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第三届国际新材料新工艺及色彩
（简称CMF）展览会

展商手册
主办单位：深圳市寻材问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主场搭建：深圳市寻材问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举办时间：2019年11月5日—7日
广州琶洲保利世贸博览馆 5、6号馆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保利世贸博览馆
（地铁直通展馆，8号线琶洲地铁站C，D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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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会综合信息
展 会 名 称 ： 2019第三届国际新材料新工艺及色彩（简称CMF）展览会
地

点 ： 广州琶洲保利世贸博览馆

搭 建 时 间 ： 2019年11月3-4日
展商布展时间： 2019年11月4日
展 览 时 间 ： 2019年11月5-7日
撤 览 时 间 ： 2019年11月7日
布展须知：
如需布展加班，须按场馆规定在当天下午 16:00 前统一向主场承建商提出申请及缴纳相关加班费
用。未提交申请违规加班的将双倍从施工押金中扣除。
撤展须知：
展商20：00撤场，所有特装主体放倒必须在 20:30 后方可进行，撤展超过01：00需向主场承建商申
报加班并缴纳加班费。
证件的使用范围：
参展证：供参展单位的业务人员在布展、开展和撤展期间进出展馆时使用（向主办方申报）。
施工证：供特装搭建单位在布展及撤展期间使用，开展期该证件无效（在保利办证系统申报）。
驻场电工证：凭电工证现场办理，需提交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小1寸照片 2 张。
参展商布展/撤展车证：展会布/撤展期间参展商展品物料车辆使用。请自行放在车头前，一车一证一
次性使用，车辆进场后，证件由展馆保安统一收回。
搭建商布展/撤展车证：展会布/撤展期间搭建物料车辆使用。请自行放在车头前，一车一证一次性使
用，车辆进场后，证件由展馆保安统一收回（在保利系统申报）。

注：2019第三届国际新材料新工艺及色彩展览会报图截止时间：2019年10月10日
主办方联系方式
工程部负责人：向秋
办

公 电 话：

手机：13510329609

主场承建商与指定搭建商
主场承建商（特装审图单位）：广州劲业展览设计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先生 185 2020 1981
审图组电话：020-3195 6992

(对公账户)

账户名称：广州劲业展览设计有限公司
账

号：0221 1566 0000 00667

开 户 行：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天河支行
搭建报图平台 QQ 群：754486976
为了方便管理，主场承建商特设搭建商报图平台（QQ 群），请各搭建商加入此群，关注群内动态，以便及
时了解展会及展馆最新要求及展台搭建注意事项等相关信息。

报图登录网址: fw.pwtcexpo.com

特别提醒：报图系统内所有截止时间为当天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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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定搭建商联系名录：
广州劲业展览设计有限公司

张浩平

185 2020 1981

广州华盈展览设计有限公司

方小姐

185 2021 0610

广州天马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龙溢良

185 8865 9699

深圳市名匠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张国健

180 1877 8098

深圳市美诚设计策划有限公司

黄先生

137 2373 8224

贝诺克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方 明

139 2420 6517

特别提示： 指定搭建商经过组委会审核，向组委会缴纳了安全保证金并且购买了展览安全保险。而非指定搭
建商没有经过组委会审核，无法保证现场搭建安全，如果参展商选择非指定搭建商搭建，需要重新审核搭建资
质，并且跟组委会主场搭建方签署安全责任书，缴纳保证金或够购买展览保险方可进场搭建，请各展商慎重考
虑。

大会推荐物流公司
货运公司：亚辉（广州）装卸搬运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张亚辉
联系手机：130 7886 4839
联 系 人：张杰
联系手机：133 1616 9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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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大冲商务中心C座24-25楼

三、特装展位（特装）布展须知
■ 于10月10日18:00前在报图系统提交报图资料。

■ 5、6号馆家博会特装展位搭建高度统一4.5米；不允许搭建双层结构。

■ 所有展位开口面封板不可超过1/2，避免遮挡其他展位的视线，开口面是指没有与其它展位相连的面。
■ 为确保消防安全，有纱幔布帘等易燃物品的展位，必须配备6公斤手提式干粉灭火器，36平方/个；禁止任
何形式的全封顶搭建，在展位顶部装饰纱幔布帘等易燃物的，需配置悬挂式灭火器，20平方/个；所有纱缦
等易燃物必需喷涂阻燃剂，软装较多的展位应适当增加配备数量。展位内有柱子的，搭建结构需距离柱子
20公分以上，不能紧贴柱子围封。电力接头的位置，必须有30*30CM以上开口。
■ 展品、参展人员的保险由参展单位负责。主办单位对涉及参展单位、参观者及个人物品等风险概不承担经
济或法律责任。
■ 特装展台设计立体彩色效果图，必须于展会开展前25天发邮箱至E-mail:2794362268@qq.com 方便主办方审
核展会效果，此邮件不做报图依据。
1、特装图纸的报审流程：
电子版特装报审资料
截止日期前提交
保利报图系统
系统关闭前提交
修改、补充报图资料

重点提示：

不通过

※所有布 展单位对 已通过审批的报审方案，一

审核

律不能自行更改，如需更改必须经主办方及展
通过

馆审批同意，对自行更改方案的布展单位，将

按单缴款，
网上申报施工证、布/撤展车证

办理施工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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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大冲商务中心C座24-25楼

2、特装报审资料及要求：特别提醒：报图系统内所有截止时间为当天18：00。

序号

提交资料

1

附件一：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

2

3

附件二：特装展台施工安全责
任书
附件三：展位特殊装修工程申
请表

说明

页码

参展商及搭建商签字盖章；

18

搭建商签字盖章；

19

参展商、设计方及搭建商签字盖章；

20

提交日期

中国平安保险
4

保险单（保险公司确认盖章）

联系人：温永香 139 2279
0691

附件四：家私租赁表

参展商签字盖章；

21

附件五：搭建商需知

搭建商签字盖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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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加盖公章；委托的搭建公司注册资金
不少于人民币 100 万元，注册时间须 3 年以
上，经营范围包含“会议及展览服务”；

8

设计方案立体彩色效果图

参见《特装展台报图图例》；

7

9

设计方案平面图、立面图

包括平面尺寸，立面高度尺寸及材料说明；

7

5
6

（视需回复）

于 10 月10 日
前登录系统提
交

说明用电总功率，总开关额定电流/电压，采用
10

配电系统图

电线规格型号和敷设方式及展位用电量计算方

7

式；

11

电气分布图

说明所使用的灯具，插座，规格，种类，安装
位置；必须标明电箱、网线、电话线安放位
置，无标明的由展馆自行安排放置电箱；

7

现场调整，需缴纳更改费用；

12

电工证

13

附件六：退押金申请表

提供有效期内的《电工执业资格证书》正反
面；现场施工人员需带原件备查；

搭建商（缴款方）签字盖章。

23

展会结束后提交

● 对于未能通过审核的施工单位，将不予办理进场施工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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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大冲商务中心C座24-25楼

3、特装展台报图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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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大冲商务中心C座24-25楼

4、特装施工管理规定
1） 各参展商应指定本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该负责人应由企业现场主管领导担任，负责协助展会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2） 各参展商应认真贯彻落实《消防法》有关防火管理规定，提高防火意识，加强检查、管理，消除事故隐患。
3） 展区内全面禁烟，凡在摊位、走廊、通道、楼（电）梯、卫生间等场所吸烟者，视情节从重处理。
4） 保持消防通道畅通

- 严禁将展品悬挂在消防、配电、空调设施或天花上，违者，展馆有权要求违规者无条件立即整改；造成设施损坏或引致
严重后果的，除照价赔偿外，还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 严禁在摊位外摆放展品，更不得堵塞通道、疏散出入口、电梯门、电箱以及通向消防设施的过道及遮挡监控镜头；违者，
展馆有权要求参展企业将物品移开，由此而引起的 一切风险和费用，由该企业承担。
- 消防栓正面1米和灭火器周边1.5米范围内不能摆放任何物。
- 不得摆放任何物品；严禁围拦、占用消防栓位置；严禁损坏和挪用消防器材。
5） 现场施工人员必须戴安全帽及有效证件才能进场施工。
6） 施工现场禁止使用木梯。
7） 搭建物必须建在划定的范围内，其垂直投影不得超出划线范围。所有结构（包括木、桁架结构等）跨度不得超过 6

米，超过 6 米的必须加落地底座支撑或申请结构吊点。
8） 严禁明火作业，禁止使用电焊、电锯、切割机等工具。
9） 不得在展厅人行通道、楼梯路口、电梯门前、消防设施点、空调机回风口等地段随意乱摆、乱挂、乱钉各类展品、

宣传品或其它标志。
10） 所有装修和装饰材料均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不得使用未经阻燃处理的草藤、纸、树皮、泡沫、芦苇、竹子、可燃

塑料板、可燃地毯和木板等物品作装修和装饰用料。展位背板外露部分必须作美化装饰处理，维护展厅整体美观。
11） 装修使用木质材料的应按平方米 0.5 公斤防火漆进行阻燃处理；用布质材料装饰的，布与布之间需留有 20 公分间

隔，并按每 5m2/公斤喷涂阻燃剂（尼龙布、网孔布按 8m2/公斤）。
12） 安装在两米以下且单件玻璃面积超过 3m2，或者在两米以上位置安装的不论面积大小，一律要使用钢化玻璃；
13） 特装展位自装的用电设备，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开关及空气断路器, 自带电箱必须与所申请用量用相匹配。

电箱安放标准：
A. 具备挂墙条件时一定要挂上墙，高度统一离地面30公分，线路整齐接入电箱；
B. 不具备挂墙条件时，必须制作规格为30cm*30cm*20cm的木箱承垫，整齐紧贴展位结构；

C.电缆长度必须适当，接入电箱处不得出现2圈以上的盘绕情况。
14） 电路设计单相回路不得超过 2000W，若超过 2000W 应采用三相电源设计，平衡分配用电负荷。
15） 展位内所用的电源线应该采用交流电压 450V/750V 等级的(ZR、ZA、ZB、ZC、ZD、或其它阻燃型号)-RVV 阻燃

型铜芯聚氯乙烯绝缘护套圆形软线、(ZR、ZA、ZB、ZC、ZD、或其它阻燃型号)-RVVB 阻燃型铜芯聚氯乙烯绝缘护套
平形软线、(ZR、ZA、ZB、ZC、ZD、或其它阻燃型号)-BVVB 阻燃型铜芯聚氯乙烯绝缘护套平形电线和采用交流电压
6KV 等级的(ZR、ZA、ZB、ZC、ZD、或其它阻燃型号)-VV 阻燃铜芯聚氯乙烯绝缘护套电力电缆。不得使用花线、双绞
线和铝芯线、音频线等一切非标线材。电源线通过展馆内通道地面的电缆线，必须穿护套管（金属管或难燃塑料管）
保护，并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
16） 各电气回路应设有专用的保护接地，展位灯具及用电设备有可能接触漏电的金属保护管和金属构件，必须做

有效

的跨接，并设有安全接地。
17） 禁止在展馆内、展位上使用星星灯、彩灯、霓虹灯、小太阳灯 （碘钨灯）及 500W 以上大功率灯具。（除作舞台

演出用途的舞台灯光可使用超过 500W 功率外）
18） 特装展位的筒灯、石英灯、日光灯等灯具镇流器，应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强制产品 3C 认证。展位内的广告灯

箱，必须做好对流散热孔对流散热，分体式镇流器不得安装在广告灯箱内，必须安装在灯箱外并做好隔热处理。
19） 为保障消防安全，各参展企业使用的展品包装箱，包装填充物等杂物，必须及时清理出馆或放于指定区域，严禁将

其存放在通道、摊位内、柜顶、板壁的背面或其它隐蔽的地方。
20） 认真做好闭馆前的清场工作，确保闭馆期间安全，清除易燃杂物、火种及其它火灾隐患，关闭展位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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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大冲商务中心C座24-25楼

5、卸货区及卸货车辆管理

(保利展馆规定)

1） 需要进入卸货区内的车辆，司机携带该场展会有效车证，到入口展馆保安处办理车辆入场手续，需提交

200 元/车次的进场保证金(展馆收取)，如有超时/违规及不服从指挥调度等行为将直接从保证金中扣除;
2） 筹/撤展车辆一车一证，对号使用，不得涂改、转借等扰乱进场秩序的行为。车证一次性使用，进场时展馆

安保人员收回。特装企业在上交图纸审核时将进场车次数量及车辆规格报主场承建商；
3） 筹/撤展车辆进场必须按照“车证时间”执行，对于没有执行“车证时间”安排，擅自提前到场又不服从指

挥的处以罚款 500 元/车次；
4） 卸货区内的车辆，筹/撤展车证未放置在驾驶室前方挡风玻璃位置，现场管理人员按无证车辆处理，处罚

200 元/车次；
5） 筹/撤展期间，首层卸货区只允许 0.6 吨以上货车使用，驾驶 0.6 吨（含 0.6 吨）以下货车/小轿车/面包车/

中型客车，停车到一期负一层卸货区；
6） 车辆进场后司机不得离开车辆，否则将给予 200 元/次的处罚;
7） 车辆不得恶意堵塞通道，否则将从施工保证金扣除 1000 元/次的处罚;
8） 车辆进入卸货区后必须按照现场保安的指引停放，注意卸货及进场的安全，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损坏展

馆设施设备照价赔偿;
9） 超时收费标准：

持有效期内的筹/撤展车证，载重为 0.6 吨以上-4.99 吨的中型货车免费卸货时间为 2 小时，超时没收押金；
持有效期内的筹/撤展车证，载重为 5 吨（含 5 吨）的大型货车免费卸货时间为 3 小时，超时没收押金；
10） 进入卸货区车辆：货车长度不能长于 8 米；宽度不能长于 2.5 米；高度不能高于 3.8 米，超过规格的货

车，请在卸货区卸货后用货梯运输进二楼展馆。
11） 场内车辆的操作应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作业，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车速不得超过 10 公里/小

时。 超过 2.2 米高的车辆禁止进入展馆地下停车场。 小型客车停放于地下停车场及展馆方指定的临时停
车场，禁止进入展馆。自行车不得进入地下停车场。
12） 出口办理退取押金手续。

特别提示：本次展会使用 5、6 号馆。没有货车货运通道，只能通过电梯
运输至馆内。
可入梯构件尺寸：
西 1、西 2、西 4、西 5、西 6、西 7 梯为：3.5 米长 X2.5 米高 X1.6 米宽以内；
西 3、西 8 梯为：5 米长 X2.5 米高 X2.6 米宽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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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报图系统、证件办理流程及注意事项
1） 详细报图流程请在 QQ 群文件内下载“保利世贸博览馆-服务商系统报图操作指引”

重要提示！！！
1. 未在保利系统内注册的，请提早注册（审核需 3-4 个工作日）；
2. 已注册过的，需要完善企业信息，并联系主场添加至展会内；
3. 不接受不符合大会要求的搭建公司报图；
4. 保险单需在报图同时提交，请提早办理；
5.请留意特装申报、证件申报截止日期，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费用和延
误。申报后自行查看审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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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上办证注意事项

施工证上传要求：
填写正确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上传清晰有效的对应人员身份证正面照片（姓名信息面）；上
传清晰的对应人员近期证件照片；JPG格式（小于1M）；
身份证、照片上传正确示范：

布、撤展车证申请要求：
按实际需求数量申请，必须填写实际车牌号码！未录入系统的车辆不予进入卸货区！！
③驻场电工证办理：
现场提交电工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小一寸照片2张至主场服务处办理。原件备查。

3） 请留意系统截止日期，提前向保利博览馆网站上传办证资料，系统关闭后只能现场办理（缴费后凭主

场开具的《办证凭条》与身份证原件在商务中心办理）。所增加的费用及因此产生的延误由搭建商自行承
担。

4）取证时间：11月1日（14:00-17:00）；领取地点QQ群内通知。
5）佩戴安全帽，凭证件进场施工，人证不符的，没收证件不允许进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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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特装送电申请
1） 展位送电申请流程

展位用电申请送电：11 月04 日 14：00 开始接受申请，陆续安排送电。
申请送电要求：
（1） 、按展会相关规定要求进行自检合格无误；
（2） 、填写送电申请单后必须有电工在展位上配合场馆电工的检查，合格后方能接电使用；
（3） 、未经场馆电工检查合格允许，不得私自接电，一经发现将按展会规定进行处罚。

展位主体结构搭建完成，
所有用电线路安装布置完
成。并自行检查无问题；

到大会指定主场承建

展位整改；

商服务台填写“送电
申请表”；
线路安全检查不
及格，不送电；

展位电工在展位上等
候场馆电工到来；

展位电工与场馆电工共

线路安全检查合

同检查展位线路安全；

格，送电。

2） 申请要求：
1
2

机械用电：机械已安装好；照明用电：展位已完工，电器、灯具、线材已全部安装完成。
必须自备带漏保三相开关电箱，电箱大小必须与申报用电量相匹配（漏保开关电箱不能大于申

请用电量）。
3

电箱必须使用带漏保的三相开关电箱，不能使用单相漏电开关。照明开关箱、机械开关箱必须

用

电缆线接箱，不能用电源线接箱。
所有电线用材必须使用符合国家用电安全标准的三芯阻燃（ZR-BVVB）护套铜芯线，严禁使用
铜包铝等非安全标准的电线。
4
5

电线或接口位如有裸露的铜线不能外露，要用专用电工胶布包好。

6

所有金属构架、设备设施金属外壳用电的必须做到可靠的接地。

7

如果有电缆线横过展位顶部，电线必须有承载物固定连接安装整理好。
特装展位有天花封顶或密封的房间，必须安装消防器材（按展馆要求规定每 36 平米安装至少一

8

个挂式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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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具展架图片及租赁价格

贝壳桌椅

沙发桌椅

铝料桌椅

葫芦桌椅

450 元/套/展期

450 元/套/展期

200 元/套/展期

300 元/套/展期

沙发茶几套

高吧台:玻璃或木台面

长条桌

1200 元/套/展期

600*1100Hmm

1200Lx400Wx1000Hmm

150 元/张/展期

120 元/张/展期

标展桌
1000Lx535Wx750/1000Hmm

矮玻璃饰柜
1000Lx535Wx1000Hmm

1030Lx535Wx750Hmm

150 元/个/展期

250 元/个/展期

200 元/个/展期

散尾葵

围链

60 元/盆/展期

30 元/个/展期

平/斜层板
1000Lx300Wmm
30 元/块/展期

锁柜

吧椅
120 元/张/展期

黑/白折椅
30 元/张/展期

42 寸液晶电视
（含立式或座式支架）
480 元/台/展期

仅供标准展台
13 安培，220 伏单相插座
40 瓦短臂射灯

40 瓦长臂射灯

70 瓦 LED 射灯

100 元/盏/展期

100 元/盏/展期

150 元/盏/展期

以上图片仅供参考，以实物为准！
组委会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大冲商务中心C座24-25
楼

(限用 500 瓦) 150 元/个/展期
31 安培，220 伏单相插座
(限用 1200 瓦) 350 元/个/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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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费标准 特别提醒：报图系统内所有截止时间为当天18：00。
（一）装展位管理费及押金、加班费（金额：元/展期）
特装施工管理费（金额：元/m2/展期）
序号

备注

10 月 10 日前

类型

申请价格

1

指定搭建商

30

2

非指定搭建商

30

10月10日系统关闭后至现场申报加收
100%。

特装施工押金（金额：元/ /展位展期）
类型

序号

金额

指定搭建商

1

非指定搭建商

2

10000
72㎡及以下

20000

73-200㎡

30000

201㎡及以上

50000

备注
（由各展位搭建商缴纳）
仅接受报图公司公对公转账，不接受
现金或对私转账。展会结束 15个工
作日后无息退还。

延时服务收费（金额：元/㎡/展期）
序号

类型

金额

备注
1. 依照有关劳动保护法规，展馆原则

1

布展期间

闭馆-24：0的0加班按照10元/㎡/小时计算。

上不接受加班申请。确有需要加班的

所有超过24:00的加班按照20元/㎡/小时计算。

须于当天16：00前提出延时加班申
请，并办理相关手续。
2. 不提供空调，按展位净面积计费，

2

撤展期间

超出撤展规定时间（次日凌晨01:00）后（以验

每展位起计面积36㎡，以2小时为计

收单签单时间为准），以20元/㎡/小时收取加

费时段，不足2小时按2小时计。

班费。加班费用从施工押金中扣出。

3. 参展商超时布展同样需要办理加

班。

（二）保险
大会指定展览保险：中国平安保险
联系人：温永香 139 2279 0691

为管控和转嫁风险，保障展会的顺利举办，要求搭建公司/施工单位办理展览会责任保
险（雇请工作人员险、第三者责任险和法律费用），每个展位每人每次事故死亡伤残限额不
低于60万，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200万。
提示：请提前购买保险，于报图同时提交保险单。非大会指定保险需在办理施工手续时提交
原件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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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订单（金额：元/展期） 特别提醒：报图系统内所有截止时间为当天18：00。
电力（金额：元/展期）
序号

备注
10 月10 日及之前

项目

申请价格

1

6A/380V(≤3KW）

990

2

16A/380V(≤8KW）

1990

3

25A/380V(≤13KW）

2640

4

32A/380V(≤16KW）

3360

5

50A/380V(≤20KW）

5800

6

63A/380V(≤32KW）

7200

通讯（金额：元/展期）
序号
1

市内及国内长途电话

2

ADSL（4M）租赁

10 月 10日及之前
申请价格
800
1600

吊点（金额：元/展期）
10 月 10 日及之前
申请价格

1

吊旗吊挂服务（50 公斤内）

800

2

结构吊点吊挂服务（500 公斤内）

1300

证件（金额：元/证）

1

2

3.请于 10月 10日前登录系统提交订单，10月 1519 日提交加收 30%，系统关闭至现场申报加收
100%。

1. 展会电话线：提供一条电话线供展商使用，若

需要提供电话号码的，请提前向主场申请。
2. 请于 8月30日前登录系统提交订单，9月 15-

19 日提交加收 30%，（不确保提供），系统关
闭后无法申请。
备注

项目

序号

2.24 小时用电申请：所选电箱规格费用*2。

备注

项目

序号

1.电费标准为一个展期用电。

项目
施工证（ 开展期间不
可用）
驻场电工证（ 开展期
间可用）

1. 需根据现场情况，核定吊点数量。
2. 展馆只提供吊挂需要的吊点服务，施工单位自

行准备吊挂所需的工具及设备。

备注
系统内申请
价格

现场申请价格
1. 请于系统截止日期前申请；

15

--

50

25

2. 人证必须相符，以网上审核通过的数量为准，

不退不换。
54方（含）以下可申请办理一个驻场电工证；
54方-100方可申请办理两个驻场电工证；100方
以上可申请办理三个驻场电工证，一个特装展位
最多办理不超过3个驻场电工证。
1. 首层卸货区只允许 0.6 吨以上货车使用；0.6

3

布展车证、撤展车证

25

50

吨（含 0.6 吨）以下的货车/轿车/面包车/中型客
车不需办证，停到一期负一层卸货，由停车场收
费。
2. 用于特装布/撤展运输搭建材料或展商展品运
输。每车一证，一次性使用，证件不退不换。

备注：
1. 请于系统提示日期内提交订单，按照主场审核后出具的缴款通知单支付费用。已审核的订单修改需加收 30%

手续费。
2. 收到订单全额汇款后视为有效订单，汇款后请将底单发邮件至2794362268@qq.com，注明展会名称及展位

号。未按要求付费可能会导致订单失效，后果由展位自行负责。
3. 以上项目如有特别位置要求，请另附纸图示或说明，否则将按一般标准安装或摆放，如现场位置需要更改，

产生的费用将由展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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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违规搭建扣罚标准：
为了规范现场施工管理及严格遵守展馆的安全规定，请各搭建商仔细阅读以下表格：

违规搭建罚款扣分标准
内容摘要

扣分标准

处罚金额

8-12 分

8000-全部押金

1

展台发生倒塌、人员伤亡、火灾等一切安全责任事故（视事故严重程
度）

2

搭建公司代报馆或挂靠公司报馆

12 分

10000 元

3

公司员工或展台工人出现打架斗殴等恶劣影响行为
布撤展期间由于物料堆积等造成通道堵塞或其它造成现场安全隐患的
情况（视严重程度处罚）
仿制主办、主场、场馆各种工作证、施工证和车证；提交虚假资料文
件的

6分

10000 元

3-6 分

3000-6000 元

3分

3000 元

2分

2000 元

2分

2000 元

专业工种无证操作（如电工等）
未按撤展规定，提前拆除主体或在展位内还有展商、观众等人员时开
始拆展

2分

2000 元

2分

2000 元

展位地毯下布线未加装隔热防护垫及保护措施
展台搭建使用纱幔、棉质篷布、绷布等各种可燃纺织物品，展台木质
结构未刷防火涂料，经过警告，拒不整改
因自身原因造成展出期间展台断电第一次罚款 1000 元，同一展台第
二次 2000 元，现场值班人员 5 分钟之内未到达展位罚款 500 元

2分

2000 元

2分

2000 元

1分

1000 元起

13

施工期间使用易燃材料等危险品（稀料、天拿水、酒精等）

1分

1000 元

14

未按申报规格安装电箱，未经展馆同意私自接驳、损坏、污损电箱
阻挡消防通道、消防卷帘门、公共通道、紧急出口、配电柜等，经过
警告，拒不整改
展位电箱未安装在展台墙体上，电箱不加装盖板；无法固定在墙体上
的电箱，不制作木框盒子进行遮蔽
未按要求配备足够数量并且合格的灭火器；易燃物、木结构未做防火
处理；

1分

1000 元

1分

1000 元

1分

1000 元

1分

1000 元

4
5
6
7
8
9
10
11
12

15
16
17

未按报图施工或使用违规材料、攀爬主体结构、危险施工、不服
从现场管理，无视整改要求继续施工的
使用禁用电料（筒灯、霓虹灯、高温碘钨灯、高温石英灯、平行线、
麻花线等）

18

馆内使用电锯、电焊、切割机等工具

1000 元

19

布撤展垃圾未清理出展馆或丢弃展馆周边

1000 元

20

展馆内吸烟

500 元

21

不能提供签场地验收单

500 元

22

布撤展期间，不戴安全帽、高空作业无人扶梯，高空作业不系安全绳

200 元

指定搭建商、非指定搭建商每年累计扣完 12 分，将取消指定搭建商资格，非指定搭建商将不允许进场

除以上规定外，现场突发违规事件将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处理。

搭建，同时拉入黑名单。其它未列入事项，按场馆和主场相关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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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现场服务
※ 开馆期间有专人值班，负责现场服务，并配有电工。
※ 提供现场租赁服务（家具及电器）。
※ 开换发票（缴纳的电费及管理费），需在开展前将发票信息与汇款底单一起发邮件至我司邮箱，发票邮
寄到付或自行领取，已开收据的要交回。注：展会结束一个月内不申请开发票的，视为不需提供发

票。

八、撤展流程及管理规定
展览结束后，参展商应按撤展的统一安排有序撤展。参展商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所属特装展台自行拆撤出
馆妥善处理，得遗弃在展馆周边。

展

（1） 撤展流程
(1) 撤展当日 19：30 前将

(2)填写《放行条》（展馆

(3)参展商撤运展品

(6)联系主场工作人员验收

(5) 清 运 垃 圾

(4)20：30 展 展 台 拆 卸

(7)展会结束后填写退押申请，凭场地
验收单及押金收据预约财务进行押金
退还。

（2） 撤展管理规定
（一）展会结束前，参展单位不得收拾展品，以免影响展会的正常工作。如果擅自提前离开，主办单位保留对
该展位处理的权利。
（二）展位搭建商的拆撤工作可以在20:00 后开始，主体放倒必须在 20 :30 以后并且本展台展商、观众全部
离场后方可进行。需在次日凌晨01：00前完成清场，否则将收取加班费用。
（三）展览大厅的所有纸箱、板条箱不能摆放于通道，以便通道的地毯被移走。
（四）展品运出展馆，凭主办单位发放的《放行条》放行。
（五）撤展时，参展单位不得随意拆除、移位大会安装的所有用电设备，对擅自将非自有展具、电器及通讯等
各类设备、设施带走的，按原价10倍赔偿，情节严重者，交保卫部门处理。
（六）不得将撤展时产生的板材垃圾丢弃在展馆范围内及展馆周边道路，否则，一经发现将扣除特装清场押金
及特装施工安全押金。
（七）撤展时必须注意施工安全，严禁野蛮施工，不得直接将展位主体构架拉倒，如有发现将扣除特装施工安
全押金。
（八）撤展结束，施工单位将展台的垃圾清运出展馆，并由主场承建商现场管理人员确认填写《场地验收
单》，凭此单方可办理退还押金手续，未清理垃圾的展台将不予退还施工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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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
于10月10日前提交
展会名称：2019第三届国际新材料新工艺及色彩（简称CMF）展览会

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
兹有参展单位：
现委托：

，展位号：

，搭建面积：

为我公司展台承建商，现场安全责任人：

联系电话: （手机）

，身份证号码：

平方米，
，
。

并且证明：
1. 该承建商为我司委托的唯一指定本届展台搭建公司，且具有相关搭建资格；
2. 该承建商已与我司签订相关搭建合同，负责我司展台的各项施工安全，并确保该展台在展会期间

的正常使用、布撤展期间的物料清理；
3. 我司已明确展会施工管理相关细则，并将相关规定通知我司委托的承建商；
4. 我司将会配合组委会施工办对展台安全进行监督，如违反组委会施工管理办公室相关规定，组委

会有权对责任方进行处罚；责任方并须承担因此而造成的相关经济与法律责任。

参展单位：（盖章）

施工单位：（盖章）

代表授权签字：

代表授权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8

组委会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大冲商务中心C座24-25
楼

（附件二）特装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
于10月10日前提交
展会名称：2019第三届国际新材料新工艺及色彩（简称CMF）展览会
参展单位：

展位号：

施工单位：
1.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装修工程强制性技术规范标准和保利世界贸易中心博览馆相关工程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设计和施
工。服从本次组委会或场馆施工管理人员的施工管理和监督检查，保证展台和人身安全。

2.

施工现场的安全和防火由施工单位负责，施工单位应确定一名施工现场安全负责人，全面负责施工现场的安全、防火
工作及施工队伍的管理。

3.

展台结构必须牢固、安全，搭建材料应使用难料或经过阻燃处理的材料，符合环保要求。禁止使用未经阻燃处理的
草、 竹、藤、木、泡沫、可燃塑料板、可燃地毯、布料等物品作装修、装饰材料。

4.

特装展位自装的用电设备，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开关及空气断路器。电源线应使用ZR-RVV/ZR-RVV护套线或ZR-VV护套电
缆，禁止使用花线。电源线通过展馆内通道地面的电缆线，必须穿护套管（金属管理或难燃塑料管）保护，并设置明
显的警示标志。

5.

木质结构的展台，必须采用阻燃的防火板，否则，对所有使用木质材料的展台，按每平方涂0.5公斤的防火漆处理。

6.

展馆防火卷帘门下不得搭建展台结构，如有违反，相关单位有权对该单位做出处罚。

7.

如展位设计有遮顶，必须自行配置悬挂6公斤（ABC）型干粉灭火器；安装标准为每20平方配置一个，20-30平方配置两
个，依次类推。

8.

每展台应单独申请期用电，严禁私拉乱接电源。电器操作人员应持有劳动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电工操作证。

9.

展台施工不得使用易燃、易爆物品，禁止明火作业，不允许现场使用电锯切割等，施工人员禁止在展馆吸烟及打架斗
殴。

10. 展台施工人员配戴本展览会核发的施工证件，一人一证，定人定岗，严禁证件与展位不符合或倒证现象的发生
11. 如有申请悬挂点的参展单位，最终位置及数量确认以场馆核实为准并必须使用吊带，悬挂作业人员必须持有劳动部门
颁发的高空作业操作证。
12. 展商及展位搭建商对展览会展位施工安全质量承担责任，如因违规施工等行为造成，展位坍塌，坠物、失火等并造成
现场人员生命及财产损失，均由展商及展位搭建商承担赔偿责任，展馆方、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大会主场服务商）
不承担何损害赔偿责任及连带责任。
13. 我单位承诺，在展位施工及撤展过程中，如违反保利世界贸易中心博览馆相关管理规定，我单位愿意接受场馆方相关
管理规定的条款处理。
14. 对在布展、开展、撤展期间，因特装展位施工质量或野蛮施工（随意推倒展位墙体，高空丢弃材料等其他展馆不允许
的行为），而导致发生事故的。我单位负有不可推卸的完全责任，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功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15. 严禁将施工工具及包装物料、展品、礼品等堆放在展馆消防通道内。违规堆放的物品将

被统一清理，并不予退还。
施工单位（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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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展位特殊装修工程申请表
于10月10日前提交
展会名称：2019第三届国际新材料新工艺及色彩（简称CMF）展览会

展位特殊装修工程申请表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展位号
单位类别

单位名称

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参展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参展单位承诺

我单位承诺,督促相关单位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装修工程强制性技术规范标准和《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相关
安全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如有违反责任自负。

负责人签名：
设计单位承诺

我单位承诺,展位的装修和设计,已符合国家有关装修工程强制性技术规范标准和《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相
关安全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如有违反责任自负。

负责人签名：
施工单位承诺

（参展单位盖章）

（设计单位盖章）

我单位承诺,在展位装修过程中,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装修工程强制性技术规范标准和《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相关安全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如有违反责任自负。

负责人签名：

（施工单位盖章）

1、 此申请表参展商、设计方、施工单位三方负责人签名、盖章；
2、 申请表需与特殊装修的报图资料一同在要求时间内提交主场承建商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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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展具展架租赁表（视需提交）
于10月10日前提交（上传至“其它文件”）
展会名称：2019第三届国际新材料新工艺及
色彩（简称CMF）展览会
展商名称：（盖章）

展位号：

邮箱：

搭建商名称：（盖章）

联络人：

手机号码：
单位：人民币元/展期

租赁项目

单位

租赁单价

贝壳桌椅（一桌四椅/套）

套/展期

450.00

沙发桌椅（一桌四椅/套）

套/展期

450.00

铝料桌椅 （一桌四椅/套）

套/展期

200.00

葫芦桌椅（一桌四椅/套）

套/展期

300.00

沙发茶几套（一茶几二沙发/套）

套/展期

1200.00

高吧台（600Ø x 1100Hmm）

张/展期

150.00

长条桌（1200L x 400Wmmx1000Hmm）

张/展期

120.00

吧椅（白或黑）(360x400x760-860H)

张/展期

120.00

接待台 （1030L x 535W x 750/1000Hmm）

张/展期

150.00

矮玻璃饰柜（1000Lx535Wx1000Hmm）

个/展期

250.00

锁柜（1030Lx535Wx750Hmm)

个/展期

200.00

折椅（460W x 400D x 455SHmm）

张/展期

30.00

平/斜层板 （1000L x 300Wmm）

张/展期

30.00

围链

个/展期

30.00

42寸电视

台/展期

480.00

40W 短臂射灯

盏/展期

100.00

40W 长臂射灯

盏/展期

100.00

70W LED 射灯

盏/展期

150.00

标准插座（限 500W 内非照明用）

个/展期

150.00

专用插座（限 1200W 内非照明用）

个/展期

350.00

漏电保护电箱 32A 以下

个/展期

250.00

漏电保护电箱 32A（含）以上

个/展期

300.00

展览专用地毯

平方米

15.00

植物（散尾葵）

盆/展期

60.00

装拆楣板：2950mm(W)×210mm(H)
只拆不装楣板：2950mm(W)×210mm(H)

副
副

80.00

拆展板：1000mm(W)×2500mm(H)

块

30.00

装展板：1000mm(W)×2500mm(H)

块

60.00

数量

金额

50.00

其它：

合计金额

人民币

万

仟

佰

拾

元整

￥:

备注：
1. 请于截止报图日期前填妥订单提交，按照主场出具的缴款通知单支付租赁费用及押金。
2. 收到订单和全额汇款后视为有效订单，汇款后请将汇款底单发邮件至2794362268@qq.com，注明展会名

称及展位号。
3. 以上租赁项目仅供标准展位、统一搭建展位租用；现场订单及特装展位的租赁申请，不确保能够提供。
4. 如需租用表格未列出项目，请与主场承建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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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搭建商需知
于10月10日前提交
展会名称：2019第三届国际新材料新工艺及色彩（简称CMF）展览会

搭建商 相关管理规定
为加强搭建商管理，提高整体搭建水平，保证大会顺利举办，组委会已逐步推行指定搭

建商管理制度。

所有参与搭建的单位视为已经了解和遵守以下规定：
一、基本资质要求
进入搭建的单位，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必须包含“会议及展览服务”、成立时间三年以上、注册资金
100 万以上、注册地址为广东省内。有固定办公场所，公司有设计、业务、工程、电工等主要人
员配备（公司固定成员 6 人以上）。
不符合以上要求的单位不允许进入展会搭建。
二、指定与非指定搭建商
1. 指定搭建商搭建展位数量不允许超过 15 个展位（不以品牌数量计算），面积不允许超过 2000 平
方。必须购买大会指定保险。
2. 非指定搭建商搭建展位数量不允许超过 12 个展位（不以品牌数量计算），面积不允许超过 1500
平方。必须按大会要求购买保险。
三、违规处理办法
1. 了解并遵守大会、展馆、主场相关管理规定，将安全施工做为首要原则，严格管理施工流程和相
关人员，出现违规行为接受扣分和扣款处罚。
2. 超出大会规定搭建数量的，超 1 个展位罚款 5000 元，超 2 个展位罚款 20000 元，超 3 个展位不
接受报馆；并且下届搭建总数量减 2 家。
3. 如实申报搭建展位，不弄虚做假。不允许代其它展位报馆，不允许分包转包工程，一经发现，将
扣除全部保证金，并取消搭建商资格。指定搭建商申报的展位必须由指定搭建商缴纳押金。
4. 必须维护中国婚博会声誉，不准恶意抬高搭建价格、侵害商家利益。一经发现，将扣除全部保证
金，并取消搭建商资格。
四、其它
大会每半年召开一次搭建商管理会议，总结工作，提出建议，推广新材料，新方案。同时对搭建商进
行评分考核，设置优秀搭建商、优秀设计搭建商、安全无事故搭建商等。

施工单位：（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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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押金退还申请表（务必按要求认真填写签字盖章！！！）
请于展会结束后将此表提交给主场承建商（广州劲业展览设计有限公司），撤展
15 个工作日后开始陆续退还押金。
请填写以下退押申请单，并把场地验收单（不作为唯一退押凭证）粘贴在粘贴处。
电话：020-3195 6992
接收邮箱：2794362268@qq.com
致：广州劲业展览设计有限公司
现我司申请退还“2019第三届国际新材料新工艺及色彩（简称CMF）展览会”施工押金，相关信息如下：
展 位 号：

参展单位：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金

额：

退还押金账户资料（与缴款账户一致）：
单位名称：
账

（盖章有效）

号：

开户银行：

特装场地验收单粘贴处

23

组委会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大冲商务中心C座24-25
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