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参展商：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CIEPEC2023）将于2023年4月13日-4月15日

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举办。展会将为业内人士打造产学研用一体

化高端交流展示平台，助您与各界深度交流，拓展商机！

为帮助您顺利参展，我们为您精心准备了参展商手册。手册为您提供参展所需

的各项重要信息，请您务必认真阅读，遵守相关规定。

请根据相关要求，在截止日期前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准确提交各项材料。如需

更详细的信息或帮助，请直接与相关服务方联系。

我们将为您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预祝您展出成功！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202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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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PEC2023 综合信息

展会信息

展览名称：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CIEPEC2023）

时 间：2023年4月13—4月15日

地 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6号

组织机构

支持单位：生态环境部 北京市人民政府

政府机构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环境保护署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环境保护局 ◆韩国环境部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北京代表处 ◆挪威创新署

◆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处 ◆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北京办事处

◆英国驻华大使馆国际贸易处 ◆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商务

主办单位：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绿色合作伙伴：万华禾香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处

◆美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处

生态环境部直属单位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环境发展中心 ◆环境规划院

◆中国环境报社 ◆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土壤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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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机构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中国矿业联合会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

◆中国化工环保协会 ◆中国炼焦行业协会

◆中国畜牧业协会 ◆中国表面工程协会

◆中国铸造协会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

◆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 ◆韩国环境产业协会

◆挪威能源与环境协会

各省（市、自治区）、副省级城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北京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天津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河北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山西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辽宁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吉林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江苏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浙江省环保产业协会 ◆安徽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促进会

◆福建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江西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山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河南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湖北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湖南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重庆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四川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贵州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云南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陕西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甘肃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青海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宁夏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广州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武汉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哈尔滨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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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成都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南京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西安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长春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杭州市环保产业协会

◆深圳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厦门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宁波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青岛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大连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呼和浩特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苏州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宣传报道

◆中央电视台 ◆央视新闻客户端 ◆新华网

◆北京电视台 ◆中国环境报 ◆《中国环保产业》杂志

◆光明日报 ◆中国经济报道 ◆科技日报

◆新京报 ◆北京青年报 ◆南方都市报

◆人民资讯 ◆搜狐网 ◆凤凰网

◆腾讯网 ◆环保在线 ◆北极星环保网

◆化工仪器网 ◆全球环保研究网 ◆仪器信息网

◆必高环保人才网 ◆中环网 ◆尚云互联

◆泵阀商务网 ◆包装印刷产业网 ◆中国化工制造网

◆易水网 ◆《水工业市场》杂志 ◆《除尘·气体净化》杂志

◆《环球生态环保》杂志 ◆《绿色矿冶》杂志 ◆《泵阀商情》杂志

特邀合作伙伴

◆青山产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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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CIEPEC2023）

展出地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 展馆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6号

布展时间：2023年4月11日-12日

展前筹

展出时间：2023年4月13日-4月15日

备

工作内容 参与对象 截止时间 备注

申请展位，签订合

同，缴纳展位费

所有展商 参展咨询：010-52806512023年2月28日 9

网上提交会刊信息等 所有展商 登录CIEPEC系统申报参展商信息

及各项资料。逾期未提交，将不

保证贵司信息被收录于会刊

2023年3月17日

。

网上申请参展证 所有展商 2023年3月17日 登录CIEPEC系统进行申请，逾期

未提交，将不保证您准时获取参

展证。

申报展位搭建方案 特装展位搭建商 安全第一、绿色环保、低碳循

环。未申报的搭建商无法办理入

场手续

2023年3月10日

。

搭建商进场布展 特装展位搭建商 4月11日8:30 - 17:00 提前办理布撤施工证，凭证进场

布展，严格遵照布展有关规定施

工，并做好本展位的消防、防疫

和安全工作。

4月12日8:30 - 21:00

（加班单位需在加班当日15:00

前向主场搭建商统一申报，

21:00之后搭建按加班计费）

参展商报到布展 特装展位展商 4月11日9:30 - 17:00 展商需在主办指定位置1号馆二

层报到，领取证件，凭展商证入

场。
4月12日9:30 - 21:00

标准展位展商 4月12日9:30 - 21:00

展中日程

展出 所有展商 4月13日9:00-17:00 参展商展示产品与技术，与专业

观众洽谈。
4月14日9:00-17:00

备注：参展商在展览对外开放前半小时可以入场，观众在每日闭馆前一小时停止入场

4月15日9:00-16:00

。

撤展 所有展商 参展商撤展，展品凭《物品携出

单》(出门条)出馆

4月15日16:00-2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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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重点提示

1、展商应严格遵守上述日程安排，主办方不接受任何理由的提前撤展。请参

展商合理安排行程，避免与展会撤展时间冲突。由于时间冲突产生的任何费用由展

商自行承担。

2、为避免参展商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请参展商使用本届展会主场运输商。主

场运输商以外的运输商与参展商之间因展品丢失等发生的纠纷，主办方无法协调解

决。大宗展品进入展台请联系主场运输商安排落实。展商须在现场亲自签收展品，

并于展览会搭建/展出/撤展期间安排至少一名工作人员在展台内留守，以确保展品

安全。

4、展出期间，搭建材料以及不可手提的物品不得进馆，小推车、手拉车、手

动液压车等不得入场及使用

3、布展及展出期间，不允许已进入展馆的物品运出展馆。请4月15日15:00

-16:00至各展馆主场搭建商服务台，领取《物品携出单》(出门条)，登记物品信

息后，方可将物品带离场馆。建议展商及时撤走展板上的宣传资料和海报。请提前

与主场运输商联系货运事宜。

。

5、为保证展会顺利进行以及出于对安全方面的考虑，请所有参展公司、特装

搭建公司购买相关保险。主办单位对参展商的人身以及其财产、展品等因展览而造

成的直接或间接的遗失、破坏、损毁概不负责。

6、参展商务必自行保管好展品及财物，因无人看守展台，造成物品丢失，后

果自负。

7、凡于布展及撤展期间进入展馆（室内及室外）的展商、施工搭建人员及运

输商，请佩戴安全帽。参加高处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要求系好安全带。未遵守以上

规定的人员，展馆现场安保人员及主场搭建商有权拒绝其入场或禁止其施工，情节

严重者，相应的处罚金额将在押金中扣除。安全帽和安全带自备。

8、展会期间每家参展商须指定一位现场安全负责人，负责现场安全管理及协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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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1、主办单位：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二七剧场路6号

电话 +86-10-52806519 E-mail intl@caepi.org.cn

国内参展商 孟 骁 +86 18600933107 杜 磊 +86 13436375866

国际参展商 张业玲 +86 18610359205 郑甜甜 +86 15051853117

宣传合作 郑甜甜 +86 15051853117

2、主场搭建商：北京唯美创意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6号院12号楼国展商务中心A501室

电话 +8610-84551155 网址： www.pbr.net.cn

联系人 刘 源 电话 +86 13701037842

国内展商 李 双 电话 +86 13331170169 邮箱： shuang.li@pbr.net.cn

国际展商 汪凤珍 电话 +86 13331171782 邮箱： fengzhen.wang@pbr.net.cn

3、主场运输商：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地址 中国北京朝阳区安贞西里五区仟村商务楼A座1010室 100029

电话 +8610-64430847

+8610-64430849

传真： +8610-64430846 邮箱： dumi@vip.sina.com

国内展商 曾 彬 电话 +86 13426429294

国际展商 徐冬云 电话 +86 13311466533

第11/144页

mailto:intl@caepi.org.cn
http://www.pbr.net.cn/
mailto:shuang.li@pbr.net.cn
mailto:manman.wang@pbr.net.cn
mailto:dumi@vip.sina.com


CIEPEC2023 综合信息

参展规则

法律

参展商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法律。

规定

参展商的展品必须严格符合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的所有规定。

1、主办单位保留部分或全部拒绝、禁止任何展品的权利。

2、在所有展馆内禁止吸烟。

3、不准阻隔或妨碍消防装置和应急设备。

4、所有物品不准阻碍展馆通道。

5、禁止在展位上零售商品。

6、参展商必须留意展示的噪音水平，音响系统应当保持在最低水平，不能影响其他参展商。

展位和展品

1、有关展位搭建规则的任何问题, 请咨询北京唯美创意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2、如因参展商不正确的搭建工作所导致的展场物品损坏,主办单位有权索赔。

3、禁止在标准摊位的墙上钉钉、钻孔、涂油漆或贴风波胶带。

4、禁止在展馆内使用电锯或喷雾漆。

5、禁止在屋顶或管道上悬挂任何物品, 展位和展品的高度限制为5米。

6、海报和其他促销材料只能在展位内张贴,不能在展馆内的墙上或柱子上张贴。

7、所有参展商和搭建商不能将自己的电器用具直接与场馆内的主电源相连。供电工程及与场馆主电源的连接工作只能由主

办单位指定的展位承建商执行。指定的承建商有责任和权力依据安全规则对所有展位的电器安装进行监督。主办单位保留

拒绝违反安全规则的参展商参展的权利。

8、所有展品均不得在规定的撤展时间前拆除。

9、所有物品在搬出展馆之前均须开具出门登记，出门登记须在展位所在展馆主场服务台开具。

防火或安全规则

1、展馆内禁止吸烟或燃烧物品。

2、将任何可燃或爆炸物品带入展馆,须事先到安全保卫部门申请并获得通过。

3、主办单位在接到安全保卫部门通知的情况下,可随时增订额外的安全规则。

违反上述规定的惩罚措施

1、参展商所在展位的水电供应将被切断。

2、参展商将被禁止参展。

安全、责任和保险

l、主办单位将向参展商提供普通保卫服务,但参展商仍有十分必要确保自己的展品及其它所属物品的安全,以免丢失或损

坏。

2、主办单位和指定服务提供商没有义务对参展商在运输和展览过程中发生的展品损坏或物品遗失进行赔偿。

3、参展商有责任对展品、展示材料和展位在运输和参展期间因被盗或由火灾、水灾造成的损失进行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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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参展单位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安全工作和疫情防控要求

(参展单位)

：

为做好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安全工作和疫情防控，请各参展单位

严格落实以下要求。

二、所有参展人员需持参展证进出展馆，请向主办单位提供所有参展人员的实

名登记信息。安全员监督本单位人员做好参展证登记和使用工作。无证人员不得入

场。参展证所需人员信息请参考填报说明实名填写，一人一证，不得转借

一、指派一名安全员负责所在展位的安全工作和疫情防控，与主办单位保持

紧密的日常沟通。

。

三、做好人员健康自查工作。展会现场所有人员须全程佩戴口罩。

四、做好展位安全工作。展位进行敞开式设计，避免搭建封闭空间，尽量使用

环保材料，做好展位通风消毒。如展位临近消防栓，要保证消防栓正常使用。展位

配备消毒洗手液、消毒湿巾、口罩等防疫必需物品。展会期间要做好个人防护；做

好展品防护，配合展馆方及搭建商对公共区域和展位做好日常消杀工作。

五、特装展位展商须监督搭建商做好展位搭建安全和疫情防控工作。

六、所有人员应接受安全检查、严禁携带危险及违禁用品进入场馆。展会现场

全程禁烟。

请各单位务必提高认识，落实到位。以上要求如有变化，我们将及时通知贵单

位，请配合主办方按最新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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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搭建商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搭建安全和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搭建商)

：

为做好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安全工作和疫情防控，请各搭建商

严格落实以下要求。

三、做好人员健康自查工作。展会现场所有人员须全程佩戴口罩

二、所有搭建人员需持工作证进出展馆，请向主办单位提供所有搭建人员的

实名登记信息。安全员监督本单位人员做好工作证登记和使用工作。无证人员不

得入场。工作

一、指派一名安全员负责所在展位的安全工作和疫情防控，与主办单位保持

紧密的日常沟通。

证所需人员信息请参考填报说明实名填写，一人一证，不得转借。

。

请各单位务必提高认识，落实到位。以上要求如有变化，我们将及时通知贵单

位，请配合主办方按最新要求执行

五、搭建商须接受特装展位展商监督做好展位搭建安全和疫情防控工作。

六、所有人员应接受安全检查、严禁携带危险及违禁用品进入场馆。展会现场

四、做好展位安全工作。展位进行敞开式设计，避免搭建封闭空间，尽量使用

环保材料，做好展位通风消毒。如展位临近消防栓，要保证消防栓正常使用。展位

配备消毒洗手液、消毒湿巾、口罩等防疫必需物品。展会期间要做好个人防护；做

好展品防护，配合展馆方及参展展商对公共区域和展位做好日常消杀工作。

全程禁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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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1. 如果参展商参展展品已取得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商标权、专利等），

请携带相关权利证书或其他证明材料。

2. 参展商应在展前和展中加强对其展品、展位设计、包装、广告宣传材料及

其他任何展示部分的自查自纠，防止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若因知识产权侵权而

遭到相关部门处理或相关权利人主张权利的，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自

行承担损失和赔偿责任。

3. 展会期间，未经允许不得对他人展品拍照、录像或以其他方式记录、复制

展品的关键技术特征。展台设计、展板、图纸的著作权等同时受到相关法律保

护。

4. 如使用音乐，参展商须依法获得授权或办理许可。相关内容可咨询中国音

乐著作权协会。

5. 参展商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如遇到知识产权纠纷，请及时联系主办单

位。 联系人：杜磊 13436375866。

6. 未经展会主办单位同意，任何参展商、服务商、供应商等不得使用展会主

办单位或展会的标识、展会名称（含中英文）、宣传口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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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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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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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酒店

2、北京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 ★★★★★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北三环七圣中街12号云南大厦，(距国展1.5公里左右，步行20分钟左右，

打车10分钟左右)

电话：(010)6429888

1、北京皇家格兰云天大酒店 ★★★★★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甲6号，(距国展0.1公里左右，步行5分钟左右)

电话：8610-6461-3132，136 4101 6511（张经理）

8

3、北京希尔顿酒店 ★★★★★

地址：北京朝阳区东三环北路东方路1号，(距国展2公里左右，步行30分钟左右，打车15分钟左右)

电话：(010)58655000

4、北京鹏润国际大酒店 ★★★★★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 (距国展2公里左右，步行30分钟左右，打车15分钟左右)

电话：(010)51086688

5、金茂北京威斯汀大饭店 ★★★★★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7号，（距国展2公里左右，步行30分钟左右，打车15分钟左右）

电话：(010)59228888

6、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 ★★★★★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2号，(距国展1公里左右，步行15分钟左右)

电话：(010)64622288

7、诺富特三元酒店 ★★★★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院18号，（距国展1公里左右，步行15分钟左右）

电话：(010)58296666

8、北京贵州大厦 ★★★★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西桥樱花西街18号(和平西桥东北角)，（距国展2.5公里左右，步行30分

钟左右，打车15分钟左右）

电话：(010)5810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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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参展商邀请函申请表

表格1：邀请函申请表(国际参展商)

请用楷体字书写清楚或打印。

如增加申请人，请复印此表，并自留此表

主办单位（CAEPI）为国际参展商提供办理签证所需之邀请函
请填妥此表后于2023年3月17日前发电子邮件或传真至主办单位

。

女士/先生 姓 名

国籍 出生日期

职务 护照号码

入境日期 出境日期

公司名称

申请人邮箱

获签证地(城市)

备注：超过日期的申请表，不予保证获得邀请函。

授权人姓名： 展位号：

职 位：

公司名称：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Email：

签 名： 日 期：

郑甜甜 女

请发邮件或传真至：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北京市二七剧场路6号

邮编：100045

传真：+861052806500

电子邮件：intl@caepi.org.cn 

电话：+861052806519

联系人：张业玲 女士

士

重要提示：境外人员入境及防疫要求，请关注入境当地防疫政策，咨询电话：010-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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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PEC2023参展证申请表

CIEPEC2023参展证申请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护

照号码/港澳

台通行证号码

户籍详细

地址
公 司

名称

展位号 手机号

1

2

3

4

5

6

备注：

1.请在2023年3月17日前，按照《展商信息线上填报》说明线上提交参展证办理所需信息。逾期

未提交，将不保证您准时获取参展证。

2.根据安全及防疫要求，所有参展人员均需按以上内容提交真实信息，请务必准确填写。您的身

份信息将仅用于公安报备及制作参展证件，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

3.我们将根据参展面积提供参展证件（每9平米展位免费提供4张参展证，请依照展位面积核算，

最多每家企业申请不超过50张）。

4.根据安全及防疫要求，参展证仅限参展企业人员使用，不得转交搭建商等第三方使用，请参展

企业严格遵守。如发现非参展企业员工使用，将取消下一年所有参展优惠。

联系人：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杜磊13436375866，孟骁18600933107，张业玲18610359205，

邮箱：intl@caepi.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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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商 信 息 线 上 填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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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信息线上填报

会刊及参展证填报指南

（本指导书仅针对展会信息填报业务，协会其他业务填报方法请

咨询相关部门）

一、注册及登录

1.登录www.ciepec.org---点击“展商登记”。

2.输入企业在中环协系统中的的账号及密码，未注册的企业点击注册账号，按照注

册步骤注册完成即可。

3.点击“展商信息”登录系统--点击“展商报名”；

第25/144页



展商信息线上填报

4.按照页面要求将信息输入对应的位置，此页内容为展会会刊对外展示内容，请企

业确保所填内容正确无误。如企业没有英文介绍，可将企业主营业务的关键词

翻译为英文填写（因字数有限，建议在企业简介中填写企业主营业务）。

截止时间：2023年3月17日前。逾期未提交，将不保证贵司信息被收录于展会会刊

内。

第26/144页



展商信息线上填报

※此栏为参展证登记栏，第一次填写需至少填写一个人的真实信息，其余人员后续

可自行添加（截止时间：2023年3月17日前）。

5.带*标记的内容全部填写完整后，点击保存，出现企业LOGO上传选项，请将LOGO

上传后，点击提交，完成填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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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交后，请务必于2023年3月17日前完善参展人员证件申请，增加或修改参展

人员信息，可以登录系统，点击“报名记录”--“调整”，进行人员信息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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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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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21年起，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全新打造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CIEPEC）线上平台，开启线下+线

上双线融合形式。

      平台兼具PC端及微信小程序端，集“千人千面”智能推荐、直播面对面、24小时即时沟通、供需精准

对接等功能，助力展商与观众展前、展中、展后全程交流。

      CIEPEC线上平台将发挥线下展览提前预热、专业观众扩邀裂变、展商观众精准对接的作用，有效提升

您的参展效果。通过线上平台，您可以：

      在线长期展示：全年对接目标客户，潜在受众成倍增长；

      突破展位局限：产品展示数量不限，产品信息即时更新；

      系统智能匹配：精准推送专业买家，扩邀对接商机不断。

      谒诚服务，不遗余力是CIEPEC多年来对每一位展商的坚定承诺！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衷心祝愿各位

业届同仁CIEPEC线下线上双丰收！

      联系方式：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国际部

      孟  骁18600933107/010-52806519-5195/mengxiao@caepi.org.cn

      杜  磊13436375866/010-52806519-5193/dulei@caepi.org.cn

      张业玲18610359205/010-52806519-5192/intl@caepi.org.cn

      郑甜甜15051853117/010-52806519-5194/intl@caepi.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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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展商使用手册（PC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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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展商登录

进入展会官方网站www.ciepec.org首页，点击“线上平台”图标浏览。

01

进入线上平台首页，点击右上角“注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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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登录方式：点击“我是展商”以展商身份登录，可选择“手机号＋验证码”

或“邮箱＋密码”的方式登录。

• 备注：选择展商身份登录后，可编辑自己展位内容，查看主办和自己发布的内容，如查

看其他展商和展品详情，需退出展商身份，以观众身份登录。

登录后默认进入问卷管理页面，请在首次登录时按实际情况认真完成问卷调研，以便准确匹

配用户，为您带来商机。

2、问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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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理为企业管理员权限，点击左侧导航栏第二项公司管理，点击“公司信息编辑”开始

维护公司信息，请按示例和要求进行公司信息编辑。

03

① 上传企业图片

② 上传企业视频

③ 上传企业LOGO

④ 添加数据项

3、公司管理

4、展品管理

4.1添加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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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展品图片：此处上传的是一个展品的多张不同角度的图片，第一张图片将作为该展品的

封面图，每个展品最多上传10张图片，图片越丰富，曝光率越高，请积极上传。

② 视频封面图：封面图用于展品视频封面，在视频未播放时展示在视频封面。

③ 添加展品标签：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展品所属分类标签。

④ 添加数据项：填写展品名称、展品品牌和展品描述，请尽量详细进行描述。

4.2再次编辑、删除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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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① 点击“编辑”针对已添加的产品图片、视频、描述等信息进行修订。

② 点击“删除”可删除当前展品。

③ 点击“详情”可对展品所有介绍详情进行预览。

④ 上传的展品可实现批量操作，包括：批量更改可见范围、批量更改产品类别、批量删除。

5、员工管理

① 点击“添加员工”输入员工的姓名、邮箱或手机号（作为员工的登录账号，需真实）、

职务。

② 在员工列表可再次进行编辑及删除的操作。

③ 添加员工后，该员工可进行展品发布与管理、使用邀约等功能与客户进行互动。

6、数据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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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展商基础数据：浏览量、访客数、收藏人数，可点击查看观众明细并导出excel留存，发

站内消息联系对应观众。

② 展品统计：浏览量、浏览人数、收藏人数，可点击查看观众明细并导出excel留存，发站

内消息联系对应观众。

③ 商脉圈统计：商脉圈总量、评论、点赞人数，可点击查看明细并导出excel留存。

④ 邀约统计：收到邀约总量、发出邀约总量，点击可查看明细。

7、消息中心

7.1发送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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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与您或您与观众互相发送的消息将自动保存在消息中心。

7.2消息列表

8、邀约管理

消息列表将接收邀约通知、审核通知、主办通知、意向订单通知，请注意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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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点击“已确认”，双向确认，互为好友，已经成为您客户池买家。

② 点击“待确认”，单向邀约，未通过，可以在线发消息洽谈。

③ 点击“消息”按钮，在线洽谈。

④ 管理员可以收到向本公司发起的所有邀约，普通员工可以收到向自己发起的邀约。

9、意向订单管理

① 观众对感兴趣的产品，可填写意向信息和数量后发送展商，展商在工作台可接收意向订

单信息。

② 管理员账号可查看公司下所有员工的客户信息、订单信息，并可分配客户和订单。

③ 分配的业务员可以和订单意向观众进行沟通，管理意向订单。

第41/144页



09

10、热点图管理

① 点击“添加热点”，上传场景图，添加并设置热点相关联展品。

② 点击“删除”可删除当前场景。

③ 点击“编辑”上传场景图，点击图片任意位置设置热点并关联展品。

④ 上传的场景图将展示在首页，关联展品是您已上传的展品，如果没有展品，请前往展品

管理页面进行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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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直播管理

① 点击“新建直播”上传直播信息。

② 合理规划直播时间、主题、内容。

③ 直播可分享，创建成功上线后即可生成直播分享链接。

④ 开播前1小时可获取OBS推流地址及密钥。

⑤ 具体操作指南请参见《展商直播操作手册》。

12、商脉圈

可发布供需信息，动态，与目标客户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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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求内容：填写您的商脉圈内容，让观众了解您的产品或供应信息。

② 上传图片/视频：一条商脉圈最多可上传9张图片或一个视频（类似朋友圈）。

③ 选择标签：选择您的目标观众，这些观众将在商脉圈中接收您的供应信息。

13、邀请码

用于邀请特定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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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展商可以将邀请码发送给目标观众。

② 通过邀请码邀请的观众将会直接加入您的客户池。

③ 观众通过邀请码可以查看仅客户池可见的直播与展品。

14、邀请函

用于扩邀买家。

① 输入客户的姓名和邮箱。

② 点击“新增”可输入下一个需发送的姓名和邮箱。

③ 点击“批量发送”可一次上传多个客户信息，上传前请先下载批量发送模板。

④ 用户扫描邀请函中的小程序二维码可跳转到企业详情页。

⑤ 用户在PC点击了解更多，进入PC展商详情页。

⑥ 可在左侧导航栏“邀请函管理”中查看邮件发送结果，并可查看通过邀请函完成参观注

册的用户名单，邀请更多的观众有机会获主办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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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展商使用手册（小程序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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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切换展商身份

进入CIEPEC线上平台小程序，登录后点击右下角“我的”，点击第一项“我是参展商”打开

展商服务。

13

2、公司管理

2.1公司基本信息管理

小程序展商端的公司管理功能可快速维护企业信息（此操作仅限该企业管理员账号），修改

信息与PC端展商工作台信息同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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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展品管理

展品管理可查看所有已添加的公司展品，如需修改或添加新展品，请登录PC端展商工作台操

作。

14

2.3问卷管理

问卷管理用于选择和修改企业性质等匹配信息，修改后PC端展商问卷信息会进行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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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户池（已邀约成功的买家）

展商在找买家页面邀约的买家，可在客户池页面查看邀约状态，如被邀约的买家确认了您的

邀约，可在客户池-全部里查看。

V

4、我的日程

我的日程用于管理已加入客户池的观众邀约见面的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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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的收藏

我的收藏用于查看展商收藏的活动日程信息和观众名片，可在此处对观众进行邀约，待观众

确认后加入客户池。

6、商脉圈

l 商脉圈：商脉圈所发布的内容需要通过主办方审核后才可展示给观众浏览。

l 接收对象：选择您的目标观众，这些观众将在商脉圈中浏览您的供应信息。

l 需求内容：填写您的商脉圈内容，让观众了解您的产品或供求。

l 上传图片/视频：可选择上传图片或视频（不可同时），要求图片不低于750*750像素、

支持png、jpg格式，图片大小不超过2M，最多上传9张图片；视频要求仅限MP4格式，视

频大小不超过100M，一条商脉圈仅一条视频。（类似微信朋友圈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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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找买家

点击底部导航栏“找买家”按钮，进入找观众页面，可筛选查找您感兴趣的观众进行收藏或

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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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海报制作

点击首页海报制作按钮，可选三种模板制作您企业的专属海报用于宣传，使用展商模板、展

品模板的海报会生成专属您企业的二维码，用户扫码即可进入您企业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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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搭建综合信息

展 台 搭 建 综 合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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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搭建综合信息

迈进碳中和，环保人在行动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CIEPEC2023）绿色参展倡议

尊敬的参展商：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将于2023年4月13日-4月15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举

办。感谢各单位一直以来的参与和支持！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致力于打造绿色展会，推行绿色发展理念。2018年，我会发起绿色参展倡议，

精心打造“绿动CIEPEC”系列活动。2019年和2021年，我会与万华禾香板业携手，实施“CIEPEC绿色合作

伙伴”计划，使用无醛秸秆材料对展馆功能区进行绿色搭建。2021年，我会与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发起LPU（Litter Pick up）倡议，号召参展单位和与会人员绿色参展、绿色参会，倡导垃圾

分类回收和再生利用。作为主办方，我们很欣喜地看到，一些具有社会责任的环保企业已经开始精简展台

设计，采用可回收材料搭建展台。

2021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2021年6月22

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南》。2021年11月1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

部发布的《环保展台设计制作指南》正式实施。在“双碳”目标的时代大背景下，会展业将驶入低碳循环发

展的快车道。

CIEPEC2023展会将以“绿色低碳、持续发展”为主题，与参展参会单位共同促进展会绿色转型和高质

量发展。我们倡议：

1、遵循“简约化、模块化、低碳化、安全化”的原则进行展台设计和搭建，使用绿色可循环材料，少用一次

性木质材料。

2、使用可再生材料制作展会宣传品，如使用可再生棉制作资料袋，使用可再生纸印制宣传册等。

3、减少一次性纸张用量，优先使用新媒体进行宣传，如微信、抖音、小程序、视频号、CIEPEC线上平台

等。

CIEPEC2023将以“你在我心中是最美”为主题，开展绿色展台宣传活动，欢迎您的积极参与！在此，

我们诚邀各参展单位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参展理念。环保人一起携手为绿色低碳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附件：

1.《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南》

2.《环保展台设计制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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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应对气候变化研究中心、清华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清芝、周才华、汤丽君、李春梅、周玲玲、张小丹、孙粉、周剑、石隽隽、

曹丹丹、薛靖华、张杰、张欢、杨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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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大型活动碳中和的基本要求和原则、实施流程、实施计划的制定与发布、实施、排放

核算、碳中和实现、评价和实现声明。 

本文件适用于大型活动碳中和，其他活动可参照本文件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1598  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51366—2019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 31598、GB/T 32150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碳中和  carbon neutrality 

实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措施后，将不可避免的排放量通过购买碳配额、碳信用的方式或通过新建林

业项目产生碳汇量的方式抵销大型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3.2  

大型活动 large-scale event 

在特定时间和场所内开展的较大规模聚集行动,包括演出、赛事、会议、论坛、展览等。 

3.3  

大型活动组织者  event organizer 

发起和（或）管理整个大型活动或大型活动某方面的实体。 

[来源：GB/T 31598—2015，3.10] 

3.4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

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范围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

化合物(HFCs)、全氟碳化合物(PFCs)、六氟化硫(SF6)和三氟化氮（NF3）。 

[来源：GB/T 32150—2015，3.1] 

3.5  

碳配额  carbon allow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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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下，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单位和个人依法取得，可用于交易和碳市场重点排放

单位温室气体排放量抵扣的指标。1个单位碳配额相当于1吨二氧化碳当量。 

3.6  

碳信用  carbon credit 

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认定程序确认减排量化效果后，由政府部门或国际组织签发

或其授权机构签发的碳减排指标。1个额度碳信用相当于1吨二氧化碳当量。 

注： 对于中国自愿减排项目，碳信用指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 

4 基本要求和原则 

4.1 实施碳中和的大型活动，应结合大型活动实际情况，实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再通过抵销

的方式中和其最终排放的温室气体，实现碳中和。 

4.2 核算大型活动温室气体排放应遵循完整性和准确性原则并做到公开透明。 

5 碳中和实施流程 

大型活动碳中和流程包括碳中和实施计划的制定与发布、减排行动的实施、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碳

中和实现、碳中和评价及实现声明。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流程见图1。 

 

图1 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流程图 

6 碳中和实施计划的制定与发布 

6.1 大型活动组织者需在大型活动筹备阶段制定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计划并形成文件，实施计划应包

括： 

制定与发布碳中和实施计划 

实施减排行动 

核算实施减排行动后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选取适宜的抵销方式实现碳中和 

是否实现碳中和 

声明碳中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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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提出减排措施。大型活动组织者在大型活动的筹备、举行和收尾阶段应当尽可能采取措施减
少其温室气体排放，并确保减排措施的有效性； 

b) 确定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与碳中和的边界，应至少包括举行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鼓励包
括筹备阶段和收尾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c) 明确碳中和的抵销方式； 

6.2 发布碳中和实施计划，发布内容应包括大型活动名称、举办时间、举办地点、活动内容、减排措

施、预估排放量、碳中和的抵销方式及预期实现碳中和时间等。 

7 减排行动的实施 

7.1 大型活动组织者在大型活动筹备、举行和收尾阶段应当实施经济可行的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的措

施，并评估这些行动的有效性。 

7.2 减排行动的实施应满足但不限于下述要求： 

a) 在筹备阶段，制定大型活动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采用可在再生能源、减少大型
活动耗材使用量、采用节能型高性能设施、考虑大型活动选址以减少交通所产生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等措施。 

b) 建立适当的流程，对大型活动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定期进行绩效评估，必要时实施改进措施，
以确保最大程度实现大型活动温室气体减排。 

8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8.1 大型活动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应至少包括其举行阶段的所有可控制和可施加影响部分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应核算其在筹备和收尾阶段所有相关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8.2 大型活动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方法学应按照本文件附录 A中推荐的核算标准和技术规范实施。 

9 碳中和实现 

9.1 碳中和实现基本要求 

9.1.1 当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计划中所覆盖的核算边界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小于等于用以抵销的碳配额

单位、碳信用额度或（和）碳汇量时，即可判定达成碳中和；反之，则不能判定达成碳中和。 

9.1.2 大型活动组织者应保证抵销所用的碳配额/碳信用或（和）碳汇是唯一的，并承诺用于碳中和的

碳配额、碳信用或（和）碳汇不作为任何其他用途使用。 

9.2 碳中和类型 

大型活动碳中和类型可分为以下两种： 

a) 部分碳中和：将大型活动的三个阶段（筹备、举行和收尾阶段）中部分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
量实施抵销。但如申请部分碳中和，应至少包含大型活动举行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b) 全部碳中和：将大型活动的三个阶段（筹备、举行和收尾阶段）所有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实施
抵销。 

9.3 碳中和抵销方式 

9.3.1 获取碳配额或碳信用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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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1 通过获取碳配额或者碳信用抵销的方式部分或全部中和大型活动筹备、举行及收尾阶段产生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其时间不得晚于大型活动结束当日。 

9.3.1.2 采用获取碳配额或碳信用实施碳中和时，应主要使用北京市试点碳市场的碳配额，其余部分

按照优先顺序使用以下类型项目的碳信用或碳配额： 

a) 全国碳市场的碳配额； 

b) 北京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认可的碳汇项目或其他减排项目产生的碳信用； 

c) 中国自愿减排项目的核证自愿减排量，应优先选取京津冀地区自愿减排项目所产生的核证自
愿减排量； 

d) 国际黄金标准减排（GS）签发的中国项目碳信用； 

e) 国际自愿减排项目（VCS）签发的中国项目碳信用。 

9.3.1.3 一旦 9.3.1.2中规定的碳配额或者碳信用被用于大型活动碳中和，对应碳配额或碳信用应在

相应的管理机构处被扣减或注销。  

9.3.2 新建碳汇林抵销 

9.3.2.1 大型活动可采用新建碳汇林抵销的方式部分或全部中和大型活动筹备、举行及收尾阶段产生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其时间不得晚于大型活动结束当日。 

9.3.2.2 采用新建碳汇林实施碳中和时应满足下述要求： 

a) 新建碳汇林产生的碳汇量审定和核证依据按照 AR-CM-001-V01 方法学等由国家或本市应对气

候变化主管部门公布的造林/再造林领域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方法学进行核算，并经具有造林/

再造林专业资质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机构实施认证； 

b) 新建碳汇林用于中和大型活动的碳汇量，不作为任何其他用途使用； 

c) 大型活动组织者应保存并在公开渠道对外公示新建碳汇林项目的地理位置、坐标范围、树种、
造林/再造林计划、监测养护、碳汇量及对应时间等信息。 

10 碳中和评价 

10.1 大型活动组织者在大型活动碳中和实现后应进行第三方评价，确认并证明大型活动实现碳中和的

实施过程按本文件执行。 

10.2 第三方评价结果可用于向公众公开并证明其声明已按本文件要求进行独立评价的碳中和活动。 

11 碳中和实现声明 

11.1 大型活动碳中和实现并经评价后，大型活动组织者应发布碳中和实现声明。 

11.2 碳中和实现声明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大型活动名称； 

b) 大型活动组织者名单； 

c) 大型活动举办时间； 

d) 大型活动温室气体核算边界和排放量； 

e) 碳中和类型、抵销方式及实现碳中和时间； 

f) 碳中和的评价方式、评价结论、评价机构名称； 

g) 声明组织（人）和声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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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大型活动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 

表 A.1中规定了大型活动排放源及其推荐适用的核算标准或技术规范，同时给出了推荐的具体核算方法

及排放因子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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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大型活动排放源、核算方法及排放因子 

排放类型 排放源 核算方法 排放因子 

化 石 燃 料

燃烧排放 

固定源：大型活动场馆及服务于

大型活动的工作人员办公场所

内燃烧化石燃料的固定设施。如

锅炉、直燃机、燃气灶具等 

可参考 DB11/T 1785-2020中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公式（2）

计算。 

化石燃料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 、碳氧化率无实测情

况下，取值可参考 DB11/T 1785-2020附录 A中表 A.1对应的

推荐值。 

移动源：服务于大型活动的燃烧

消耗化石燃料的移动设施。如使

用化石燃料的公务车等 

可参考 DB11/T 1786-2020中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公式（2）

计算。 

移动设施化石燃料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 、碳氧化率

无实测情况下，取值可参考 DB11/T 1786-2020附录 A中表 A.1

对应的推荐值。 

净 购 入 电

力、热力排

放 

服务于大型活动所需的净购入

电力、热力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

排放 

电力： 

可参考 DB11/T 1785-2020 中消耗外购电力产生的排放公

式（5）计算。 

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取值可参考 DB11/T 1785-2020附录

A中表 A.2的推荐值。 

热力： 

可参考 DB11/T 1785-2020 中消耗外购热力产生的排放公

式（6）计算。 

热力供应排放因子取值可参考 DB11/T 1785-2020附录 A中表

A.2的推荐值。 

服务于大型活动的电动车等移

动设施。如电动公务车 

可参考 DB11/T 1786-2020 中消耗外购电力产生的排放公

式（5）计算。 

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取值可参考 DB11/T 1786-2020附录

A中表 A.2的推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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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建 场 馆

建设排放 
建材生产排放及建材运输排放 

建材生产： 

可参考 GB/T 51366-2019中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计算公式

（6.2.1）。 

建材的碳排放因子取值可参考 GB/T 51366-2019 附录 D 中表

D.0.1的缺省值。 

建材运输： 

参考 GB/T 51366-2019 中建材运输阶段碳排放计算公式

（6.3.1）。 

单位重量运输距离的碳排放因子取值可参考 GB/T 

51366-2019附录 E中表 E.0.1的缺省值。 

交通排放 

大型活动组织方和参与方等相

关人员为参加大型活动所产生

的交通活动。如飞机、高铁、地

铁、出租车、私家车等。 

某人交通所产生的排放可通过某人某种出行方式的单次

出行距离、出行次数及对应出行方式的排放因子得到。 

出行方式的排放因子取值可参考《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

做好 2020 年重点碳排放单位管理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工作的通知》（京环发〔2020〕6号）附件 5中的参数。 

住 宿 餐 饮

排放 

大型活动参与者的住宿、餐饮等

相关活动。 

某人住宿所产生排放量可通过住宿天数乘以住宿排放因

子得到。 

住宿排放因子取值可参考《关于企业报告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指南（Defra/DECC,2012）》 

某人餐饮所产生排放量可通过餐饮次数乘以餐饮排放因

子得到。 

餐饮排放因子可参考《居民食品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与减

排策略》第三章节表 3-2 中各种食物二氧化碳折算系数及人

均每餐消耗量数据计算得到。 

活 动 耗 材

隐 含 的 排

放 

活动所消耗的建筑材料之外的

耗材隐含的排放。 

活动耗材隐含的排放可通过第i种耗材的活动水平数据乘

以第 i种耗材排放因子得到。 

耗材排放因子取值可参考《关于企业报告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指南（Defra/DECC,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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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 弃 物 处

理 产 生 的

排放 

垃圾填埋产生的甲烷排放 

可参考《关于印发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的

通知》（发改办气候〔2011〕1041 号）中填埋处理甲烷排

放公式（5.1）计算 

固体废弃物填埋处理率、各类型垃圾填埋场甲烷产生潜力、

甲烷回收量、氧化因子可参考《关于印发省级温室气体清单

编制指南（试行）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1〕1041号）表

5.1-5.4中的数据来源或推荐值。 

垃圾焚烧矿物碳产生的二氧化

碳排放 

可参考《关于印发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的

通知》（发改办气候[2011]1041 号）中废弃物焚化和露天

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估算公式（5.5）计算。 

废弃物碳含量、矿物碳在碳总量中的百分比、燃烧效率取值

可参考《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201103表 5.5

中对应排放因子的推荐值。 

注1：根据大型活动的实际情况，其温室气体排放源可不包括本表所列所有温室气体排放源或不限于本表所列温室气体排放源； 

注2：如推荐的标准没有标注年份，则适用于该标准的最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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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展台设计制作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环保展台设计制作的基本原则，以及展台主体、电气照明、装饰物、功能及展示效果

等方面的指导和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环保展台设计制作的全过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005  木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17  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68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429  铝合金结构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展台  booth; stand 

展览会上用于展示活动的结构单元。 

[来源：GB/T 26165—2010，2.2.9] 

 3.2 

环保展台  environmental friendly booth 

符合设计简约化、构件模块化、材料低碳化，所使用材料和构件安全、可循环利用。 

[来源：SB/T 11217—20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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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结构设计 structural design 

根据既定条件和有关设计标准规定进行结构选型、材料选择、分析计算、构造配置及制图等工作的

总称。 

 3.4 

安全性  security 

结构在正常的施工和使用条件下，以及在偶然事件发生时和发生后，保持整体稳定性。 

 3.5 

适用性  serviceability 

结构在正常的施工和使用条件下，保持使用性能。 

 3.6 

耐久性  durability 

结构在正常的维护条件下，随时间变化而仍能满足预定功能要求。 

 3.7 

功能模块  module 

根据一定范围内不同性能、不同规格的要求，划分并设计出的功能性集成化单元。 

 3.8 

模块化设计  module-based design 

通过模块的选择和组合，满足不同用户需求的产品设计方法。 

4 基本原则 

简约化 4.1 

在满足展示需求的情况下，用尽可能少的构件材料实现展台功能。 

模块化 4.2 

4.2.1 展台的主体结构由功能模块构建组成，能在展览现场进行组装。 

4.2.2 展台构件设计制作宜工艺标准化、搭建程序化、组合多元化、运输成本低。 

低碳化 4.3 

采用低能耗、低污染、可降解、可循环的构件材料搭建展台，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和污染排放。 

安全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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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在搭建、展览、拆卸过程中不应存在不安全因素，宜使用无毒害、无或少辐射、质轻、耐用、

稳定性好，符合国家或国际相关安全标准且具有较高的防火或耐火等级的构件材料。 

5 展台主体 

设计 5.1 

5.1.1 钢结构设计符合 GB 50017要求。  

5.1.2 木结构设计符合 GB 50005要求。 

5.1.3 铝合金结构设计符合 GB 50429要求。 

5.1.4 结构支撑系统符合 GB 50009要求。 

5.1.5 结构可靠度符合 GB 50068要求，偶然事件发生时及发生后，仍保持整体稳定性。 

5.1.6 结构的设计符合结构力学所需的荷载强度要求，确保展台结构的整体强度、刚度、稳定性、可

靠性和各连接点的牢固性、安全性、适用性和耐久性，无施工安全隐患。 

5.1.7 选型、布置和构造便于展台制作、安装和维护，并使结构受力明确，减少应力集中。 

5.1.8 室外展台的屋面活荷载标准值取 0.5kN/㎡；对不同结构的活荷载，可根据具体情况在标准值基

础上作 O.2kN/㎡的增减；对不上人的屋面，当施工或维修荷载较大时，按实际情况增加荷载受力面。 

5.1.9 展台构件设计符合材料力学性能，在不同环境（温度、介质、湿度）下，宜根据材料承受外加

载荷（拉伸、压缩、弯曲、扭转、冲击、交变应力等）时所表现出的力学特征，考虑制造材料的弹性指

标、硬度指标、强度指标、塑性指标、韧性指标、疲劳性能、断裂韧度。 

5.1.10 展台不宜超过 2层，层高度不宜超过 3m。 

5.1.11 提出功能模块可重复利用的组合方案，实现模块化设计组装。 

制作 5.2 

5.2.1 采用通用的、标准化的结构和构件，减少制作、安装工作量。 

5.2.2 选用易包装、可拼装或折叠、单个体积较小的展台构件。  

5.2.3 结构构件在搭建、使用、拆卸、运输中符合强度、稳定性和刚度要求，且符合防火、防污染、

低碳化要求。 

5.2.4 在展台制作前完成构件材料的喷涂、焊接、切割等制作工序。 

5.2.5 展台使用的结构柱、梁、内部墙面喷涂防火涂料。防火涂料的厚度满足消防要求，其内部装修

材料达到防火性能要求。 

5.2.6 构件或部件之间的连接使用螺栓连接、铆接或在工厂组合焊接，不使用铅丝、铁丝、钢丝等捆

绑连接方式。 

5.2.7 可重复搭建结构的连接锁扣性能完好，达到锁紧的力矩要求，搭建完成后各连接部位应紧密结

合，局部连接无松动，整体展台无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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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围护结构与结构柱梁的连接便捷可靠，可采用螺栓、铆钉或自攻螺丝连接。 

6 电气照明 

电气 6.1 

6.1.1 与环保展台的性质、规模、功能要求相适应。 

6.1.2 减少声、光及电磁污染对环境的影响。 

6.1.3 采用节能技术，降低能源消耗。 

6.1.4 配电设备宜有标识（标志）。 

照明 6.2 

6.2.1 在满足展台照明需求的前提下，宜使用 LED 光源灯具，避免能源浪费。 

6.2.2 电气材料和设施设备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6.2.3 展台与高温照明灯具贴邻部位的材料应采用 GB 50222中规定的 A级装修材料。 

7 装饰物 

顶棚装饰物、墙面装饰物、地面装饰物和隔断装饰物的燃烧性能等级不低于 GB 50222中规定的 B17.1 

级；固定家具、装饰织物和其他装饰物的燃烧性能等级不低于 GB 50222中规定的 B2级。 

宜选用可降解或可循环使用的材料。  7.2 

不宜在展馆内使用霓虹灯装饰。 7.3 

内部的配电箱宜直接安装在燃烧性能等级高于 GB 50222中规定的 B 级装修材料上。 7.4 

8 功能及展示效果 

宜根据展台使用情况、性质和工艺要求等设计展台功能，并考虑其合理性和整体性。 8.1 

设置接待、服务、展示、形象墙等功能区域。 8.2 

展台各功能区面积应满足展示需要，避免浪费展台空间。 8.3 

宜简约、和谐、美观。 8.4 

与主题相协调，符合参展单位理念，能展示参展单位的形象和产品。 8.5 

具有环保展台的示范效应。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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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搭建综合信息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主场搭建商信息

根据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要求，主办方特指定北京唯美创意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为本届展

会主场搭建商，负责统一受理参展商用电、用水申报工作及施工管理申报。请将下面相关表格填

写后传真或电邮到大会指定主场搭建商。具体报馆方法请参见表格3“展商/搭建商报馆手续”。

北京唯美创意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6号院12号楼国展商务中心A501室 邮政编码：100028

电话：+86-10-84551155 ext.820

联系人：刘源 13701037842

网 址：www.pbr.net.cn

标准展位及家具租用

联系人：汪凤珍 13331171782 电子邮件：fengzhen.wang@pbr.net.cn

电话：+86-10-84551155 ext.813 传真：+86-10-64661298

水、电、压缩空气申请及报馆相关手续

联系人：李双 13331170169 电子邮件：shuang.li@pbr.net.cn

电话：+86-10-84551155 ext.838 传真：+86-10-64661298

账户信息：

公司名称：北京唯美创意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北京银行北苑路支行

银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2号欧陆经典B座首层

账 号：01091081800120109040136

银行行号：313100001215

搭建期间加班

加班费价目表

时间 单位 价格

21：00 – 24：00 1小时/展台 2,500.00/小时

00：00 – 8：30 1小时/展台 5,000.00/小时

注：
加班单位需在加班当日15:00前向主场搭建商统一申报，过时将不再受理加班申请。
*此费用不含展馆必备的保安费用,安保费由保安公司现场收取，按加班时间每小时500元。

加班办理、咨询，敬请联系大会指定主场搭建商：北京唯美创意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双 手机：1333117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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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环保型材搭建方案

自2018年以来，展会主办方-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持续推进 “绿色办展，绿

色搭建”理念。为减少浪费，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为您推荐以下绿色环保型材搭建

方案，供您选择。

18平方米展位

方案①

展台介绍：18平米展位，高3.5米，方铝结构，根据要求可搭建开口方向

内置布置：

 普通烟灰色地毯18㎡

 1米高白色铝料咨询桌1张，吧椅2把

 展位内画面制作（不含画面设计）

 白色圆桌1张，4把洽谈椅

 白光射灯7盏，2个插座

 42寸电视一台

 展馆费（含施工管理费、垃圾清运费、15A照明用电）

 含税全部报价：13500元

第77/144页



展台搭建综合信息

18平方米展位

方案②

展台介绍：18平米展位，高3.5米，方铝结构，根据要求可搭建开口方向

内置布置：

 普通烟灰色地毯18㎡

 1米高白色铝料咨询桌1张，吧椅2把

 展位内画面制作（不含画面设计）

 白色圆桌1张，4把洽谈椅

 白光射灯9盏，2个插座

 42寸电视一台

 展馆费（含施工管理费、垃圾清运费、15A照明用电）

 含税全部报价：1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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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平方米展位

方案③

展台介绍：18平米展位，高3.5米，方铝结构，根据要求可搭建开口方向

内置布置：

 普通烟灰色地毯18㎡

 1米高白色铝料咨询桌1张，吧椅2把

 展位内画面制作（不含画面设计）

 白色圆桌1张，4把洽谈椅

 白光射灯9盏，2个插座

 42寸电视一台

 展馆费（含施工管理费、垃圾清运费、15A照明用电）

 含税全部报价：1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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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平方米展位

方案④

展台介绍：18平米展位，高3.5米，方铝结构，根据要求可搭建开口方向

内置布置：

 普通烟灰色地毯18㎡

 80厘米高白色铝料咨询桌1张，2把白折椅

 展位内画面制作（不含画面设计）

 白色圆桌2张，8把折椅

 白光射灯8盏，1个插座

 展馆费（含施工管理费、垃圾清运费、15A照明用电）

 含税全部报价：1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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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平方米展位

方案⑤

展台介绍：18平米展位，高3.5米，方铝结构，根据要求可搭建开口方向

内置布置：

 普通烟灰色地毯18㎡

 80厘米高白色铝料咨询桌1张，2把白折椅

 展位内画面制作（不含画面设计）

 白色圆桌2张，8把折椅

 白光射灯8盏，1个插座

 展馆费（含施工管理费、垃圾清运费、15A照明用电）

 含税全部报价：16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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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平方米展位

方案⑥

展台介绍：18平米展位，高3.5米，方铝结构，根据要求可搭建开口方向

内置布置：

 普通烟灰色地毯18㎡

 80厘米高白色铝料咨询桌1张，2把白折椅

 展位内画面制作（不含画面设计）

 白色圆桌2张，8把折椅

 白光射灯8盏，1个插座

 展馆费（含施工管理费、垃圾清运费、15A照明用电）

 含税全部报价：1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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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平米展位

方案①

展台介绍：36平米展位，高3.5米，方铝结构，根据要求可搭建开口方向

内置布置：

 普通烟灰色地毯36㎡

 1米高白色铝料咨询桌1张，吧椅2把

 展位内画面制作（不含画面设计）

 白色圆桌2张，8把洽谈椅

 白光射灯16盏，2个插座

 展馆费（含施工管理费、垃圾清运费、15A照明用电）

 含税全部报价：2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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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平方米展位

方案②

展台介绍：36平米展位，高3.5米，方铝结构，根据要求可搭建开口方向

内置布置：

 普通烟灰色地毯36㎡

 1米高白色铝料咨询桌1张，吧椅2把

 展位内画面制作（不含画面设计）

 白色圆桌2张，8把洽谈椅

 白光射灯10盏，2个插座

 展馆费（含施工管理费、垃圾清运费、15A照明用电）

 含税全部报价：2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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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平方米展位

方案③

展台介绍：36平米展位，高3.5米，方铝结构，根据要求可搭建开口方向

内置布置：

 普通烟灰色地毯36㎡

 1米高白色铝料咨询桌1张，吧椅2把

 展位内画面制作（不含画面设计）

 白色圆桌2张，8把洽谈椅

 白光射灯10盏，2个插座

 展馆费（含施工管理费、垃圾清运费、15A照明用电）

 含税全部报价：25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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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平方米展位

方案④

展台介绍：36平米展位，高3.5米，方铝结构，根据要求可搭建开口方向

内置布置：

 普通烟灰色地毯36㎡

 1米高白色铝料咨询桌1张，吧椅2把

 展位内画面制作（不含画面设计）

 白色圆桌3张，12把折椅

 白光射灯7盏，2个插座

 展馆费（含施工管理费、垃圾清运费、15A照明用电）

 含税全部报价：2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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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平方米展位

方案⑤

展台介绍：36平米展位，高4米，方铝结构，根据要求可搭建开口方向

内置布置：

 普通烟灰色地毯36㎡

 1米高白色铝料咨询桌1张，吧椅2把

 展位内画面制作（不含画面设计）

 白色圆桌2张，8把折椅

 白光射灯17盏，2个插座

 展馆费（含施工管理费、垃圾清运费、15A照明用电）

 含税全部报价：2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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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平方米展位

方案①

展台介绍：54平米展位，高4米，方铝结构，根据要求可搭建开口方向

内置布置：

 普通烟灰色地毯54㎡

 1米高白色铝料咨询桌1张，吧椅2把

 展位内画面制作（不含画面设计）

 白色圆桌2张，8把洽谈椅

 白光射灯14盏，2个插座

 展馆费（含施工管理费、垃圾清运费、15A照明用电）

 含税全部报价：29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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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平方米展位

方案②

展台介绍：54平米展位，高4米，方铝结构，根据要求可搭建开口方向

内置布置：

 普通烟灰色地毯54㎡

 1米高白色铝料咨询桌1张，吧椅2把

 展位内画面制作（不含画面设计）

 白色圆桌2张，8把洽谈椅

 白光射灯14盏，2个插座

 42寸电视一台

 展馆费（含施工管理费、垃圾清运费、15A照明用电）

 含税全部报价：29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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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平方米展位

方案③

展台介绍：54平米展位，高3.5米，方铝结构，根据要求可搭建开口方向

内置布置：

 普通烟灰色地毯54㎡

 80厘米高白色铝料咨询桌1张，折椅2把

 展位内画面制作（不含画面设计）

 白色圆桌4张，16把洽谈椅

 白光射灯16盏，2个插座

 展馆费（含施工管理费、垃圾清运费、15A照明用电）

 含税全部报价：2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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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平方米展位

方案④

展台介绍：54平米展位，高3.5米，方铝结构，根据要求可搭建开口方向

内置布置：

 普通烟灰色地毯54㎡

 80厘米高白色铝料咨询桌1张，折椅2把

 展位内画面制作（不含画面设计）

 白色圆桌2张，8把洽谈椅

 白光射灯20盏，2个插座

 展馆费（含施工管理费、垃圾清运费、15A照明用电）

 含税全部报价：28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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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平方米展位

方案⑤

展台介绍：54平米展位，高4米，方铝结构，根据要求可搭建开口方向

内置布置：

 普通烟灰色地毯54㎡

 80厘米高白色铝料咨询桌1张，折椅2把

 展位内画面制作（不含画面设计）

 白色圆桌4张，16把洽谈椅

 白光射灯24盏，2个插座

 展馆费（含施工管理费、垃圾清运费、15A照明用电）

 含税全部报价：3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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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平方米展位

方案⑥

展台介绍：54平米展位，高4米，方铝结构，根据要求可搭建开口方向

内置布置：

 普通烟灰色地毯54㎡

 吧椅2把

 展位内画面制作（不含画面设计）

 白色圆桌3张，12把洽谈椅

 白光射灯20盏，2个插座

 展馆费（含施工管理费、垃圾清运费、15A照明用电）

 含税全部报价：38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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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平方米展位

方案①

展台介绍：72平米展位，高4.5米，方铝结构，根据要求可搭建开口方向

内置布置：

 普通烟灰色地毯72㎡

 吧椅2把

 展位内画面制作（不含画面设计）

 白色圆桌3张，12把洽谈椅

 白光射灯14盏，2个插座

 展馆费（含施工管理费、垃圾清运费、20A照明用电）

 含税全部报价：3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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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平方米展位

方案①

展台介绍：108平米展位，高4.5米，方铝结构，根据要求可搭建开口方向

内置布置：

 普通烟灰色地毯108㎡

 吧椅2把

 展位内画面制作（不含画面设计）

 白色圆桌3张，12把洽谈椅

 白光射灯30盏，2个插座

 展馆费（含施工管理费、垃圾清运费、20A照明用电）

 含税全部报价：58500元

注：

*以上所有效果图仅供参考，实际搭建方案将视具体情况而定，未列入的内置家具及结构如需配置，费用

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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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位搭建

标准摊位标准配置

9平方米标准摊位基本配置(请参照下附透视图及平面图)

a. 三面围板: 墙面高2.5m,门头高3.5，白色3mm厚保丽板,铝料支撑；

b. 中英文公司名称、摊位号各一套；

c. 9平方米展览地毯；

d. 问询台一个（尺寸：1m/长*0.5m/宽*0.78m/高）；

e. 白折椅四把；

f. 圆桌一张；

g. 三盏50W射灯；

h. 一个5A/220V插座,最大功率500W；

i. 一个垃圾筒。

图例：

标准摊位家具及电力配置表

标准配备项目 9-12㎡ 15-18㎡ 24-27㎡ 30-36㎡

咨询台 1 2 3 4

白折椅 4 8 12 16

圆桌 1 2 3 4

废纸篓 1 2 2 2

50瓦长臂射灯 3 6 9 12

5安培/220伏单相插座(可用500W) 1 2 3 4

备注: 所有项目租赁, 只限本次展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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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位搭建

在展会期间将提供下列展具租赁：（表格A

表格2：家具和照明租赁申请表（申请截止日期：2023年3月10日）

）

编号 项目及规格（mm） 租金（RMB / 展期） 数量 金额

1 白折椅 470长*510宽*720高 40

2 蓝椅 470长*470宽*720高 60

3 黑色皮椅 440长*570宽*720高 90

4 液压吧椅 150

5 单人沙发 810长*850宽*750高 600

6 双人沙发 1800长*850宽*750高 900

7 吧桌 600直径*750高 150

8 玻璃圆桌 800直径*750高 150

9 咖啡桌 1800长*450宽*750高 300

10 落地衣架 530长*1700高 160

11 带轮移动衣架 530长*1700高 180

12 资料架 420长*300宽*1400高 150

13 拉带围栏 1000长 150

14 垃圾桶 250长*180宽*270高 20

15 绿植 100/株

16 问讯台 1000长*500宽*780高 150

17 锁柜 1000长*500宽*780高 200

18 高展示柜 500长*500宽*780高 180

合计

备注:

●

●

●

重要事项：

1.汇款到唯美公司账户需为订单全额款项，汇款方承担全部汇款手续费。请授权人向银行咨

询汇款手续费。唯美公司在收取全额款项之后提供相关服务。

2.预定同时须付费，过期预定须追加30%费用，现场加收50%费用。

请将款项电汇至主场搭建商账户

所有视听设备将在2023年4月12日中午12:00开始提供。

所有租用视听设备将在2023年4月15日16:00收回。

参展商须妥善保管租用家具，如有丢失照价赔偿。

。

姓名 职务 E-mail

展商名称 展位号

电话 传真

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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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位搭建

在展会期间将提供下列展具租赁：（表格B

表格2：家具和照明租赁申请表（申请截止日期：2023年3月10日）

）

编号 项目及规格（mm）
租金（RMB / 展
期）

数量 金额

19 低展示柜 500长*500宽*500高 120

20 低玻璃柜 1000长*500宽*1000高 460

21 高玻璃柜 1000长*500宽*2500高 800

22 白色围板
1000长*2500高 100

500长*2500高 60

23 平层板 1000长*300宽 60

24 斜层板 1000长*300宽 60

25 层板架 1000长*500宽*2000高 300

26 折门 950长*2000高 100

27 铝门 950长*1910高 150

28
冰箱
（90升不含电费） 550长*550宽*860高 500

29
冰箱
（45升不含电费） 500长*500宽*500高 400

30
立式饮水机
（含1桶水） 300长*300宽*960高 300

31 日光灯 40W 50

32 短臂射灯 100W 50

合计

备注:
●
●

●

重要事项：

1.汇款到唯美公司账户需为订单全额款项，汇款方承担全部汇款手续费。请授权人向银行咨

询汇款手续费。唯美公司在收取全额款项之后提供相关服务。

2.预定同时须付费，过期预定须追加30%费用，现场加收50%费用。

请将款项电汇至主场搭建商账户

所有视听设备将在2023年4月12日中午12:00开始提供。
所有租用视听设备将在2023年4月15日16:00收回。

参展商须妥善保管租用家具，如有丢失照价赔偿。

。

姓名 职务 E-mail

展商名称 展位号

电话 传真

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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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位搭建

在展会期间将提供下列展具租赁：（表格C

表格2：家具和照明租赁申请表（申请截止日期：2023年3月10日）

）

编号 项目及规格（mm） 租金（RMB / 展期） 数量 金额

33 长臂射灯 50W 55

34 金卤灯 150W 150

35 接线插排 50

36 插座 最大使用功率500W 40

合计

备注:
●
●

●

重要事项：
1.汇款到唯美公司账户需为订单全额款项，汇款方承担全部汇款手续费。
请授权人向银行咨询汇款手续费。唯美公司在收取全额款项之后提供相关服务。

2.预定同时须付费，过期预定须追加30%费用，现场加收50%费用。

请将款项电汇至主场搭建商账户

所有视听设备将在2023年4月12日中午12:00开始提供。
所有租用视听设备将在2023年4月15日16:00收回。

参展商须妥善保管租用家具，如有丢失照价赔偿。

。

联系人：汪凤珍 13331171782

电子邮件：fengzhen.wang@pbr.net.cn

电话：+86-10-84551155ext.813

账户信息：

公司名称：北京唯美创意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开户银行：北京银行北苑路支行

银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2号欧陆经典B座首层

账 号：01091081800120109040136

银行行号：313100001215

姓名 职务 E-mail

展商名称 展位号

电话 传真

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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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位搭建

展具图片明细

备注:
● 所有视听设备将在2023年4月12日中午12:00开始提供。
● 所有租用视听设备将在2023年4月15日16:00收回。
● 参展商须妥善保管租用家具，如有丢失照价赔偿。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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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位搭建

展具图片明细

备注:
● 所有视听设备将在2023年4月12日中午12:00开始提供。
● 所有租用视听设备将在2023年4月15日16:00收回。
● 参展商须妥善保管租用家具，如有丢失照价赔偿。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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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位搭建

展具图片明细

备注:
● 所有视听设备将在2023年4月12日中午12:00开始提供。
● 所有租用视听设备将在2023年4月15日16:00收回。
● 参展商须妥善保管租用家具，如有丢失照价赔偿。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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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位搭建

请将表格填妥后发送至大会指定主场搭建商

视频设备租赁申请表（申请截止日期：2023年3月10日）

。

编号 项目及规格（mm）
租金（RMB / 展

期）
数量 金额

1 42' 等离子电视 600H*1000W 1500

2 50' 等离子电视 750H*1200W 2000

3 60' 等离子电视 900H*1500W 3500

合计

*所有视频设备均可连接笔记本电脑，DVD播放器（此价格包含DVD播放器）以及U盘，但使用U盘

播放时，不能播放PPT格式文件。

此图片适用于所有尺寸电视。

备注:
●
●

●

重要事项：
1.汇款到唯美公司账户需为订单全额款项，汇款方承担全部汇款手续费。
请授权人向银行咨询汇款手续费。唯美公司在收取全额款项之后才会提供相关服务。

2.预定同时须付费，过期预定须追加30%费用，现场加收50%费用。

请将款项电汇至主场搭建商

所有视听设备将在2023年4月12日中午12:00开始提供。
所有租用视听设备将在2023年4月15日16:00收回。

参展商须妥善保管租用家具，如有丢失照价赔偿。

。

姓名 职务 E-mail

展商名称 展位号

电话 传真

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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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位搭建

特 装 展 位 展 商

请 查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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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位搭建

特装展位搭建特别规定

※特别提醒：请所有特装搭建商务必遵守以下规定，如有违反，今后将禁止承担中国国际环保展

览会特装展位搭建工作。

1. 根据展台位置，展台所有靠近通道一侧，展台结构需至少开放50%，禁止遮挡临近展位，设计时请特别

注意。

2. 展台所有电箱不得放置于储物间及封闭空间内，须安装在展台墙面明显位置。电箱总开关必须使用漏

电开关，并做接地保护，且负荷与负载相匹配。

3. 特装地台10公分以上（包含10公分）必须做缓坡，贴警示胶带。

4. 展馆禁用搭建材料新规定：禁止使用乳胶漆、涂料、KT板、苯板，施工现场发现按照表格11有关规定

处理。

5. 照明电、设备电必须分开接驳，开展第一天展馆将复查电量，如实际使用超过申报规格，需要补交用

电，请申报时务必注意，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6. LED屏幕、拼接屏、电视、展商设备等属于设备用电，展台发光灯具属于照明电。如需接水接气，需单

独申报。

7. 各馆限高说明：

【1A、1B号馆】：限高4.5米,通风管道下限高4.4米，A、B馆中厅限高4米；

【1号馆二层A馆、B馆】：限高3.5米，通风管道下限高3.4米，A、B馆中厅限高3.2米

【2、3、4、5号馆】：檐下限高2.8米，中心区域限高5米，2-5馆二层限高3米；

【6、7号馆】：限高5米，侧门入口展馆立柱十字斜拉撑下方限高4.5米；

【8A、8B号馆】：限高5米，A、B馆入口前厅及檐下限高2.8米，馆内通风管道下方限高4米；

展会不允许搭建双层结构展位；

【室外】：禁止搭建木质、桁架展台，只可摆放帐篷，帐篷内禁止搭建桁架、灯架，所有室外展位，按特

装展位办理报馆手续，需要缴纳施工管理费，押金等。

8. 1号馆二层展位搭建设施提示：

1号馆二层馆内柱子尺寸800mm*800mm，每根柱子上都有电箱，展位设计时需注意不能遮挡电箱。如展位

内有柱子，需注意：

（1）展位内柱子如紧贴展位边界，柱子四面如做木质围身，其中临近通道一侧木质围身厚度不能超过5厘

米，不能外挂灯箱、凸出的设计造型，尽量减少占用通道，另外三面无此要求。

（2）展位内柱子如紧贴展位边界，不做包柱，但是有门头设计，门头可紧贴柱子，厚度保持在10厘米

内，支撑立柱不能超出展位边界。

（3）展位内柱子如紧贴展位边界，不做包柱，但是有门头设计，需要避免用桁架、truss架，如要使用，

请设计时考虑架子不能超出展位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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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位搭建

特装展位搭建商保险(必须购买)

为降低特装展位搭建的责任风险并确保现场施工人员安全，各位参展商或搭建

商须购买累计不低于 1000 万的大型展览会责任险，申请展览会责任险将以每个特

装展位的搭建单位（承揽方）、参展商（定做方）列为共同被保险人，对应理赔搭

建单位和参展商在展览区域范围内的三项赔偿责任：

1、每一展台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 1000 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 1000

万元，每人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 100 万元，其中包括：

(1)对于所租用展览场所的建筑物、各类固定设备及地面、地基的损失：每次

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 300 万元；

(2)对于雇请的中国籍工作人员的人身损害，所引起的抚恤金、医疗费和其他

有关费用：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 300 万元；每人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

币 100 万元；

(3)对于第三者的人身损害，所引起的抚恤金、医疗费和其他有关费用：每次

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 400 万元；每人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 100 万元。

2、免赔：每次事故免赔额0元。

3、保险期限：2023年4月11日 0 时-2023年 4 月 15 日 24 时。

4、本次展会保单要求增加以下条件：

(1)本保单的承保区域应包括本次展览会场馆的全部工作及活动区域。

(2)本保单所指的雇请工作人员应包括现场参与本展会相关工作的被保险人的员

工及其他雇请工作人员(包括临时工)。

(3)附加交叉责任条款。

(4)火灾和爆炸责任条款。

(5)广告及装饰装置责任条款。

(6)车辆装卸责任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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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位搭建

 保险服务商：

展慧保－全国展会保险服务平台 www.zhanhuibao.com。

 保额及保费标准:

面积 保险责任 保额 保费（元）

9㎡-54㎡ 详见保单条款 100万／1000万 500元

55㎡-399㎡ 详见保单条款 100万／1000万 600元

400 ㎡及以上 详见保单条款 100万／1000万 750元

（一）办理途径：

1 电脑访问网址：www.zhanhuibao.com。

2 手机关注微信公众号：

（二）办理方法：

1、如果没有注册过，请先注册，如已注册，无须重新注册；

2、登陆系统，先选择展会所在城市，再选择“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

会” 点击“下一步”按提示进行投保，直至生成投保单；

3、请按照生成的投保单上的保费金额，支付保费；

4、支付成功后，电子保单和电子发票将同时发送到投保人注册邮箱；

5、保单办理成功后，请交与主场公司，并由展慧保进行审核，通过后，方可

办理进一步报馆工作。

 投保咨询联系人：

 刘小姐 电话：18613302639（微信） 邮箱：hzbx003@126.com

温小姐 电话：18513928829（微信） 邮箱：hzbx004@126.com

冯小姐 电话：18500646969（微信） 邮箱：hzbx002@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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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位搭建

 出险理赔服务

如果发生保险事故请立即对出险现场进行拍照取证，并拨打现场报案电话：冯

小姐 18500646969。

保险索赔单证的要求：

1、出险通知书，需加盖公章；

2、损失清单，需加盖公章；

3、被保险人事故情况说明或受损方事故处理报告，需加盖公章；

4、事故现场照片；

5、被保险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6、支付凭证；

7、维修或购置发票原件；

8、被保险人与场地提供方（展览中心）的租赁合同复印件；

9、保险人要求的其他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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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位搭建

唯美公司报馆缴费须知

一、关于报馆开发票

1、用支票缴费的单位，发票抬头仅以支票印章名称为准，如需填写其他名称作为发票抬头，须

以现金方式缴费；

2、外地单位汇款，发票抬头仅以汇出账户名称为准，不接受个人汇款，不接受北京同城汇款；

3、一个展位只开具一张费用发票；

4、报馆单位交来支票，必须填写完整、正确。由于报馆单位自身原因，产生退票累计两次以

上的，唯美公司拒收支票，只能交纳现金；

5、自展会布展首日前三个工作日起，所缴费项目一律收取现金，不再收取支票；

6、报馆单位应提前确定发票抬头，发票一旦开具，抬头不得更改；

7、已经在唯美公司取得过增值税发票的单位无需再提交开票信息和相关证件资料；

8、每场展会撤展当天凭缴费收据在唯美现场办公室领取发票，展会结束后索取发票的单位，

唯美公司将以快递到付的方式为您快递发票。

二、关于押金退还

1、外地汇款的单位，唯美公司财务将会按照押金汇出账户信息原账户回汇。

2、以现金、支票方式缴纳押金的单位，唯美公司将在规定日期统一退还支票，支票收款人以

押金收据抬头一致，请务必在缴纳押金时确认好押金收款人全称；

A、缴纳支票，押金收据抬头以支票印章单位一致。

B、缴纳现金，押金收据抬头以报馆公司印章单位一致。

3、展会撤馆当天，各展位搭建商应及时让各馆负责人确认本展位已经彻底清理完毕，没有杂

物遗漏，并在《展台施工押金退还确认单》上签字认可后，方能离场；

4、请于规定日期的工作时间内带齐收据和现场人员签字后的《展台施工押金退还确认单》到

唯美公司财务部领取押金支票，单据不齐不予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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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信息表格（请书写清晰，按需填写）
唯美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如您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请填写如下资

料：（开票信息请只填写一项）

一、增值税专票请填写

展位号：

1.公司名称：

2.纳税人识别号：

3.地址：

4.座机号码：

5.开户行：

6.账号：

二、增值税普票填写

展位号：

1.开票名称

2.纳税人识别号

表格说明：一个展位只能开具一张发票，发票一经开出，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改或退

换。

发票领取方式：

1.（自取）请带汇款单复印件或照片，展会开展期间前往唯美服务台换取发票。

2.（到付快递）提供快递地址，展会结束后安排快递寄出发票。

快递地址：

收件人/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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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装展台办理施工手续需提供以下材

表格3：展商/搭建商报馆手续（截止日期2023年3月10日）
料

序

号
文件名称 备注

1 施工事业资质证明 搭建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

2 特殊作业人员证件，需要打印查询结果 电工证复印件（盖公章、查询网址：http://cx.mem.gov.cn）

3 特装展台施工申请表，申报表 表格4、5（盖公章）

4 特装企业搭建委托书（参展商填写） 表格6 必须提交原件（盖公章）

5 展商安全责任保证书（参展商填写） 表格7（盖公章）

6 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保证书（搭建商填写） 表格8 （盖公章）

7 水，电租用申请表，申报表 表格9（按需申请）

8 通讯线路及互联网租用申请表 表格10（按需申请）

9

展台设计图纸 2份彩色打印图纸及电子版图发送至:shuang.li@pbr.net.cn

展台电路图 需标注灯具位置及数量，配电箱安装位置

展台平面图、立面图 需标注尺寸

展台立体效果图及结构图 需标注尺寸及搭建材质

10 展台施工管理处罚规定（搭建商填写） 表格11（盖公章）

11
展台押金退还确认单，场地验收（搭建商

留存，撤展时需认）
表格12

12 安全培训记录内容、培训人员名单 表格13、表格14（盖公章）

13 发票信息登记、展会保险

特装展台申报手续流程（所准备材料一式两份，请先发邮件审核文件及图纸）

一、外省市搭建商向主场搭建商快递以上表格,包含加盖公章施工单位营业执照、电工证复印件，彩色图

纸。

二、外省市搭建商，主场搭建商审核后，向申请方发送确认单，提供付款通知。

三、北京地区参展商及搭建公司必须携带相关资料及图纸直接至主场搭建商处办理。

四、北京地区参展商及搭建商审图后直接以转账支票或现金方式支付相应费用。

五、申报并付款完成的展台，主场搭建商将以微信群方式通知领取施工证件。

六、展览会期间凭收据或汇款单至主场搭建商服务台换取发票。

七、退押金流程：

7.1撤展当天携带表格12展台押金退还确认单。

7.2清除展台后向主场公司服务台申请验收。

7.3验收场地后，撤展当天退还施工证。

7.4按押金退还确认单上提供的日期退还押金。

注：未验收的展台，施工押金将在展会结束后3个月方可退还押金。

请参展商通知各自的搭建单位务必于2023年3月10日前与主场搭建商联系办理施工申请手续，交纳相关

费用。逾期未办理申报手续，将加收30%--50%费用。

联系人：李双13331170169

电子邮件：shuang.li@pbr.net.cn

电话：+86-10-84551155 ext.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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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及描

表格4：施工管理项目申请表（截止日期2023年3月10日）

述 单位 单价（人民币） 数量 合计

施工管理费 平方米（按展位面积收取） 35元/平方米

施工证 人 40元/张

施工证押金 人 40元/张

垃圾清运费 平方米（按展位面积收取） 3元/平方米

布撤展车证 辆/ 限2小时（不可重复使用） 70元/张

施工押金

每百平方米（以100平米为一计价

单位，不足100平米按100平米计

算）。

每 百 平 方 米 人 民 币 2万

元，以此递增。超过1000

平方米的展位押金20万

元。

总计 费用： 押金：

重要事项：

1.汇款到唯美公司账户需为订单全额款项，汇款方承担全部汇款手续费。请授权人向银行咨

询汇款手续费。唯美公司在收取全额款项之后才会提供相关服务。

2.预定同时须付费，过期预定须追加30%费用，现场申报加收50%的费用。

联系人：李双13331170169 电子邮件：shuang.li@pbr.net.cn

电话：+86-10-84551155ext.83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6号院12号楼国展商务中心A501室

账户信息：

公司名称：北京唯美创意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北京银行北苑路支行

账 号：01091081800120109040136

银行行号：313100001215

请将表格填妥后发送至大会指定主场搭建商。

展商名称：

搭建商名称： 展位号：

搭建商手机： E-mail：

搭建商联系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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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名

表格5：特装展台施工申请表（搭建商必须填写，截止日期2023年3月10日）

称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

* 参展单位 电话

* 搭建单位 电话

施工地点 号展馆 号展位

施工时间
2023年4月11日 08：30 –17：00

2023年4月12日 08：30 –21：00

撤馆时间 2023年4月15日

施工人

16：00 –21：00

数
电工： 木工： 其它工种：

总人数：

施工面积 平方米 * 展位规格 长 宽

现场安全负责人 姓名： 手机：

展台图纸设计人 姓名： 手机：

展台结构设计人 姓名： 手机：

搭建材料 钢结构 木结构 其他材料：

主场搭建商意见

1、按图纸施工，保证结构稳固安全。

2、所有电源线均应使用双层绝缘护套铜线，绝缘强度须符合标准。连接灯具的绝缘导线最小截

面积1mm.

3、所有搭建材料必须做防火阻燃处理，严禁使用弹力布、丝绒布、遮光布、软性绷膜、网眼布

等易燃材料。

经办人： 2023年 月 日

施工方确认

是否同意主场搭建商意见：

负责人签字： 2023年 月 日 手机：

请将表格填妥后发送至大会指定主场搭建商。

展商名称：

搭建商名称： 展位号：

搭建商手机： E-mail：

搭建商联系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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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单位名

表格6：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必须提交原件)

截止日期2023年3月10日

称 展位号

我公司为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参展单位，搭建面积 平方米，展位长 米，

宽 米。现委托 公司为我公司展台搭建商。且证明：

1、该搭建公司经考察审核合格后确认为本展位唯一指定搭建商，且具有搭建资格；

2、该搭建公司已同本企业签定相关搭建合同，确保展台安全施工及正常运行；

3、我公司已明确展会施工管理相关安全细则，并通知我公司指定委托搭建公司在现场确保施

工安全；

4、配合主场搭建商对展台安全进行监督，如违反场馆相关施工安全规定，主场搭建商有权对

展位进行处罚；

5、对搭建商进行监督，若违反展会施工管理相关规定，主办方及主场搭建商有权追究我公司

及我公司指定搭建商一切责任。

参展单位（盖章）

代表授权签字：

2023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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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7：展商安全责任保证书(参展商填写)

截止日期2023年3月10日

（加盖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印章及其所在建筑设计院审核章）及结构审核报告、施工

一、本公司已仔细阅读此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并向主办单位和主场搭建商及中国国际展览

中心保证严格遵守此规定。

二、本公司承诺将委托具有施工资质的搭建公司为本次展会的施工单位，并严格遵守施工管

理规定，安全施工作业。

三、本公司将于2023年3月10日前将特装展位设计图（尺寸图，材质图，电路图）及效果图提

交相应的主场搭建商备案。如果展位设计不符合要求，主场搭建商有权要求更改设计。

四、本公司将于2023年3月10日前向指定的主场搭建商报批施工图,包括效果图、平面图、立

面图、电路图、电箱位置图、施工细部结构图（所有图纸均须标明尺寸、所有结构材料的规

格尺寸及展位号、参展公司名称）、复杂结构展台以及室外展台时须提供展台细部结构图

单

位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参展商签字盖章的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确认回执、

特殊工种复印件等文件。

五、因违反施工管理规定，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和责任，由施工单位负责，并承担由此给

主办单位、主场搭建商和场馆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

展台安全责任保证书确认回执：

展位号：

本公司所委托之施工单位：

施工单位负责人: 手机：

参展公司名称：

参展单位负责人签字: 电话：

参展公司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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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表格8：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搭建商填写）

截止日期2023年3月10日

受 公司委

托，负责此展会 号展台的施工工作。本公司将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国务

院第 505 号令)、《北京市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严格遵守《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

阳馆)展览会施工管理规定》，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负责该展台设计、施工、运营、拆除全过程的

安全相关工作，并承担以下责任:

一、严格遵守国家、北京市及相关部门有关临建设施施工安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规范，并采取措施

落实到位，保证展台和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

二、按要求时限及时向展览会施工主场单位申报相关材料，并保证所申报材料的准确性、合规性、有效

性。

三、在进场施工前对相关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及文明施工教育;施工现场确定一名现场安全负责人，全面负

责展台施工现场的安全、消防工作。

四、所有人员进入展场佩戴有效证件，进场施工佩戴安全帽。

五、保证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并规范操作。

六、施工人员在高空作业时，使用合格安全的提升工具、梯子及操作平台，施工人员系好安全带，为保护

人身安全，周围设置安全区，下面有专人看护，安全区设明显的警告标志。

七、馆内严禁吸烟，严禁明火作业。不使用易燃、易爆以及含有辐射、放射、有毒、高腐蚀性、高挥发性

等物品。不在馆内进行大面积涂刷、喷漆、切割、打磨等作业。

八、确保展台各连接点及展台整体结构的牢固性、安全性，所有结构与展台自身主体结构连接。

九、保证室外搭建展台达到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做好防风措施，确保室外展台结构的强度、刚度、稳定

性，加强值守，做好预案。

十、保障展台不超过限定高度。

十一、保证展台结构不遮挡阻碍展馆内的消防设施、电气设备、紧急出口和观众通道。

十二、保证展台搭建形式及材料符合消防要求，选用材料及操作过程符合环保要求。

十三、使用玻璃材料装饰展台，保证采用强度、厚度符合要求的钢化玻璃，玻璃的安装方式合理、可靠。

十四、保证所使用的电气设施及材料具有国家专业安全认证，不使用高温灯具作为展台装饰照明。

十五、保证不动用展馆配电箱、水源、气源等固定设备、设施。

十六、展览会撤展时保证将所有搭建材料及相关遗弃物全部撤出展馆并清运干净。

十七、配合政府部门相关工作，服从展览会施工主场单位的管理。

我公司将强化安全意识，确保责任范围内不出现任何安全事故。对违反以上条款所造成的安全事故承担一

切责任及相关所有经济责任。

公司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手机)：

签字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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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9：水电气租用申请表（截止日期2023年3月10日）

展商名称

请于2023年3月10日前办理。3月10日后将加收30%费用。现场申报将加收50%费用。

重要事项：

1.汇款到唯美公司账户需为订单全额款项，汇款方承担全部汇款手续费。请授权人向银行咨询汇款手续费。

唯美公司在收取全额款项之后提供相关服务。

2.预定同时须付费，过期预定须追加30%费用，现场申报加收50%的费用。

请将表格填妥后发送至大会指定主场搭建商。

：

搭建商名称： 展位号：

搭建商手机： E-mail：

搭建商联系人： 日期：

类别 服务项目 单价（RMB） 数量 金额（RMB）

照明用电

15A/220V 1240

20A/220V 1940

30A/220V 2470

40A/220V 3880

50A/220V 4230

60A/220V 5280

80A/220V 7400

100A/220V 9680

120A/220V 11440

机器用电

15A/220V 1600

30A/380V 3120

60A/380V 5620

100A/380V 9570

150A/380V 13940

200A/380V 20800

临时电
15A/220V 400

30A/380V 1600

24小时电源
15A/220V 2880

30A/380V 8000

用水 生活用水处 3520

压缩空气 300L/Min(管径8毫米） 3000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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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表格10：通讯线路及互联网租用申请表（截止日期2023年3月10日）

号 项目
单价（人民币/

点）

押金（人民币/

点）
数量 合计

1 256K(4IP) 4800 ——

2 512K(4IP) 8800 ——

3 1M(8IP) 13600 ——

4 2M(16IP) 20000 ——

5 10M(32IP) 48000 ——

6 20M(32IP) 72000 ——

7 50M(64IP) 128000 ——

8 100M(64IP) 192000 ——

9 ADSL（动态IP）1M 8400 500

10 ADSL（动态IP）2M 11200 500

费。唯美公司在收取全额款项之后提供相关服务。

2. 预定同时须付费，过期预定须追加30%费用，现场申报将加收50%费用。请将款项电汇至主场搭建商。

账户信息：

公司名称：北京唯美创意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北京银行北苑路支

注意事项：

1.按需求填写本单。并于2023年3月10日之前将表格传真至相对应主场搭建商处。

2.申请单位请提前汇款，在展会现场进行交费，以人民币结算。交费并交纳押金后，财务开具发票/收据。

3.国际、国内长途通话费从押金中扣除，多退少补。串线并机加收20%。

4.展会结束后，施工人员撤回设备，如设备损坏、丢失，按原设备价格赔偿。

5.参展展位如有地台、地板、地砖等，通信线路须在进馆布展前提前申报。

6.展会开幕后，发生线路故障，请拨打报修电话：010-84600151。

重要事项：

1. 汇款到唯美公司账户需为订单全额款项，汇款方承担全部汇款手续费。请授权人向银行咨询汇款手续

行

账 号：01091081800120109040136

银行行号：313100001215

请将表格填妥后发送至大会指定主场搭建商。

展商名称：

搭建商名称： 展位号：

搭建商手机： E-mail：

搭建商联系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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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展览会施工安全有序的顺利进行，加强和规范展览会施工秩序，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凡进

入展览馆进行展览施工的企业须自觉遵守展览会各项规章制度，签定《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并严格执行，

同时接受如下处罚规定

施工单位及施工人员违反管理规定，致使施工的项目、展台在施工中、展出中、撤展中以及运输过程

中，发生倒塌、人员伤亡、火灾等一切安全责任事故，施工单位负全部责任，并承担法律责任以及由此给展

览馆、主办单位以及主场搭建商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及名誉损失。主场搭建商（北京唯美创意国际展览服务

表格11：展台施工管理处罚规定

（搭建商填写，截止日期：2023年3月10日）

有限公司）视情节轻重将对施工单位给予警告、扣除全部施工押金并在行业内给予公示等处罚。

：

序

号
内容 罚款额度

1 未经书面许可，私自接电，一经发现，除补交电源接驳费外，并处罚款。 5000元

2 未经书面允许，在展览馆内动用明火作业，没收其作业设备，并处罚款。 2000元以上

3 施工单位连接水源的设备设施造成任何泄漏的行为和结果，除赔偿由此给场馆带来的

损失外，并处罚款。
2000 元以上

4 展台搭建出现结构失稳等重大安全隐患，要求立即设置隔离区域，进行整改，并处罚

款。
2000-5000元

5 阻塞消防通道、消防卷帘门、紧急出口、消防设施、公共通道、配电柜以及摄像头

等，要求进行拆除整改。
2000-5000元

6 违反电气安装施工规范、无有效证件从事电气施工操作等，要求立即停止施工操作，

并处罚款。
2000-5000元

7
展台搭建使用各种可燃纺织物品、木质结构未刷防火涂料，要求立即整改，并处罚

款。 2000-5000元

8 使用禁用电料（霓虹灯、高温碘钨灯、高温石英灯、平行线、麻花线等），违反电工

操作规定，制止其施工行为，并处罚款。
2000-5000元

9 展厅内调漆、喷漆、刷漆等违反北京市展览展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要求其立

即停止，并处罚款。
2000-5000元

10 展台施工使用易燃、易爆物品（稀料、酒精等），要求停止其施工行为，并处罚款。 2000-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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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内容 罚款额度

11 使用电锯、电刨、电切割等工具作业时，出现火花现象的行为，要求其立即停止

作业，并处罚款。
2000-5000元

12 向展馆地沟或地井内倾倒废油等废弃物者，立即停止其行为，并处罚款。 2000-5000元

13
背靠背展台与相邻展位间的结构高于对方展台，但背部未做白色遮盖者，处以罚

款。 2000-5000元

14 展台搭建超过规定高度，要求立即整改，并处罚款。 1000-5000元

15 搭建展台及各种活动布置利用展馆顶部、墙面、柱子、栏杆、门窗及各种专用管

线吊挂、捆绑、钉钉、粘贴等，要求立即进行整改，同时处罚款并恢复原状。 2000-5000元

16 施工时阻塞展厅通道，防碍他人通行，劝阻无效，对施工单位处罚款。 1000-5000元

17 撤展时，提前拆除、野蛮拆卸展台、推倒展台及搬运物品时造成地面损伤者，对

施工单位处罚款。
1000元以上

18 撤展时，施工垃圾未清理或未清理干净或未验收，将在施工押金中扣除10000元以

上的违约金。（不含展馆加班费用）
10000元以上

19 对展馆和主场运营商工作不予配合的，视情节严重处罚款。 2000元以上

20 展台配备的灭火器过期或损坏的对施工单位处以罚款。 1000-5000元

21 施工期间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帽，对施工单位处以每人每次 200 元罚款。 200元

22 施工现场禁用乳胶漆、涂料材质。

每 18 平 米

1000元，以

此递增

备注：以上罚款将在施工押金中扣除。违反规定接到通知后拒不进行整改的单位，主场搭建商有权采取措施

停止其展台施工，并扣除全部施工押金。

公司名称（盖章）：

手机：

主要负责人签字：

填写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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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2：展台施工押金退还确认单（场地验收）

（搭建单位留存，撤展时需出示确认）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展位面积

施工单位名称

施工负责人姓名

施工负责人手机

展位拆除情况

已清理干净

未清除干净

押金退还说明

全部退还（不

含扣除施工证

押金）

扣除金额

唯美公司现场

负责人签字

说 明

1、押金退还时必须持此凭据单。

2、展台施工材料及垃圾全部清理干净后，必须由唯美公司现场管理人员签字，

方可退还押金。

3、如在整个展览期间发生任何安全事故、损坏展馆设施、乱扔废弃物等情况发

生，相应的处罚金额将在押金中扣除。

4、施工押金在2023年4月17日到唯美公司办公室退还。

5、异地单位押金在2023年4月19-29日期间按原账号电汇方式退还，不能汇款至

个人账户。

6、异地单位退还押金时请将此单电子版发给唯美公司指定邮箱

shuang.li@pbr.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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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3：展前施工安全培训及安全须知

（搭建商填写）

1．进场施工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帽，高空作业持证上岗并佩戴安全带。施工作业前须自行评估确保无安

全危险后方可施工。

2．进场施工时间必须按照申报时间进场，如有变化须及时通知，否则场馆将根据情况予以扣押金处理。

3．所有施工单位及参展单位不经场馆允许，不得私自挪动电箱位置等场馆基础设施，否则发生一切安

全责任事故及人员伤害，均自行承担。

4．有用电需求的施工单位，电源接驳必须由专业电工施工作业，不许带电作业；电工须持本人电工本

或电工本复印件方可施工作业，非电工人员不得操作。

5．展台所有电箱不得放置储物间及封闭空间内，须安装在展台明显位置。（请各搭建单位在施工期间

摆放到位。）

6．电箱总开关必须用漏电开关、并做接地保护，且负荷与负载相匹配（电箱实际接驳空气开关须与申

报电源规格一致），电箱须零件齐全且完整带盖。必须挂墙，距地20CM（请各搭建单位在送正式电前调整

完毕。）

7．所有搭建材料必须做防火阻燃处理。施工期间未做防火处理的展台立即停工，待所有材料进行防火

处理后，方可施工。

8．严禁使用弹力布、丝绒布、遮光布、网格布、天花软膜等针棉制品。

9.展台施工严禁使用易燃、易爆物品（如：酒精、稀料、橡胶水等），不得在馆内进行喷漆、刷漆打磨

等工作。此管理规定施行已将近一年时间，为近一步贯彻落实国家《有关Ⅱ类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

制规范》的要求，推行绿色环保搭建，营造良好的办展环境，自2017年1月1日起，禁止在馆内进行各种喷

漆、刷漆、打磨等工作，包括现场木结构加工、刷涂、油漆、喷漆、打磨等。请现场搭建商严格遵守。

10．施工单位需自己配备灭火器，遵循每50平方米配备两个灭火器的原则。

11．消防安全疏散通道不可有任何展会设施搭建，开展期间各搭建单位必须安排专业电工值守，每天清

馆前关闭展台电源后方可撤离。

12．展台如有24小时用电，必须留有24小时保安值守。

13．撤馆时应文明施工，不得野蛮拆卸。

14．施工方须按大会规定的时间进行撤馆，不可提前，在撤馆前须自行关闭本展台的电源，禁止带电拆

除。如有特殊需求须提前申报。

我单位已阅读并深刻理解上述内容，承诺严格按照上述内容进行场馆内施工活动，违反上述内容我单位

愿意接受相应处罚。

施工单位： （盖章）

展位号：

展台负责人：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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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4：展览会搭建安全生产培训记录表

（搭建商必须提交）

展览会名称：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

施工单位名称： 培训时间：

现场搭建安全负责人： 手机： 现场消防安全负责人： 手机：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序号 施工人员姓名 年龄 性别 技术工种 身份证号码 培训人签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我单位承诺已落实安全生产培训工作，施工现场严格执行，并配合检查人员管理，保证不发生安全生产事

故。

填表人签字（盖章）：

手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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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

2023年4月13日-4月15日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

货物运输指南

中 恒 通 运 （ 北 京 ） 国 际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 境内参展商注意事项

- 境外参展商注意事项

- 展品清单

- 境外展品运输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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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参展商注意事项
尊敬的参展商：

欢迎您参加于2023年4月13日至4月15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举办的第二十

一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作为主办方指定的展品运输代理

商，愿为广大参展商提供优质、快捷的服务。

为确保展会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各项货运服务项目和报价列明如下，各参展商可根据各自

需要选择服务项目，填妥所附表格传真至我司。请各参展商依照本指南的有关规定做出安排，以

确保相关货物及时安全运抵展台。

特别注意
 自行安排车辆运输展品的展商，除应遵守北京交管局交通规定外，还必须提前向我司报备车辆、司机

及货物信息，逾期不报造成不能进馆等后果，责任由展商自行承担。

 自行安排物流公司运送展品的展商，推荐依据我司运输指南接货方式B， 提前将展品运至我司指定仓

库保管，布展时再由我司送至展位。非指定运输商运输车辆、快递公司运输车辆禁止进入展馆装卸货

区，如因听从其它物流公司承诺可以直接送到展馆内而不能送达的，我司概不负责协调其它物流公司

车辆进入展场，如因此原因造成不能布展的展商，后果自负。

 严格遵守进撤馆工作时间（8:30—17:30），提前及延迟到达，我司概不负责装卸货物。

 自带吊机、叉车等装卸车辆禁止进入展馆装卸货区。展商擅自委托非正规物流公司运输搬运展品而导

致人身伤害和展品破损、丢失或运输商携展品敲诈等情况,后果自负。

 顺丰、德邦、跨越三家物流原则上禁止进入展馆，请展商选择除以上三家以外的物流公司。

展品运输代理商信息

境内展品运输代理商

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五区仟村商务楼A座1009-1010室 （100029）

电话：8610-64430847

13426429294

传真：8610-64430846

E-mail：dumi@vip.sina.com

联系人：曾彬先生

温馨提示：

由于往届展会出现过因参展商自行委托运输商回运展品而导致展品丢失或运输商携展品敲诈

参展商等情况。为避免参展商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主办方建议参展商使用本展会指定运输

商。指定运输商以外的运输商与参展商之间发生的纠纷，主办方无法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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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品接货方式及时间要求

参展商可将展品或搭建材料通过铁路、航空或陆路卡车自行安排运往北京：

类别 接货方式 展品运抵时间

A 货物运抵北京火车站/机场/陆运站，---

委托我司将展品从北京各火车站及各提货

处提货至仓库暂存后，运至展台。

展品需在 2023 年 4 月 5 日前运抵北京各提货

处。

B 货物直接运抵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指定仓库，----委托我司将展品

从指定仓库暂存后运至展台。

（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指定仓库

展品需在 2023 年 4 月 7 日前运抵中恒通运

。

C 货物直接运抵展馆门口---委托我司在展

馆门口卸货及至展台就位的服务。

参展商需自行安排展品于 2023 年 4 月 11 日至

4 月 12 日运抵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地址：北京

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6 号，邮编：100028）指

定卸货区域。

对于上述接货方式，参展商务必在展品预定抵达北京前 3 个工作日提供已填妥的附表一和相

关托运单证等资料，以便我们在北京查询到货情况。否则，由此造成的延误，我司概不负责。

（本公司概不接受运费到付）。

提示

自送展品进京车辆须遵守北京交通管理局对外地车辆进京行驶的有关规定：

a. 凭“四证”（身份证、驾驶证、年检合格车辆行驶证、尾气合格证）到进

京检查站办理“北京市区通行证”；

b. 货车早 6:00 至晚 24:00 不能进入五环路内；

c. 如遇特殊情况，北京市实行交通管制，请按北京市交通管理局的限时规定

执行。

二、收货人信息

接货方式A

和

接货方式B

收 货 人：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64430847

仓库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6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库房

仓库电话：010-84600615

仓库收货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1:00；下午13:30～16:30

（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接货方式C
收货人为参展商参展名称，参展商自行在展馆门口与送货人交接，并送至展馆

指定卸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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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品包装要求

1. 展品的外包装应以适合长途运输和反复拆装为标准，坚固耐用。

2. 有特殊要求的展品应在外包装刷制“易碎”,“防潮”,“向上”等标记。大件展品应注明起

吊线和重心位置。

3. 展品外包装标记应按如下要求刷制：（请不要填写具体人的名称，以防提货困难）

展览会名称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现场联系手机

件 数 / 重量 尺寸

五、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1. 基本服

dumi@vip.sina.com；

2．展品发出后，请参展商立即将取货凭证传真至我司，以便及时提货

四、文件要求

1．参展商务必将展品信息登记表（附表一）于2023年4月3日前扫描发至邮箱

。

务

类别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A

接货方式 A

1. 展品到达北京火车站、机

场、陆运站后的有关文件处

理。
人民币 200 元/立方米

（最低人民币 300 元/运次）

注：在火车站、机场、陆运站

提货处产生的各项杂费由参展

商实报实销。

2. 把展品从北京火车站、机

场、陆运站等地提至我司仓库

暂存，再统一转送至展馆暂存

地。

B
接货方式 B

1. 展品到达我司仓库后的有

关文件处理。 人民币 200 元/立方米

（最低收费 1立方米）2. 展品在我司仓库暂存，再

统一转送至展馆暂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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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进馆现场服务

（指从展厅门

口送货至展

台）

1. 帮助卸车并将展品送至展

台。

人民币 160 元/立方米

（最低收费 1立方米）

2. 展商自行开箱。

3. 我方一次就位（不含组

装）。

D 现场开箱服务 卸车送至展台后，帮助参展商

开箱、一次就位（不含组

装）。

人民币 50 元/立方米

（最低收费 1立方米）

E
其他费用

1. 展品抵达我司仓库后的存

放费。

人民币 20 元/立方米/天

（最低收费 1立方米）

2. 展期库房存放费。

2. 回程收费同来程：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代为参展商办理回运至外省市的托运

服务，具体事宜请现场咨询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回运每票加收手续费：人民币

30元/票。

3．超限展品收费标准

超限范围 收费标准

重量 长 宽 高 超1项 超2项 超3项

3T 5M 2.3M 2.5M 加收10% 加收20% 加收30%

5T 7M 2.5M 3M 加收10% 加收20% 加收40%

10T 12M 2.5M 3M 按实际重量体积收费

4．机力费用一览表（仅供组装/拆卸设备租用，至少4小时起算）：

铲 车 3T 5T 10T 15T 吊 机 16T 25T 35T 50T

人民币/小时 80 120 205 330 人民币/小时 350 480 645 870

1) A.以上费用是在基本服务A、B、C收费的基础上加收的费用，它已包含司机费用。

B.报价按正常工作时间计费，如遇法定节假日或加班期间，将双倍收费。

C.如有需要，请参展商务必提前48小时向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提供书面预定申请，经确认

后将会予以安排。任何少于48小时预定的机力申请，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将根据实时劳力

和机力的使用情况，另行安排。由此所产生的所有额外费用由参展商承担。

D.请参展商在预定机力时，支付所预定机力费用的50%作为预定定金。

E.如需特殊起吊工具的设备，请参展商自行准备相关起吊工具。

2) 由于受展览场地条件的限制，参展商需对展品的单件尺码及重量加以注意。凡有单件长超过 5 米，宽超过

2.3 米，高超过 2.5 米，或重量超过 3 吨展品的参展商，请事先电洽我司。如果参展商事先未与我司联系便将

超限展品运往参展，所产生的后果由参展商自行负责。

3) 危险品，冷冻（藏）品及贵重品处理附加费加收 100%。

4) 参展商必须自行对展品的现场操作（包括装、卸车，开、装箱及吊装等事宜）安排指导和监督；否则，中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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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有权拒绝提供相关服务，以免造成人员或货物伤害事故。

5) 如参展商未按照我司规定的时间到货，逾期我司加收100%加急费。

6) 如参展商的展品需要晚上卸车，请提前与我司联系，夜间作业费加收100%。

六、结算办法

1. 凡委托我司运输货物的参展商，请根据各自所需服务项目及前述收费标准计算费用，并于2023年4月13日前

将运输费用汇至我司帐号（户）。（请在汇款单的汇款项目栏中注明：展品运输款）。我司收到款后方可按所

委托的项目予以服务。

2. 展品进馆时在现场以现金形式支付我司费用。

3. 机场车站的站（港）杂费我司先垫付，凭原始发票向参展商结算。

我公司银行帐号如下： 开户名称：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安华支行

帐 号：0200 2538 092 0000 8091

七、备注

1. 自送展品请按照上述规定时间将展品送至库房。

2. 我司所收的服务费用中不包含保险费。为维护参展商的权益，我司提醒参展商购买全程保险（包括展览期

间）。保险范围应包括我司及其代理的责任事故的保险。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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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损时申报报检之用。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公司所承担的赔偿，不管其原因和性质如何，

其赔偿均不超过有关货物的价值或以货物的毛重（每1000公斤为人民币1000元）折算而成的数额，并以两者中

较低的为准。

3. 凡委托我司运输货物的参展商，视同承认本指南中所有条款，运输事宜以本指南条款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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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展品信息登记表 截止日期：2023年4月3日

请将表格交回至：

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五区仟村商务楼A

座1009-1010室（100029）

电话：8610-64430847

13426429294
传真：8610-64430846

E-mail：dumi@vip.sina.com
联系人：曾彬 先生

参 展 商 信 息

公司名称：

展位号： 展位面积： m
2

展会负责人： 邮箱：

电话： 传真：

我司将安排以下货物参加本次展览会，需提供现场装/卸车和就位等服务：

注：如展品需单独租用机力设备组装/拆卸等服务，请在下表“特殊服务项目”一栏中填写清楚需租用机

力的吨位数、台数和租用日期时间。

箱

号

包装

式样
展品名称

长x宽x高

（cm）

体积

（m
3
）

重量

（kg）

特殊服务项目（组装/拆卸）

租用机力 台数
租用日期

和时间

总计： 件， 立方米， 公斤。

*（不够请另行附页）*

我司的参展货物将以下列方式运到北京（请在以下A/B/C三种运输方式上打“√”并填写）：

□ A. 由（铁路/航空/陆路卡车）运至北京提货处，货运单证号______________（单证请一并传

真）；预抵北京日期_____________，请贵司安排提货、保存并运至我司展台；

□ B. 直接运抵贵司仓库，货运单证号________________（单证请一并传真），预抵北京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请贵司安排保存并运至我司展台；

□ C. 自己安排运至展馆门口。

我司同意本展会规定的费率，将以下述方式支付贵司相关费用(请在以下支付方式上打“√”)：

□ 在布展前将进出馆所有费用一次结清，电汇至贵司账户；

□ 在布展期间将进出馆所有费用一次结清，现金缴纳给贵司现场工作人员。

公司/业务签章（请保留该份表格副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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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货物运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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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参展商注意事项

致：CIEPEC 2023有关展商的一封信

本届展览会主办单位指定我方——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作为本届展
览会展品运输总代理，负责将运抵各口岸的展品运输和报关事宜。

有关展商就展品运输，报关和展览会现场服务，可与中恒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如下：

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地 址： 中国北京朝阳区安贞西里五区

仟村商务楼A座1010室（100029）

电 话： （8610）64430847/49

传 真： （8610）64430846

联系人： 徐冬云

邮 箱： xudongyun@zhonghengexp.com

谨祝

本届展览会圆满成功！

王京生
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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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收货人/通知人

时间安排

所有通过海运/空运抵达各口岸的展品需按以下时间办理。

拼箱海运 ——到达天津新港时间：2023年3月20日—22日

整箱海运 ——到达天津新港时间：2023年3月27日—29日

空运 ——到达北京首都机场时间：2023年3月27日—29日

影片、磁带、出版物：展前40个工作日

通过海运/空运抵达中国口岸的展品，收货人：

北方阳光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院时间国际5号楼808室

电 话： （8610）58677629

通知人：

中恒通运（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地 址： 中国北京朝阳区安贞西里五区

仟村商务楼A座1010室（100029）

电 话： （8610）64430847/49

传 真： （8610）64430846

联系人： 徐冬云

所有海运/空运展品必须运费预付。

如运费到付，我方将收10%的服务费。

在展品抵达各口岸前48小时，需书面通知我方。

运输文件

海运展品：

正本（份） 副本（份）

提单 1 2

商业发票 3 4

装箱单 3 4

展品清单 3 4

空运展品：

运单 1 2

商业发票 3 4

装箱单 3 4

展品清单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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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清单填报要求

展品清单又称临时进口展览品申报单，内容包括展览会名称，展台号，展品名称、型号、单价、

总价，以及体积、重量和商品编码。

展品清单需中、英文填报。

展台示意图

如您的展品需用铲车或吊车就位，请随展品清单附上展品摆放示意图。

展品包装和标记

展品外包装需坚固、耐用，适于长途搬运、装卸、反复包装和室外存放。纸箱不适于做展览品包

装。

因纸箱包装的展品所造成的损坏，不接受索赔要求。至少应在外包装的三面刷至清楚的标记。

动、植物检疫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植物检疫局的规定，所有动、植物品及其制品都需在口岸或展览会现

场进行检疫。

要求有关展商向我方提供有关展品的熏蒸检疫证明书。

手提展品

展商可随身携带小型展品入境参加展览会。

如手提入境的展品在口岸如被海关暂扣，有关展商可持口岸海关出具“货物临时扣单”与我方联

系提取事宜。为办理提取手续，需用2个工作日。手提入境的展品也许将被海关要求以其他方式

（海运或空运）运送出境。

禁入境物品

各类武器、爆炸物、火器、军用物资，非经政府特别许可，不得作为展品运输。作为展品的药品

或医疗器械如需进口，需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如查验此类展品产生的有关费用，由有关展商承

担。

通关单证册

使用货物暂准进口单证册（ATA单证册）暂时进境的货物限于我国加入的有关货物暂准进口的国际

公约中规定的货物。暂时进、出关境并且在规定的期限内复运出境、进境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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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规定

海关严格根据“展品清单”填报的内容，实施查验，包括以下内容（统称为展品）：

a. 展览品

b. 布展材料、图片

c. 公关用品、消耗品

d. 各种饮料、食品、烟、酒

e. 印刷品

f. 办公文具

g. 光盘、影碟、磁带、幻灯片等

注意事项：

根据海关有关规定，所有有关印刷品、图像材料、小礼品等需经申报、查检和缴纳有关关税后才

可以散发。

付款要求

所有交运的展品应于展览会闭幕前付清全部运费。

谨祝

CIEPEC2023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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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货物运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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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贴

展览会名称: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

展商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 台 号：________________ 箱 号：________________

毛 重：______________ 净 重：________________

尺 寸：长___________宽___________高__________

展会地点：北京 •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注：请在展品外包装上注明超重点和重心或其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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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展品运输代理
澳大利亚 RL Felton & Associates Pty. Ltd Contact : Ms Sigal Cohen

Australia 124 Cathedral Street Tel : 61-29356-2300

Woolloomooloo NSW 2011 Fax : 61-29358-5096

Box R 223 Royal Exchange MB : 61-403 030 353

Sydney 2000 Australia E-mail : sigal@felton.com.au

意大利 OTIM Beijing Office Contact : Mr. Enzo Ragazzi

Italy Rm 1020 Hanwei Plaza, Tel : 8610-6561-4175/6/7/8

#7 Guanghua Road, Fax : 8610-6561-4179

Chaoyang Dictrict, Beijing 100004

China E-mail : otimbj@163bj.com

意大利 OTIM SPA MILANO Contact : Gian Luca Zonca

Italy Via Porro Lambertenghi, 9 Tel : 39-02-69912250

20159 Milano-Italy Fax : 39-02-69912231

E-mail : gianluca.zonca@otim.it

西班牙 Transferex, S.A. Contact : Elisa Dominguez

Spain General Moscardo, 32 Tel : 34-91-554-1202

28020 Madrid / Espana Fax : 34-91-533-0706

N.I.F.A-28587707 E-mail : elisa@transferex.com

瑞典 ICM Stadsbuden AB Contact : Jens Ostergaard

Sweden P.O.Box 8346 Tel : 46-8-445-7071

S-163 08 Spanga (Stockholm)

Direct

tel : 46-8-445-7071

Sweden Fax : 46-8-795-75-30

E-mail : jens.ostergaard@skandfrakt.se

阿拉伯 Freightworks Contact : Mr. Irshad Khan

UAE P O Box 5514 Tel : 9717-204-4460

Dubai, UAE Fax : 9714-204-4469

E-mail : irshad.khan@freightworkds.com

美国 Worldwide Exhibition Services, Inc. Contact : Hugo E. Morales

USA 927 Clarence Ave., Tel : 718-823-8100

Bronx, NY 10465 Fax : 718-823-8118

USA E-mail : wesusa@aol.com

奥地利 Poseidon Speditions GesmbH Contact : Robert Kokoschik

Austia Fair and Event Transport Department Tel : 43-1-79-80-351

A-1030 Wien, Litfass Str. 8 Fax : 43-1-79-83-705

Vienna Austria MB : 43-664-41 35 474

E-mail : robert.kokoschik@poseidon.at

南非 Fairs-Link International (Pty) Ltd Contact : Mr. Alan Harris

South Africa Gallagher House, Gallagher Estate Tel : 27-11-315-1964

19 Richards Drive Fax : 27-11-315-1920

第140/144页

mailto:sigal@felton.com.au
mailto:otimbj@163bj.com
mailto:gianluca.zonca@otim.it
mailto:elisa@transferex.com
mailto:jens.ostergaard@skandfrakt.se
mailto:robert.kokoschik@poseidon.at


货物运输指南

Midrand 1685 E-mail : alan@fairs-link.co.za

South Africa lizelle@fairs-link.co.za

新加坡 H-XPO Germaxco Int'l Pte Ltd Contact : Mohamed Rashid

Singapore 48, Toh Guan Road East Tel : 65-6276-8558

#06-124, Enterprise Hub Fax : 65-6276-5885

Singapore - 608586 E-mail : mohd.rashid@hxpointl.com.sg

日本 NISSIN Corporation Contact : Hiroaki Tanabe

Japan 5 Sanbancho, Tel : 81-3-3238-6500

Chiyoda-ku, Tokyo 102-8350 Japan Fax : 81-3-3238-6505

E-mail : H_TANABE@nissin-tw.co.jp

日本 Blueline Co., Ltd Contact : Toshi Sasahara

Japan 3rd Floor, Saga-cho MD Building, Tel : 81-3-5646-4775

1-18-8 Saga, Koto-ku, Fax : 81-3-5646-4776

Tokyo 135-0031 Japan E-mail : tsasahara@BLUE-LINE.JP

德国 PRO Messe-Service GmbH Contact : Marting Zerle

Germany Deutzring 5 Tel : 49-08271-8014-0 DW-42

86405 Meitingen Fax : 49-08271-8014-90-91

Germany E-mail : pro-messe@t-online.de

韩国

Sunjin Shipping & Air Cargo Co.,

Ltd. Contact : Mr. Chris Kang

Korea #44-1, Chonho-Dong, Tel : 82-2-2225-9552

Kangdong-Gu, Fax : 82-2-2225-9699

Seoul, Korea(134-021) E-mail : expo@sunjinsa.co.kr

捷克 CENTRUMSPED PRAHA, spol. s r. o. Contact : Karel Samsula

Czech VYSTAVISTE Tel : 420-5-4333-0516

648 41 BRNO Fax : 420-5-4333-0518

Czech Repubic E-mail : samsula@centrumsped-praha.cz

越南 M&P Logistics Co. Ltd. Contact : Tran Tuan Anh

Vietnam 04th Floor, 69 Ba Trieu Street Tel : 84-4-943-3238/943-3290

Hanoi, Vietnam Fax : 84-4-943-3239

E-mail : mpi.hanoi@hn.vnn.vn

芬兰 SCHENKER OY Contact : Mr. Heikki Mattola

Finland Oljytie 10(P.O. Box 76) Tel : 358-(10)-520 00

01530 Vantaa (Helsinki Airport) Fax : 358-(10)-520 4230

E-mail :

英国 GBH Exhibition Forwarding Ltd. Contact : Andy Blockley

England 10 Orgreave Drive, Handsworth, Tel : 44-(0)114 269 0641

Sheffield, England, S13 9NR Fax : 44-(0)114 269 3624

E-mail : andy@gbhforwarding.com

中国台湾

Panda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Co., Ltd. Contact : Carol Wu / Jeannifer Huang

Taiwan,

China 5F., No. 209, Sec 3., Civic Blvd., Tel : 886-2-2772-0999 ext.6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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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Taiwan 10492 (R.O.C.) 886-2-2772-0999 ext.6565

Fax : 886-2-2771-9968

E-mail : carol.wu@pandalog.com

jeannifer.huang@pandalog.com

中国香港 BEX Logistics Company Limited Contact : Gordon Lam

Hong Kong,

China Room 2106, Win Plaza, Tel : 852-2836-5282

9 Sheung Hei Street, Fax : 852-2836-5383

Sanpokong, Kowloon, Hong Kong E-mail : gordon@bexlog.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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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准进口展览品报关清单
DECLARATION FORM FOR TEMPORARY IMPORT EXHIBITS

展览会名称：

Name of Exhibition:
CIEPEC 2023

日期：

Duration

:

地点：

Venue
Apr 13 - Apr 15, 2023

:
CIEC

参展公司:

Exhibitor:

国别 / 地区

Country / Region

展馆 / 展台号

Hall / Booth No.

运单号

B/L No.

总件数

TIL PCS

箱号 Case No. 毛重（公斤）

G/wt. ( kg )

净重（公斤）

N/wt. ( kg )

原产地

Original

长 宽 高 （厘米） 立方米

L W H （cm） CBM

集装箱号 CONTR No.

序

号

No

.

商品代号

H. S.

No.

展品内容规格型号（英文）

Description of Contents

in English

展品内容规格型号（中文）

Description of Contents in

Chinese

单位

Unit

数量

Quantity

单价（USD）

U. Price

总价（USD）

Total

展品处理方式

Disposal of

exhibits

制单人（签字）：

Signature:

处理方式 Disposal: A-临时进口 Temporary Import. B-已售 Sold.

C-消耗/赠送 Giveaway/Donated. D-放弃 Abandoned.
总价值合计

CIF Total

For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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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品运输费率

序号 从进口口岸到海关保税仓库进口操作费 人民币 人民币

1 海运 每 1 立方米/300 公斤 400 每票至少按 2 立方米/600 公斤计算 800

2 路运 每 1 立方米/300 公斤 280 每票至少按 2 立方米/600 公斤计算 560

3 空运 每公斤 5.2 每票至少按 100 公斤计算 520

4 用机力 在以上费用基础上加收 70% 至少按一票计费 4000

序号 从海关保税仓库到展馆馆外操作费用 人民币 人民币

5 海运/路运 每 1 立方米/300 公斤 280 每票至少按 2 立方米/600 公斤计算 560

6 空运 每公斤 2.8 每票至少按 100 公斤计算 280

7 用机力 在以上费用基础上加收 70% 至少按一票计费 2400

序号 从展馆馆外到展馆内就位 人民币 人民币

8 海运/路运 每 1立方米/300公斤 400 每票至少按 2 立方米/600 公斤计算 800

9 空运 每公斤 4 每票至少按 100 公斤计算 400

10 用机力 在以上费用基础上加收 70% 至少按一票计费 4000

序号 基本服务费 人民币 人民币

11 清关和商检费用 每张报关单 120 至少按一票计费 720

12 关于纸箱、木箱、托盘动、植物检疫费 每件 48 至少按一票计费 120

13 从展品到口岸的第二天到展会结束的第二天的展品仓储费用 海运：每立方米/天 12 每一票至少按 7 天计费 160

空运：每公斤/天 0.32 每一票至少按 8 天计费 160

14 集装箱仓储费用，到岗后 7 天内免费 每 40’呎集装箱 400 至少每天按 40’呎集装箱计费 400

每 20’呎集装箱 240 至少每天按 20’呎集装箱计费 240

15 展期空箱保管费用 每 1立方米/306公斤 12 至少按一票计费 160

16 文件费用 每表/页 40 至少按一票计费 480

17 消耗展品清关费用 展品到岸价格 17% 至少按一票计费 480

18 展览中心管理费用 海运：每立方米 44 至少按一票计费 80

空运：每公斤 1.2 至少按一票计费 80

序号 其他业务 人民币 人民币

19 工人 每小时 64

20 叉车（负荷量） 3吨 每小时 160

5 吨 每小时 200

8 吨 每小时 240

21 起重机（负荷量） 8吨 每小时 320

15 吨 每小时 360

15 吨以上 每小时 另议

22 其它技术性设备 另议

23 保险费（仅限一般展品） 展品到岸价格 5% 至少按每一票计费 240

24 港口操作费 按实际发生计费

25 自到港日期海运集装箱滞留费 1-10天 11-20天 21-40 天 超过 41天

每 20’呎集装箱 免费 人民币 48/天 人民币 80/天 人民币 160/天

每 40’呎集装箱 免费 人民币 80/天 人民币 160/天 人民币 320/天

其它型号集装箱 另议

序号 额外发生的费用 1~3 4 5 6 7 8~9 10 11 14 16~18 21

26 危险展品 30% 30% 30% 30% 150% 10% 50% 100%

27 上楼 一层楼以上 20% 40% 20% 20% 40% 20% 40%

28 提前到达口岸 期限之前 50% 10% 20% 20%

29 晚到口岸 期限以后 30% 30% 30% 30% 30% 30% 30% 50% 30% 50%

30 加班 下午 5 点 以后 50% 30% 50% 50% 30% 30% 30% 100% 50% 100%

31 假期 周六、日及法定假日 50% 50% 50% 50% 50% 50% 50% 100% 50% 100%

32 超重展品 超过 3 吨 10% 10% 10% 10%

超过 8 吨 另议

33 超大展品 超过 6 米 x2.35 米 x2.4 米 另议

34 可接受特殊展品操作 另议

序号 出馆操作费、出售展品、转送其他展览会

35 价格参照 1，2,3,4,5,6,7,8,9,10,11,12,15,20，23,27,28,29,30,31 和 35

序号 永久进品展品税金及消耗展品

36 另议或根据中国海关的要求，实报实销

序号 永久进品展品税金及消耗展品

37 20’尺集装箱至少按 23立方米计费；40'尺集装箱至少按 46立方米计费。

38 回运空集装箱到当地集装箱货运站或从当地获得一个新的集装箱：2400 人民币/1X20'，3600 人民币/1X40’

备注 1.以上费用不含海运费用/空运费用、超时仓储费用、集装箱滞期费。

2.所有进出口操作费必须在开展的前 5 天支付给我司。预期未付将支付 2.5%的佣金。

3.通过海运/空运展品需要在开展 7/10 个工作日到达最近展馆的进口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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