟，违者将被劝离出展馆并罚款 200 元（依据 2013 年 9 月 1 日实施的《青岛市控制吸烟条例》）; 

9. 需悬挂或粘贴广告条幅等，需先向展馆申报，批准后在指定位置悬挂，以免遮挡红外线报警系统和摄像头。擅自悬挂

者，展馆方予以拆除后并罚款 1000 元; 

10.参展商应遵守展馆安全用电管理规定。不得自行安装大功率电器设备，确需安装者应向展馆申报，批准后由专业电工

负责安装。违反规定安装的设备者将被强制拆除，并罚款 1000-3000 元； 

11.灯具布置应避开可燃物，白炽灯、射灯等灯具与可燃物的距离应不小于 60cm，各灯具镇流器应安装在通风、散热良好

的位置；禁止使用碘钨灯、霓虹灯，使用日光灯必须使用电子镇流器，灯箱的电源线要用护套线。禁止使用花线、胶

皮线，自备配电箱需有漏电保护开关; 

12.安装电气装置的总负荷不能大于变压器总容量，电气装置应使用空气开关容量较大的还应设置过载和缺相保护装置； 

13.电动模型、声光控制装置及彩灯等使用的电源变压器，应安装在通风散热良好处，而且要有非燃烧外壳保护； 

14.自带的空气压缩机必须符合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15.临时电线应使用护套电缆。沿地面敷设时，应入穿钢管，管外加做过桥保护，防止人员绊倒。不同电压等级的电线不

得穿入同一管内，管内不得有接头，必须有接头时，应加装接线盒; 

16.采用蓄电池作为电气设备的电源时，严禁在展馆内进行充电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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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在进行油漆作业时，不得同时同地进行可能产生引燃的任何操作；油漆和稀释剂等易燃危险品不得在展馆内存放，使

用后应立即移出馆外； 

18.搭建展位时，展台背板与墙壁间的距离应不小于 80cm，以便消防工作人员进行检查和维修相关设施； 

19.露天展场应留有环形消防车道或留出 15*15 平方米的回车场，便于消防车掉头,消防车道的宽度应在 3.5m 以上; 

20.禁止在展馆内使用液化天然气或煤油炉等作为加热源; 

21.搭建施工结束后，施工单位必须进行详细检查，确认无安全隐患后，通知展馆送电。如属操作不当而产生的问题，后

果由其自负; 

22.每日闭馆前，各展位须安排专人看管自己的展品展具，并对各种设备进行彻底的安全检查，确认无隐患后，待统一闭

馆时方可离开; 

23.参展商需对自己的展品及财物负责，展览期间展台上应安排人员值守，无人值守的时间展位内不要放置贵重物品。夜

间展馆有保安人员值班,但对于贵重物品展商应携带并自行保管，如若遗失，展馆将协助调查但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六、水/电/气使用规定 

1. 如有特殊需求(用水/电/气)的参展商,不得私自接驳,请向主场搭建商申报；超时用水/电/气或 24 小时供电,请到设在注册

大厅服务处办理手续； 

2. 展台内跨道使用气/电需有过桥保护。电源接线须做好防水、防踩压、防漏电处理；用量超负荷时，提前两周向主场搭

建服务商提出书面申请; 

3. 制作的灯箱应留有足够的散热孔，日光灯镇流器应脱离箱体，使用易燃材料制作的灯箱，内部应作防火处理。电器安装

必须遵守有关规定和专业规范，确保用电、供电安全； 

4. 标准展位自带灯具/音响等接电，请到设在展馆内的服务处缴纳电源接驳费和电费; 

5. 需要用水点应事先向主场搭建服务商提出申请，并由展馆专业人员接驳到位。禁止直排水至展馆内，如有机器用水，参

展商需自带水循环装置或向展馆申请处理排水处理，否则展馆有权拒绝其用水申请; 

6. 搭建展位用电配置搭建不允许遮挡或覆盖展馆的地面电箱及墙面电箱。如确需遮挡或覆盖，需申报并获准，但遮挡须留

出宽 0.6 米的进入通道；覆盖地井配电箱须留大于配电箱的活动盖板，并留有足够的箱前操作间距。操作间距以能打开

电箱操作为衡量依据，但不得小于 0.6 米，以便安全检查和故障处理； 

7. 特种作业人员资质：特种作业人员（电工等）应持有国家相关机构颁发的有效证件——《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 

8. 参展商使用自带空压机及储气罐（压力容器）等设备，应确保设备符合相关国家安全标准，由专业人员进行连接、操作

作业，并对设备在展馆内的安全运行承担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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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展商及搭建商必须确保其展台内所有电源(24 小时用电除外)在每日闭馆前关闭，否则由此产生的费用及

罚金参展商及搭建商自行承担； 

七、包装物料存放  

⚫ 请勿在通道堆放建筑垃圾或包装物料,需仓储的包装物料,可向展馆服务处申请办理临时仓储手续,不可堆放于展厅内； 

⚫ 出入馆内的展品及工具类的物品，须到主办机构设在展馆现场的工作处办理“出门证”方可出馆； 

⚫ 为保护展馆地面,在进出馆过程中应使用轮式载物车装载物品进行移动,严禁采用直接与地面接触推拉方式移动物品； 

八、其它规定  

⚫ 严禁携带氢气球、冷烟花等危险品进入展馆。  

⚫ 展馆安排统一就餐区和提供餐饮服务，禁止在非餐区用餐。 

九、有关设备租赁方面的告知  

参展商及搭建商如需电器用电、照明用电或机械用电，须向展会主场搭建服务商提出申请，费用由参展商及搭建商承担，

详见《电源接驳租赁及其他费用》，租用请求需于 2021 年 09 月 10 日前电邮至主场搭建服务商。请参展商（包括参

展商委托的搭建商）如实申报电量，如因现场勘查与申报不附所导致一切后果均由参展商及搭建商自行负责； 

为保障展会的安全，主办机构不允许标准展台的参展商自行加装照明设备；如需加装照明设备的参展商请向主

场搭建商提出申请，待审核通过后，由专业电工人员进行安装操作；如参展商自带超过负荷的用电设备，须向

主场搭建商提出增量电源申请。 

参展商如有额外家具租用，包括电器、AV 设备、水源等需求，请于 2021 年 09 月 10 日前在展会官方网站

上办理租用手续或直接向展会主场搭建商提出租用请求，费用及押金由参展单位承担，细节详见官方网站。 

参展商及搭建商自带 24 小时不间断用电设备入馆，请向主场搭建商交纳安全管理费，每台人民币 400 元/展期. 

参展商或其委托的搭建商在交齐各项费用后(如施工证、水、电、场地管理费、施工押金等其它相关费用)，将

由主场搭建服务商统一将电、水源等接驳到各展台内(需自备电箱)。 

 

十、付款及相关事项 

参展商在确定相关租赁项目后，请安排于 2021 年 10 月 08 日前将款项汇至主场搭建服务商北京思德展览服

务有限公司（相关汇款途径信息请参看付款通知单）。凡预订完成的租赁项目，其退或调换请求的受理截止日期为

10 月 15 日。对于 10 月 15 日之后的提出的任何变更请求均无法受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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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按时得到相关服务并避免因过时提出请求所产生的附加费用，望参展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申请和汇

付相关费用。参展商或搭建商未在规定日期内交付全部款项，将视为取消订单； 

如需在展会现场缴纳相关费用请提前告知，现场只接受电子支付或现金的付款方式； 

十一、北京思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新利、王洪宇  电话：(010)8459 2408/09/10  

地   址：北京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甲 2 号佳境天城 A 座 1106 室  E-mail: bjsidexoffice@163.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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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 要 点》 

1、展馆内禁烟，禁止在展台内用餐，请到指定就餐区内用餐。 

2、展馆限高及承重 

A1-A4 馆、B1-B10 馆搭建高度均不超过 6 米；面积小于 36 平方米的展位，搭建高度请参照须知第二页搭建高度限制细则； 

A1-A4 馆、B1-B5 馆地面负荷不得超过 5 吨/m2 ；B6-B10 馆（二层）地面负荷不得超过 1.5 吨/m2; 

3、特装审核 

请施工单位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前附施工方营业执照复印件、展台搭建效果图（注明施工材质）、平面图（标明尺寸）、电路图报请主场搭建服务商审核，有吊点的

展位请于申报前咨询主场并按详细规定提交申报资料，所有材料请在限定日期前快递并邮件到主场搭建服务商-北京思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4、展台施工 

地面必须铺设塑料地膜及一次性防护地毯（全新），施工材料、工具等请放置地毯上。钢架结构展台，必须铺设防护木板。 

5、 搭建二层展台 

a). 展位净面积必须是 72 平米以上(含 72 平米); b). 搭建的第二层面积限于展位地面面积的 1/2 以内; c). 搭建的第二层面积 50 平米以上的，须配备两个出入口; d). 搭 

建总高度不得超过各馆限高 6M; e). 搭建的第二层展台不得从事演示活动。 

6、施工安全 

施工人员作业时必须佩戴合格的安全帽。高空作业时,应使用安全合格的提升工具及操作平台，系好安全带。         

展台施工安全和结构安全及施工单位作业时造成各种意外，由施工单位自行负责并承担全部责任。 

7、用电要求 

a). 特殊需用水/电/气的展台不得自行接驳，请向主场搭建商申报，展台内跨道使用电/气需有过桥板保护。 

b). 线路、设备的安装人员，应持有“电工证”上岗操作，备复印件报备主场搭建服务商；不得私乱接（拉）电线，安装电气装置总负荷不得大于申报的总电量；展台 

内跨道使用。 

c). 特装展位搭建不允许遮挡或覆盖展馆的地面箱及墙面箱。如确需遮挡或覆盖,需申报并获准,但遮挡须留出宽 0.6 米的进入通道；覆盖地井配电箱须留大于配电箱的活 

动盖板，并留有足够的箱前操作间距。 

8、严禁内容 

严禁封顶、弹力布、霓虹灯、易燃易爆及带有刺激性气味的材料进馆；禁止占用通道、电刨、电锯、喷漆、焊接、明火作业；禁止在地面、柱体墙面使用粘胶物；严禁遮

挡展馆内的消防设施、音响、紧急出口、设备间、观众通道等。全馆禁烟，违者罚款 200 元。禁止破坏展馆任何设施。 

9、消防审核 

所有展台构件、装饰和搭建材料均须符合消防要求,木质建材均应涂满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防火涂料、油漆。现场实际搭建的结构和材料必须与报批图纸相符。展台内外 

地面的电线必须都做穿管处理；搭建现场、通道处应配备手持式干粉灭火器（每 50 平方米配备不少于 2 具） 

10、展商使用自带空压机及储气罐（压力容器）等设备，应确保设备符合相关国家安全标准，由专业人员进行连接、操作作业，并对设备在展馆内的安 

全运行承担责任； 

11、建筑垃圾及包装皮 

请勿在通道口堆放建筑垃圾和包装皮。搭建期间使用的各类包装箱、纸屑等杂物务必及时清理出馆外，需要仓储的包装皮，请到展馆的服务处办理仓储手续。 

12、在展览期间指定专人负责控制展台音量在 60 分贝以下，相互不搞音量竞争；相关设计也要将扬声器朝向展台内部。 

13、撤展  

拆卸展台时应设专人看护不得强行推到、高空抛物及危险施工，应遵循先非承重部位、后承重部位以及自上而下进行，不得采取站在背板及结构上口采用晃动、撬动 

或用大锤砸背板及结构的方法进行野蛮拆除。在规定时间内各展台全部物品及建筑垃圾运离展馆，清除展位内残留胶痕、污渍，对不按规定执行的搭建者，展馆按情 

节严重扣除施工押金。 

更详细的说明及要求请阅读《搭建须知》。 

                                                              搭建商已阅读并签字盖章： 

                                                                   签署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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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搭建展位施工审核表》 

展会名称 2021 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中国国际水产养殖展览会 

参展企业  施工单位  

施工单位负责人  联系电话  

展位号  展台高度  施工证数量  

展台面积（㎡）  吊点数量  货车证数量  

货车预计抵达展馆的日期

及详细时间 
 水点（有/无）  货车长度（m）  

重型设备（有/无）  现场粉刷（㎡）  气点（有/无）  

撤展方式 

自行撤离     

只拆结构、委托展馆撤      

全部委托展馆拆撤 

材质说明  

已详细阅读并遵守施工要点各项条款。                      

                   施工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青岛.红岛国际会议展览中心项目经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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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装搭建委托书》

截止日期 年 月 日

授权公司 参展商 名称 ：

展位号：

展会主办机构授权北京思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为主场搭建服务商

如有疑问，请您联系

杨新利 王洪宇（先生） 电话

电邮

我们委托以下公司为我公司展台的搭建公司，且证明该搭建公司已与本公司签订相关搭建合同，并确保其按《搭建须知》中所标

示的各项规定及要求进行展台施工，并遵守所有安全条例。

搭建公司名称：

联系人：

电话：

联系方式：

现场负责人

现场联系方式

参展商 公司印章：

签署日期：

授权签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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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接驳租赁价格说明表     截止日期：2021.09.10 

 

请回传至：北京思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展位号码：                     日期: 

Email：bjsidexoffice@163.net                                     参展公司名称：                   

      A1.A2.B10 馆：王洪宇 (TEL: 010-84592408-602)       预定公司名称: 

      A3.A4.B4.B5 馆：于伏雨 (TEL:  010-84592408-666)  预定负责人： 

       B1.B2.B3 馆：张伟 (TEL: 010-84592410-625)       联 系 电 话:                        

B6.B7.B8.B9 馆：杨新利(TEL: 010-84592409-668)     邮   箱:                                                                 

请根据所需在数量及金额栏内填写并回传：（请确保该表格填写的准确性及清楚） 

名 称 规 格 
预订价格 

（RMB） 

现场价格 

（RMB） 

数 

量 

金额

小计 
备 注 

动力电接电/ 管理费(室内 

不含配电箱 

单相 15A/220V 750 1125    

单相 30A/220V 1200 1800    

三相 15A/380V 1600 2400    

三相 30A/380V 2700 4050    

三相 60A/380V 4800 7200    

三相 125A/380V 8500 12750    

24 小时电接电/管理费     

不含配电箱 

单相 15A/220V 1400 2100    

单相 30A/220V 2300 3450    

三相 15A/380V 2500 3750    

三相 30A/380V 3500 5250    

三相 60A/380V 6600 9900    

三相 125A/380V 11500 17250    

布展期间施工临时用电    

不含配电箱 

单相 15A/220V 600 900    

三相 30A/380V 1000 1500    

配电箱 
注：建议自备 

16A 150 225    

32A 300 450    

63A 600 900    

125A 1500 2250    

施工管理费（每平米） 空地展位 30 45    

工作证 个 20 20    

车证 个 50 50    

24 小时不间断设备管理费 台 400 400   自带冰箱/柜、鱼缸等 24小时设备管理费 

吊点（限 500 KG） 处 1200 1200 
  1.不含升降平台租赁费，费用单独与展馆结算 

2.申报前请务必向主场搭建商咨询，其它规定

请参考“吊点使用注意事项” 

压缩空气 处 1500 2250   0.8Mpa(包含接气管和接驳费用） 

有线网络 

10M 宽带专线 600 600    

20M 宽带专线 1000 1000    

50M 宽带专线 1600 1600    

100M 宽带专线 3000 3000    

上下水                   处 3200 4800   上水口径 25mm/下水口径 50mm 

备注：搭建的展位分布于不同的展馆请自行分开申报！                         金额合计：         

申报电量需按以下三部分开申报： 1.  照明与设备用电总电量                                                

                                     2. 24 小时电接电（冰箱/鱼缸等 24 小时不间断设备运行用电） 

3.  布展期施工临时用电                
★ 以上物品报价均为展期内价格，凡租赁的物品送到展位后需退、调换的加收 30%用工费。 
★ 上述电量报价只包含电量接驳的费用，不含电箱的费用，电箱请搭建商自备或向展馆租赁。 
★ 上述物品报价在申请截止日期前有效，逾期增加 30%，现场增加 50%。 

各

馆

负

责

人  

mailto:bjsidexoffice@163.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