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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位展商 台湾展商

报名参展

标准展位展商

10月10日前，展商按照要求填写并报送相关资料。

9月20日前，展商自行上网（www.cpse.com.cn）完成展商登
记工作，用于展会网站及会刊宣传。

展商联系主办机构领取并熟读《参展商手册》

合同签订后一周内支付展位订金

主办机构审核通过，签订展位合同

如展商的展品运输或搭建商有使用1.5吨及以上的货车，请于9月25日
前填写并提交《临时进城证》的申请表。

填写并报送以下相关资料至会展中心工程组：
1、《特装展位安全责任书》
2、《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
3、《特装施工申报表》
4、施工单位报送展位效果图、结构图、电路图
5、搭建双层展台需有相关资质部门出具的安
     全评估报告。

填写并报送相关资
料至主办机构：
《台湾展品报关备
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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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圆满结束 展览圆满结束

特装展位展商 标准展位展商

凭证明退换清洁押金

凭《货物放行条》带展品出馆

11月1日12:00由展商工作人员带上参展商证或名片至会展
中心服务大厅205领取《货物放行条》（须主办方盖章），
按照主办机构规定的时间撤走展品。
11月1日14:00以后撤馆

10月28日24:00所有布展结束，封馆安检。
注：有需要申请延时加班工作。

展商报到及布展时间：10月26日8:30-17:30
10月27日8:30-22:00     10月28日8:30-24:00
展商填写并携带好《展商报到表》至会展中心服务大厅205
领取：
1、本届展会会刊一本；
2、参展商证（数量根据2个/展位的标准提供）

10月29日-11月1日    8:30 展商入场
                                 9:00 观众入场
10月29日-10月31日  17:00 闭馆
11月1日                    14:00 撤馆
                                 14:00-18:00 先撤展品
                                 18:00-24:00 撤展架

6月20日前支付展位余款

撤出展架，清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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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朋友：
非常感谢贵公司参加CPSE安博会，以下是一些特别提醒事项，请特别关注。

一、请认真阅读本《参展手册》，特别是消防和施工安全，并留意各项工作的时间安排务必按时递交有关资料。

二、强烈建议展商用主办单位推荐的展装公司和服务商，如展商与自行指定的展装公司和服务商发生任何纠纷，请展商和服务商在展馆外自行

解决，不要妨碍展会的顺利进行，如不到馆外解决影响到展会，主办单位有权请治安部门强制性把展商和服务商请出馆外，暂时停止展商

的参展，由此引起的任何后果，展商自己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责任。

三、两层展位的设计文件必须经具备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结构安全审核，并出具结构安全评估文件，进场前施工单位必须向会展中心提交评估

文件。

四、展场内的垃圾及物品必须清理带走不得丢弃在展馆周围，特装展位拆除实行一定做到：谁搭建，谁拆除的原则。撤展后48-72小时，展馆

与主场承建商对周边的环境进行确认后方可退回安全及清洁押金。为保证市容环境和人员的人身安全，禁止使用板车清运展位垃圾出馆。

特装展位的垃圾清理实行“谁产生、谁清运”的原则，须将展位特装垃圾清运至合法的填埋场或废品回收站，严禁将展位垃圾丢弃在展馆

红线范围内其他区域，否则会展中心将根据押金扣除标准扣除相应清洁押金。参展商和搭建单位按所申报图纸进行施工，坚决杜绝搭建单

位偷工减料、违章施工和层层转包行为。

五、特装单位在装修展位时为了自身及展场整体的形象，务必把展位侧面、背面、及顶部装修好，保持光滑靓丽，不得在别人展位的一侧出现自

己公司的名称、LOGO及广告等，否则主办单位有权自行处理，其费用(1000-2000元)从押金里扣除。

六、展商通知施工单位一定要自备分电箱，不能直接使用展馆的一级电箱，这是展馆的最新规定。

七、布、撤展时，进入展馆的任何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帽，否则严禁入馆。施工作业高度在2.5米以上的，施工人员必须做好足够的安全措施。夜

间作业人员需穿反光衣作业。

八、特装展位限高：平台下展位4米，出风口前方展位4.5米，其余限高为6米（注：木质结构的限高4.5米），五号馆除平台下和出风口处限高5米，二

楼大厅限高4米。

九、特装展商务必在二个月前确定施工单位，并通知施工单位于10月10日前把图报给主承建商，以便有问题及时整改。

十、特装展商及施工单位必需各指定一名人员做为展位的安全负责人，务必于10月10日前把安全负责人及联系方式报主办单位备案。

十一、展商不要和黑租赁进行交易，请到展馆主办单位指定的服务点租赁展具。

十二、会展中心、主办单位及消防人员检查安全与消防时，如发现有安全隐患时，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整改，一定要马上做出整改。否

则会展中心有权做停电及查封该展位处理，待展商和施工单位保证做整改时会展中心才给予送电及解封。

十三、展品、参展人员及特装施工人员的保险由参展单位负责，主办单位对参展商、参观者及个人物品等风险概不承担经济或法律责任。强烈

建议参展商和施工单位为工作人员购买意外伤害险。推荐保险公司：中国人保  孔德才：25175649/15814409102。展商也可自找其他

保险公司。

十四、展商在展位内搞活动须控制音量，禁止参展商使用产生噪声及对其他参展商构成干扰的音响设备，如影响到邻近的展商，主办单位有权

终止活动。

十五、参展商报到时一定要交清各项费用，执参展报到回执报到。

十六、11月1日全天请展商为了配合撤展，小车全部停放在地下车库，因展馆车位有限尽量停放在展馆周边的地点，福华三路由西向东的路下午

封闭，凭撤展证进入。

十七、撤展时不要惊慌,要尽量做到有秩序撤展，不要挤在一起撤展，做到周边展馆先撤8\9\3\2号馆14:00—18:00撤，1\4\5\6\7号馆

14:00开始先打好包装，18:00—24:00撤，14:00—18:00先撤展品，18:00后撤展架等，布、撤展展馆西门封路，具体线路以展前现场提

示为准。

1. 展会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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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严禁私拼展位，一经发现将永远取消展位申请资格。

十九、对超出本展位的展品摆放，严重阻碍通道的物品堆放，超出展位的展品将全数没收且不予归还。

二十、严禁展商在自身展位范围外以任何形式宣传（如：派发资料、游行人员等），超出范围一律没收并清走，不听劝阻者被视为不遵守主办单

位参展条例，将取消参展资格，并按违反公共治安处理。

二十一、“易拉宝”广告仅限于本展位内摆放，超出范围将全部没收不予归还且不予通知。有其它广告需要的参展企业请于9月15日前与主办单

位联系。

二十二、展览期间参展商不得以任何理由中途撤展，否则主办单位将向参展商收取本展位费的一倍作为处罚金。

二十三、撤展时间为11月1日14：00——24：00，展品出馆单主办单位将于当天14：00前统一发放到各展位。请严格遵守撤展时间，妥善安排

行程，不得提前或推后。

CPSE安博会做展览业最权威的第三方国际认证，认证各方面的数据，本届展会所有证件入场时全部用人面识别系统一人一证转借无效，为

了观众现场能顺利进场，请展商把邀请的重要嘉宾及客户资料提前在www.cpse.com.cn网站上进行预登记，或扫描微信二维码，否则按一

人50元收费。

为了大家的安全请一定配合展馆及主办单位的各项规定，听从展馆及主办单位的指挥，遇到问题积极配合。谢谢各位的支持。

预祝各展商参展成功取得理想效果！

               

                                                                深圳市安博会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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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表格名称 递交说明 递交截止日期 接收单位

1 保护知识产权公约 必须递交 展商报到时递交

主办机构

2 企业(展品)简介表 必须递交(网上提交) 2015.9.20

3 展会邀请函 2015.9.20

4 会议室合同 需要时签定 2015.9.25

5 广告合约 需要时另签合同 2015.9.20

6 台湾展品报关备案表 台湾展商必须递交 2015.9.25

7 《临时进城证》申领表 需要时递交(1.5吨及以上货车) 2015.9.25

8 三星-第十三届中国安防论坛 需要时递交 2015.9.30

9 CPSE-第十五届安博会产品金鼎奖 需要时递交 2015.9.30

10 展商报到表 必须递交 展商报到时递交

11 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 必须递交
施工单位报图时递交
2015.10.10

主场承建商
hsy@chtf.com

12 安博会特装施工申报表 必须递交
施工单位报图时递交
2015.10.10

主场承建商
hsy@chtf.com

13
特装展位安全责任书
(仅指光地展商) 

必须递交 提前15天
主场承建商
会展中心工程组

14 电、展具设施、网络及会议设备租赁表 需要时递交 提前15天或布展期间

15 吊装就位展品清单 必须递交 请参阅：《承运服务指南》
境外：金怡货运
境内：会展中心运输组

2. 需要递交的文件一览表

填写表格备忘录

以上表格可协助贵公司充分利用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其中包括为贵公司做业务推广。在填写表格前，请仔细阅读所列细则。填妥的表格请

务必在递交截止日期前递交，以便使您的参展工作顺利进行。资料填报请尽可能从网上递交，否则，为求清晰准确，请用打印填写。

我们将竭尽全力提供服务，务求达到贵公司的要求，但下述情况主办机构恕不负任何责任：

· 刊登资料的准确性及合适性

· 逾期递交表格而引起的延误或因此未能得到所提供的服务

· 逾期申请服务而未得到优惠

· 参展商与指定服务商的直接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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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项服务联系方式

服务项目 接受单位 联系者 电话 传真 邮箱

展馆现场总协凋 主办单位 郭秀敏
0755-88309150
13602685505

88309111 Gxm3747@163.com

展位、展场广告、
会议室租赁及现场协调

主办单位
巫萍
胡东妮

13554706692
18576757558

88309111
wu.ping@cps.com.cn
Nile.Hoo@cps.com.cn

现场协调
及安全消防负责人

主办单位
王君利
王晓东

13302943199
13922818828

88309111

大货车进城咨询
及现场协调

主办单位 魏卫华
0755-88309119
13302943105

88309111

展会网站 主办单位
刘雯玥
王晓东

0755-88309138
18566272207

会刊广告 中安传媒
郭驷
钱娇

13802225611
18820255225
0755-88309135

xm.guo@cps.com.cn

三星
第十三届中国安防论坛

主办单位
王晓东
刘雯玥

0755-88309119
13922818828
0755-88309138
18566272207

安博会金鼎奖 主办单位 庞伟
0755-88301960
13613065318

特装安全责任书
展具、电气、网络等租赁服务
特装展位图纸申报

主承建商
(会展中心展览工程事
业部)

陈艳华

陈小华

张继红

翟小姐

吴素洁

0755-82848715
13510124717
0755-82848710
13798433293
0755-82849713
13760322380
0755-82848711
0755-82848766

特装报图电话：0755-82848712
报图邮件：hsy@chtf.com
抄送：wu.ping@cps.com.cn
租赁咨询电话：0755-82848711 
租赁QQ：292932124
租赁邮箱：zl@chtf.com
网上预租及标准展板提交：www.szcec.com

境内货运、仓储、叉车服务 会展中心运输组 王宝龙
0755-82848646
18926083676

境外货运、仓储、叉车服务 金怡国际展运公司
陈佩中
钟先生

00852-25636645
13826998118
13622868143

jerry@jes.com.hk
info@jes.com.hk

请翻译、礼仪、服务人员 广东爱明展览服务 杜妙玲 13533880012

酒店、商旅、租车、返程机票 深圳市捷旅国际旅行社 黄燕
0755-82880055
0755－82880089
15099909672

88364202 864274728@QQ.com

参展通租赁
北京昆仑亿发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杜玲
010-88389199-840
15101034033

68335478 duling@eastfair.com

保险 中国人保 孔德才
0755-25175649
1581440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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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推荐的下列展装公司都具有丰富的展装经验，因以往每届展会展商和自行找的展装公司在现场经常发生各方面的纠纷，或施工不规

范、转包工程等问题给主办单位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为了尽量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为了更好的为展商服务，这届主办单位强烈建议展商使用

下面推荐的展装公司，否则现场发生任何问题,请展商和自行找的展装公司到馆外自行解决。请各展商配合及支持。

4. 特装展位——展装公司推荐

序号 展装公司名称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传真 邮箱   网址

1
深圳市会展中心
工程组

张继红

陈小华

陈艳华

0755-82848713

0755-82848710

0755-82848715

13760322380

13798433293

13510124717

82848714

Viven66@chtf.com

xiaohua@chtf.com

cyh@chtf.com

www.szcec.com

2
笔克展览服务（深圳）
有限公司

朱丽娜 0755-23996771 18664377472 82951282 lina.zhu@cn.pico.com www.pico.com

3
深圳市卡思通展览
有限公司

唐柱

刘水莲

0755-82705588

0755-82970508

13510090460

18118751345
82970598 lsl@kintocn.com www.kintocn.com

4
深圳市韦思展览
有限公司

梁俊
0755-83558715

0755-83559290
18123681606 83551350 info@wisee-cn.com www.wisee-cn.com

5
广州市欧达展览
有限公司

严先生 020-85552006 18664789931
020-
85552339

736165453@qq.com www.gzouda.com

6
深圳市风行展览
有限公司 

吴正
0755-36525359

0755-36890225
18682082543 82913139 124516069@qq.com

www.szfengxing.
com

7
深圳市中诗展览
有限公司

郑丽

戴燕辉

0755-83748548

0755-83748458

15820763025

13509602152
83210849

zhenglizhongshi@163.com

1316960638@qq.com

www.zhongshifair.
com.cn

8
深圳创艺天际
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杨潇 0755-26605659 13538068005 67691096
cityee@chuangyitianji.
com

www.chuangyitianji.
com

9
北京恒洋伟业
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刘德树 010-51095451/2 13391911375
010-
51095451-
815

81738903@163.com
www.hengyangzl.
com

10
深圳市赤略设计
有限公司

朱法权
0755-83560882

0755-61388510
13715202726 61388511 86920238@qq.com www.artsw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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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深圳市泽惠展览
有限公司

顾总

欧阳小姐

0755-83904022

0755-83925546

13316536560

13632588097
83088302

Zehui88@163.com

516659996@qq.com
www.zehui-exhi.com

12
深圳市东方会展
有限公司

赵军娜 0755-83927697 13570835789 83549101 2355897318@qq.com www.szdfhz.com

13
深圳市品拓展览展示
有限公司

杨梅

何洪

陈文龙

0755-89213048

0755-33034958

0755-33530498

13828786206

13530571836

18665852127

28370267 pinto_design@163.com pinto-design.com

14
深圳市尚建
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曹浩 0755-83259792 13603031995 83259791  632065590@qq.com www.szsjzl.net

15
广州市天圆
展览设计有限公司

钟文息

王勇

020-34095959

020-34042310

13527766880

13760896415

020-
34087787

616717436@qq.com

270422345@qq.com
todesign.asia

16
深圳市先秦展览资讯
有限公司

旷锋

王梦君

0755-29620808

0755-25880001

18938933339

13421326665
23201056

jet_kong@126.com

jenny_wang68@126.com
www.szpqc.com

17
深圳市未来印象
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黄威 0755-82959395 13714353601 83865100 497565975@qq.com www.fi-world.com

18
深圳市励深展览策划
有限公司

肖林华

王永东
0755-25920710

18038126819

18926558719
25920726

646998802@qq.com

254705145@qq.com

www.51exhibition.
com

19
深圳市中智兴
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张娜
0755-81488483
-613

18128860268 28153794 2096573101@qq.com

20
深圳市鲁班会展
有限公司

刘奇 0755-23730954 13554947593 23730946  773456002@qq.com www.lebanhz.com

21
深圳骐辉展览展示
有限公司

刘平

钟颖

0755-88353378

0755-83539696

13509607058

13902319058
88352806

139980166@qq.com

Qh298@vip.163.com
WWW.QH29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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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1、参展商应该了解参展的各项费用，以便做好参展的准备工作。2、个别项目如在现场办理，必须以现金或刷卡方式交纳相关费用。

5. 参展费用一览表

收费单位 费用项目 内容要求 缴纳说明

主办机构

一、展位费用
★所有展商必须缴纳

按所签定的合同金额和合同所约定的
付款时间支付

汇入主办机构合同指定账号

二、广告费用

三、会议室租赁费 展会期间举办的技术研讨会会议室租赁价格 汇入主办机构合同指定账号

主承建商
（会展中心
工程组）

四、加班费用
布、撤展施工期间若需加班，
需向主场承建商申请

由主承建商代收

五、灭火器、展具、
电等租赁费

特装展位须按照1个/50平方米的标准，
自行配置ABC型干粉灭火器

若未配置，可在展馆向主承建商租赁

主承运商

六、吊装经营管理费
★所有需要吊装包括需进
馆自行吊装的参展商都必
须缴纳

需要进入馆内进行自行吊装的参展商都必须缴
纳吊装管理费：200元/车次只允许自带吊机的
货车进馆作业，其他机动起重车辆、地辊等严禁
入馆内作业

由主承运商协助展馆代收代缴，而委托展会承运
商吊装的展商，吊装费已包含管理费，不再另行
缴纳

七、展品布、撤展吊装费
吊装费（包括：吊装费、就位费、开箱费、仓储
费、管理费等）

现场现金缴纳

八、单项服务费 拆箱费、装箱费、仓储费等

主承建商

九、特装展位(光地)管理费

特装展位(光地)管理费
推荐展装公司：￥20元/m2/展期
非推荐展装公司：￥40元/m2/展期
(按展位的总面积计算)

按照展馆规定，租用光地者必须向展馆现场缴纳
(由主承建商代收)，为简化现场缴费手续，也可提
前汇入主承建商指定账号

十、展具、电、
网络等租赁费

部分指定项目在2015年10月10日前将相关款
项汇入至主场承建商的账户，则可享受优惠的
预租价，否则以现场价缴纳

由主承建商协助展馆代收代缴（汇入主承建商的
账号或现场以现金/刷卡缴纳）。

十二、施工证管理费 展位承建商使用，人民币10元/个

十三、特装施工安全及清
洁押金(展装公司及展商分
别交纳)

100m2(含)以下6200元
100m2—200m2(含)8700元
200m2以上15000元

押金在布、撤展和展期内未发生安全等问题，由
展装公司清理完展台，主场承建商指定清洁人员
确认签字后方可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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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本资料

特装施工/展商办证报到 10月25日(8:30～6:00)  （会展中心服务大厅205、206）

VIP展商(100平米以上展位) 10月25日下午(2:30～6:00)先放设备，但不要拆包装和施工

报到布展时间

特装商：10月26～10月28日（三天）
标准展位：10月27日～10月28日（二天）
10月26日上午8:30～下午5:30
10月27日上午8:30～晚上10:00
10月28日上午8:30～晚上12:00

开幕式 待定/届时展会、会议不做或简化开幕式

开幕酒会及金鼎奖颁奖晚会 10月29日晚上6:00～9:00（地点待定）

展出时间

10月29日上午：10:00～下午5:00（如不做开幕式，改为上午8:30～下午5:00）
10月30日上午：8:30～下午5:00
10月31日上午：8:30～下午5:00
11月1日上午：8:30～下午2:00

撤展时间 撤展时间：11月1日下午：2:00～晚上12:00

注：展商每天进、离馆时间为：8:30～下午5:00       观众每天进、离馆时间为：9:00～下午4:30       18岁以下人士禁止进入展馆

香港：

 >>香港机场—深圳市区—会展中心    

部分巴士公司提供过境穿梭巴士服务，并在机场大厅设了服务点。如下是部分巴士公司信息：

1、“E&E”巴士提供从香港机场至深圳市区一些主要酒店的穿梭路线。请参考网站查询最新信息：http://www.eebus.com

2、“CTS”巴士提供从香港机场至深圳皇岗口岸的穿梭路线。请参考网站查询最新信息：http://ctsbus.hkcts.com

3、香港机场经由接驳巴士乘快船抵达深圳蛇口港到达香港机场后无须办理入境手续及提取行李，只需直接前往“珠江客运转船”柜台购买船

票及办理登记手续之后乘坐免费接驳巴士直抵“海天”客运码头，转乘豪华快船抵达深圳蛇口港。请参考网站查询最新信息：http://www.

szgky.com。到达蛇口港后，您可以乘坐204路巴士至竹子林站下再转乘地铁至会展中心。或者搭乘的士，需25-30分钟车程。 

>>香港市区—罗湖口岸—会展中心

 推荐您从香港尖东搭乘火车至深圳罗湖口岸。关于路线图，您可以登录如下网站获取详细信息：http://webserv1.discoverhongkong.

com/eng/mustknow/maps。到达罗湖口岸后，您可搭乘的士，只需15分钟左右车程，或搭337路巴士或地铁直接到达会展中心。

深圳机场：

>>机场穿梭巴士—327路机场巴士

您可以在竹子林站下车然后转乘地铁至会展中心>>355路巴士您可以在南头检查站下车然后转乘337路巴士至会展中心

深圳火车站：

>>从深圳站

深圳站是深圳最主要的火车站与罗湖口岸衔接。您可以乘坐地铁或搭乘337路巴士直至会展中心

>>从深圳西站

29路：火车西站—会展中心南—路宁水花园

353路：火车西站—会展中心南—坪地汽车站

6.1 安博会日程安排

6.2 交通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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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地铁：

      会展中心站正好是1号与4号线的转乘站，站名就为“会展中心”，您可以从D出站口。请参考如下地铁路线图。

途径深圳会展中心的巴士线路: ：

6.3 延时加班管理

展会布展期间，特装展位承建单位需要延时加班时，应于布展当日16：00时前向主场承建单位申请，再由主场承建单位向会展中心

客服中心集中办理；

会展中心

会展中心北门（福华三路）

50路：清水河 - 会展中心 - 下沙总站 

71路：香蜜湖总站 - 会展中心 - 公交大厦

375路：福田保税区 - 会展中心 - 布吉康桥总站

会展中心东门（金田路）  

50路：清水河 - 福华3路 - 下沙  

34路：下沙 - 福华3路 - 梅林关  

71路：香蜜湖总站 - 福华3路 - 公交大厦

K113路：莲塘 - 福华3路 - 蛇口码头

会展中心西门（益田中路）

374路：康桥花园 - 益田中路 - 安托山 

76路：梅林关 - 益田中路 - 妈湾 

15路：梅林一村 - 益田中路 - 石厦南总站

235路：皇岗口岸 - 益田中路 - 留仙居 

64路：福田交通枢纽 - 益田中路 - 布吉山湖居

会展中心南门（滨河路）

229路：宁水花园 - 会展中心南 - 火车西站

337路：罗湖火车站 - 会展中心 - 南海上田园

353路：火车西站 - 会展中心南 - 坪地汽车站

369路：青青世界 - 会展中心南 - 布吉阳光花园

382路：仙湖植物园 - 会展中心南 - 官龙村 

J1路：蛇口总站 - 会展中心南 - 东部华侨城

序号
                   延时时段
服务对象

17:30-22:00 22:00-24:00 备注

1.3.2 参展商（36-72平方） 20元/㎡ 20元/㎡ 1.参展商应于16：00前向主场搭建商申请
2.原则上不允许参展商24：00以后加班
3.延时服务不提供空调
4.申请延时服务的展位不足36㎡的，按36㎡计
5.在特许情况下，24：00后的加班费20元/㎡·2小时

1.3.3 参展商（73-100平方） 18元/㎡ 18元/㎡

1.3.4 参展商（101平方以上） 16元/㎡ 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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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第十五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简称“CPSE安博会”）参展单位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部分：背景

 第一条保护知识产权，不仅是中国参与全球贸易体系的需要，而且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

 第二条知识产权与科技、贸易、经济密切相关。

 第三条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已形成广泛共识。

第二部分：共识

 第四条保护知识产权，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核心。

 第五条保护知识产权，是激励创新的关键。

 第六条保护知识产权，是建立规范、诚信的市场竞争秩序，营造良好投资与发展环境的重中之重。

 第七条已连续成功举办多届的“CPSE安博会”是安防行业创新产品展示交易平台。

 第八条作为最大、最专业的安全展览会，更需要一流的知识产权氛围，更需要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第三部分：承诺

 第九条组织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参加每届“CPSE安博会”，充分发挥交易平台的功能，促进知识产权

 的扩散与利用。

 第十条积极支持、参与每届“CPSE安博会”举办的知识产权保护系列活动，并通过其他渠道和方式，加强彼此之间的

 知识产权交流与合作。

 第十一条在参展单位参加“CPSE安博会”期间的所有展示、交易、交流等活动中，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严格遵守知识

 产权法律的要求，遵守 CPSE安博会展览会保护知识产权规则》，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第十二条致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提高知识产权创造、管理、实施和保护能力，增强自身综合实力与核心竞争力。

第四部分：呼吁

 第十三条本届及今后参加“CPSE安博会”的所有团组、企业、机构、个人，应共同遵守CPSE安博会展览会保护知识

 产权规则》，通过更加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保证“CPSE安博会”的参展秩序，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第五部分：签署

 第十四条本公约由CPSE安博会展览会参展单位报到领取参展证时带到现场递交，本公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第六部分：附则

 第十五条任何参展团组、企业、机构、个人都可以通过递交申请书的方式加入本公约。申请书应递本公约管理机构。

 第十六条本公约的管理机构是深圳市安博会展有限公司。

签署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ED BY)                                          

签署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ENED FOR)                                           

签署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6.4 保护知识产权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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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第一章总则

1.1 为维护展览会的正常秩序，增强参展商知识产权意识，保护参展商和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结合展

览会实际，制定本规则。

1.2 本规则作为附件，是展览会主办商(以下简称主办商)与参展商双方合同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1.3 参展商必须保证其所有展品、展品包装、宣传品以及展位的任何展示，没有违反有关知识产权法规，并承诺承担主办商可能因参展商的行

为而被指控侵犯知识产权而导致的一切费用或损失。

1.4 展览会期间，主办商受理对展馆内涉嫌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投诉。如未通过主办商直接与涉嫌侵权方交涉，在展馆引起纠纷以致于影响展      

 览会正常秩序的，主办商可以将引起纠纷的人员清出展馆。

1.5 主办商受理投诉是行业自律行为。投诉人选择向主办商投诉即选择适用本规则。投诉一经受理，主办商对投诉人所可能承担的民事责任应  

 免除。

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第二章受理投诉

2.1 展览会设立保护知识产权委员会。委员会的职责是受理展览期

  间展馆内涉嫌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投诉及其他与展览会有关的

  知识产权事宜。委员会在主办商的协助下独立开展工作。

2.2 投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 投诉人是权利人或者是利害关系人：

 (二) 被投诉人是当届展览会的参展商；

 (三) 有明确的投诉请求和具体事实、理由；

 (四) 未向人民法院起诉或向有关政府主管部门提请处理。

 (五) 投诉人投诉专利侵权时,应提交下列资料:

  1、专利证书、专利法律状态证明、专利授权公告文本；

  2、专利权人的身份证明；

  3、委托代理人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

  4、被投诉的参展者及其展位号。

2.3 投诉人应当填写投诉书，并按照委员会的要求提交权属证明或利害关系的证明以及必要的证据或证据线索。对上届展览会已经受理的投 

 诉，投诉人在上届展览会闭幕后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权利的，应当提交有关裁判文件。

2.4 委员会受理投诉后，最迟于一小时内召集投诉人与被投诉人现场进行调停。 调停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 投诉人陈述； (二) 被投诉人辩解； (三) 双方进行辩论； (四) 调解； (五) 委员会作出处理。

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第三章责任

3.1 被投诉人应当执行委员会的处理决定。拒绝执行或拖延执行的，委员会报请主办商强制执行，被投诉人承担强制执行的费用。

3.2 被投诉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主办商提出异议，提出异议不中止决定的执行，被投诉人不得以处理决定对其不利为由要求退回

      相关费用。

3.3 参展商受到侵权处理后，再次展出同样涉嫌侵权展品，主办商可以取消其本届展览会的参展资格，不退回展会相关费用。

3.4 参展商在当届展览会受到侵权处理两或两次以上的，主办商可以取消参展商本届展览会的参展资格，不退回展会相关费用。

3.5 参展商在历届展览会上受到侵权处理累计达到三次或三次以上，展览会将取消该参展商连续两年参展资格。

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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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展馆使用管理规定

7.1 进场管理规定

1.特装展位承建单位进场手续 

特装展位承建单位进馆施工前，应向主场承建商缴纳以下费用和提

供材料，经审核符合消防及安全要求后方可办理进场施工手续。

· 施工证管理费：10元/每个

· 安全及清洁押金见前面《参展费用一览表》第十三项。（按平方

展商和施工单位各交纳相应的押金）

· 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必须在国内县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

具备建筑或装修相关施工资质的施工单位)

· 负责人签字并盖公章签定特装展位安全责任书

· 展商委托书

· 展位施工设计平面图\布线图\效果图

· 施工单位法人代表及施工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 施工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 强烈建议施工单位为施工工人购买意外险。

展商务必提前二个月确定施工单位,并通知施工单位于10月10日前向

大会主承建商报图,以便有问题及时整改,如超出日期申报责任自负.

2.参展商进场手续

· 必须提前交清各项参展费用(如展位费\广告费\会议费等)

· 安全押金见前面《参展费用一览表》第十三项。（按平方展商和

施工单位各交纳相应的押金)

· 请务必带上参展报到表报到

3.外来标准铝料展具进场管理

· 展商自带的展具和展品材料应放置在各自的展位内，不得擅自摆

放在展位外的其它区域和展馆红线范围内未经会展中心允许的

区域，否则会展中心有权将其清理出展馆红线范围以外。

· 撤展时，特装展位承建单位，在搬运标准铝料展具材料出馆前，

应接受主承建商对出馆展具材料的核查确认。

· 为保证标准展位用电安全，参展商自带的展具和灯具未经许可,

不得私自直接安装或连接在标准展位的展架及电源插座上，参

展商自带的展具、灯具,如需安装,可向展会主承建单位申请办

理，展商私自操作所引发的事故，展商自行承担后果。

· 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夹带、偷盗会展中心设备设施及展具、灯

具等材料出馆，否则会展中心将按相关规定处理，情节严重者

将送至公安机关。

7.2 施工作业管理规定

1.地面承重

分别为5 吨/平方米（1,2,3,4,7,8,9号展厅）和3.5吨/平方米

(5,6号展厅）。喷涂有警示标识的地沟盖板是结构薄弱处，不允许

车辆或重物碾压。车辆进入展厅听从保安人员指挥并行走指定路

线，超重的展品或运输车辆请提前申请，经会展中心工作人员同意

后方能按照指定路线进馆。（注：５号馆为多功能厅，严禁汽车、

电瓶车、叉车、货车等机动车辆进入。）

２.基本规定及展位施工要求：

１）展区规划设计和展位搭建，不得超出黄线划定的相应功能

区域，超出黄线边界的违规搭建将被要求拆除，由此产生的后果由

相关展商、承建单位自行承担。

２）展位搭建的设计须符合各相关专业技术准则的要求（如安

全用电、消防、结构、给排水等）。

３）展位与展厅内出风口的水平距离应至少保持1.5米，不得

遮挡、封闭出风口，影响其正常使用。如展位遮挡了出风口，必须

在出风口对应位置开启与展馆空调出风口对等数量和大小的导风

口。

４）不得损坏、污染或以其它方式破坏展馆的主体建筑及配

套设施设备。包括不得在展馆内地面或墙体使用钉子、打桩等方式

固定物件，不得在地面或墙体使用油脂、油漆、胶类等不易清除的

材料，不得靠、压、拉、挂展馆的墙体、天花和各种专用设施设备

（如管道、预埋件等），不得在展馆设施上私自吊挂结构性承重

物。

５）搭建所用材料必须为不燃或难燃材料，如展位必须使用

木材、纱网等易燃材料，在材料进场前必须对该类材料做好防火处

理。木质材料须满涂防火涂料或表面粘贴防火面饰板，布料、纱网

等纺织材料必须经防火水浸泡处理。该类材料是否合格，以材料在

现场燃烧实验中，无明火产生为准。会展中心工作人员有权将达不

到防火要求的材料清理出场。施工现场禁止使用未经防火处理的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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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材料。

６）在公共区域、通道及展位铺设的地毯，其质量应该满足国

家相关环保、防火、阻燃标准。

７）搭建展位所使用的玻璃必须为钢化玻璃、夹胶玻璃等安

全性能高的玻璃。承重玻璃以及用于制作门、窗、扇的活动玻璃和

单块面积大于2平方米的玻璃均须进行钢化处理，承重装饰玻璃其

厚度不得小于10毫米。其它用于装饰性用途、非承重用途的普通玻

璃也必须保证不会对人员造成伤害。暴露的玻璃边角必须进行加工

处理或加装保护装置，以免伤及人员。透明玻璃作为围护墙体的材

料时，必须在正常视野范围内予以明显标示，以防人员误撞造成伤

害。

８）搭建装修后形成锐角的硬物、地面上突出或低凹的装饰结

构、拖放于地上的绳索或线缆、容易造成砸伤、撞伤的物品，在可能

导致人员伤害的高度或平面范围内的，必须采取防护措施和醒目警

示，以免意外伤人。

９）在展位内搭建楼梯、梯子必须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及安全的要

求，展位内应安装明显的疏散指示标志。扶手必须牢固，以防止人员

滑跌。

１０）在施工操作中，对未获批准、不符合技术规范或相关规定

以及存在其它不安全因素的展位搭建，会展中心及主办单位有权制

止其施工行为，特装承建单位和主场承建单位必须按照要求进行整

改。

１１）布展期间展位搭建单位不得私自揭开展馆地沟盖板，利用

地沟作为本展位的走线路径，应在展位内自行解决走线路径。

１２）撤展期间，特装承建单位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本展位的特

殊材料及垃圾清理出场，由主场承建单位确认并退还押金；主场承建

单位应将其所负责展区内的所有垃圾及物品全部清理出场，并经会

展中心工作人员验收合格后方可领取退还的展场清洁押金，否则会展

中心有权不予退还。

１３）展位施工单位必须为其施工人员办理施工证件，在施工作

业中，所有施工人员必须佩带有效的施工证件，并服从施工管理人员

管理。如不按要求佩带证件或不服从现场人员管理，现场管理人员有

权取消违章施工人员进场施工资格。

１４）展品及其它大宗物品运出展厅后，应当及时运离红线范

围，禁止在红线范围内堆放。违反本规定造成堵塞的物品，将被强制

清走，违反者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相关费用。

１５）参展商、承建单位必须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采取必

要的安全防范措施，保障展位施工人员人身安全。

１６）在展位地毯下敷设的电源线路中间不能有接口，必须套管

敷设；

17）特装展位须按照每50平方米不少于1个的标准，自行配备

4kgABC型干粉灭火器； 

１８）搭建面积200平方米以上封闭特装展位，必须有两个以上

出口，并保证出口的最小宽度不于1米。如出口有门，开门方向必须向

外，并保证门能够顺利开启； 

19）特装展位原则上不允许结构性封顶，如必须设计封顶，需在

封顶区域内加装相关消防设备；

20）特装密封展位正对防火门和卷帘门的地方必须留出不少于

宽1米、高2米的出口；

所有在馆内进行的展装业务必须经会展中心认可。

３.特装展位施工管理

· 特殊工种施工人员需持有国家或地方劳动部门颁发的相关工种上

岗资格证书。

· 两层及两层以上展位的设计文件必须经具备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

结构安全审核，并出具结构安全评估文件，进场前承建商必须向

会展中心提交评估文件。

· 特装承建单位布撤展期间必须保证施工安全，会展中心将对特装

展位进行抽查，发现问题后提出整改通知，由主（承）办单位或

主场承建商负责督促整改。

· 特装承建单位必须按实际施工面积和施工人数如实申报办理入场

施工手续，并缴纳管理费用，严禁面积不符和一证多用；承建单

位不得为其它施工单位代办施工手续，违者将取消其进馆施工资

格；施工人员在现场必须佩戴施工证件，服从会展中心管理人员

的管理，并配合其工作。

· 特装承建单位在施工现场必须设有现场负责人，在办理施工手续

时一并登记备案。现场负责人有义务对其管辖的施工人员进行文

明和法制教育，如发生违法或安全事故，主办单位及有关部门有

权追究特装承建单位和展商的责任。

· 特装承建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必须爱护展馆的各种设施，如有损

坏须负责赔偿，费用从所交纳的施工安全押金中扣除，不足部分

在规定期限内以现金补交。

· 特装展位施工单位必须按展位设计工艺规范施工，施工单位不得

在施工过程中偷工减料，或随意更改设计。施工单位对因材料达

不到设计要求或施工工艺不符合设计工艺造成的所有后果负责。

·展馆使用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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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装展位承重构件，所采用的角钢、槽钢、方通等材料必须为国

标产品，特装展位承重构件不得采用装饰用柔性金属材料或脆

性材料（如玻璃）。

· 特装展位木质承重柱、承重梁须内衬连续实木方通，以保证构件

本身结构完整。

· 特装展位的总体结构限高6米（包括地台高度和悬挑造型等），

二楼大厅限高4米，平台下方限高为4米，出风口前方展位限高

为4.5米，5号馆限高为5米。禁止任何超过此高度的搭建行为。

· 特装展位木质结构单跨跨度限制在6米以内，高度限制在5米以

内，钢结构和钢木混合结构（包括内衬钢质方筒、铁架）单跨

结构限制在8米，成型钢网架跨度可根据其截面可适当放宽，但

最大不得超过12米（专业舞台搭建网架除外），如果有展位超

出以上标准，该展位要向展馆现场工作人员出示专门的结构稳

定计算书。

· 无框架结构特装展位，木质墙体厚度不得小于30厘米；框架结

构特装展位，木质墙体宽度不得小于10厘米。承重木质墙必须

有实木内撑。

· 特装展位结构安全，必须依靠展位本身构件，特装展位施工中不

得压、拉、挂展馆墙体、天花、展馆附属设施及临近展位。

· 会展中心及主办单位现场管理人员，不定期对展位搭建工作进行

检查，在检查中有权制止未经批准或达不到技术性规范和安全

施工管理规定的施工，特装展位施工单位应该及时整改，杜绝

施工中安全隐患。

· 进入会展中心展馆进行特装展位施工的承建单位，严禁从事与本

特装展位施工无关的其他活动，一经发现，主场承建单位将有

权取消其进场施工资格，情节特别严重者，主场承建单位可向

会展中心申请其禁入。

7.3 用电管理

所有进入会展中心进行电力施工的承建单位及参展商，应对其

施工安全负责，应该遵守会展中心制定的安全用电管理规定，服从

会展中心电力管理人员的管理，对不服从管理及违反管理规定的，

会展中心及主办单位保留采取强制性整改措施的权利。

1、电力申报管理规定

· 参展商应根据实际用电需求量向主场承建单位申报用电功率，主

场承建单位收集整理后，统一向会展中心申报。

· 客户用电容量申报必须根据《展位电力接驳服务》所列项目进

行，主场承建单位申报用电功率时，必须根据参展商申报总负

荷情况，在布展前十个工作日申报(预租)各展位实际用电负荷，

且应增加20％以上作为预留负荷，以防意外过载。

· 展会期间，会展中心电力管理人员将严格核查现场实际负荷与承

建单位申报的负荷是否相符，如发现电力申报出现低报高用、

弄虚作假现象，经核实后，会展中心将按本章节“４”违规用

电处理规定”处理。布展和开展期间会展中心相关管理人员将

不定时进行巡回检查。

2、电力施工管理规定

· 进场施工的电气作业人员，必须具备有效的《电工特种作业操作

证》，会展中心安全检查人员将不定时抽查原件，对无证操作

者保留停止其继续施工的权利。

· 承建单位申报的电源接驳，必须由会展中心授权的专业人员操

作，其他人员不得私自接驳；如有私自接驳或私下交易的，经

核查属实的，会展中心将给予责任单位或责任人严厉处罚。

· 承建单位或参展商在展位搭建时，必须预留出会展中心指定的配

电箱接口位置，以便于电源接驳和紧急抢修。

· 参展商及承建单位必须使用安全合格、符合国家标准（GB）的

电气材料，如电缆、开关和灯具等；电力设备、设施的安装必

须符合《国家电气工程安装标准》中的有关技术规范要求。

· 标准展位如要增加用电设备（包括灯具、其它大功率用电器）必

须由展会主办单位指定的服务商负责安装，展馆将对检查中发

现的标准展位私自增加用电负荷及特装展位超申报容量用电行

为进行处罚；特装展位如用电量超出原申报容量，必须向展馆

重新申请。

· 标准展位插线板距地不得小于80CM，在30CM范围内不得有任

何易燃物品；

· 严禁在未做防火处理或未做隔离保护的易燃物体上安装灯具等用

电设备，展位内安装的射灯，其灯头与装饰物距离不得少于0.3

米，且须采用安全可靠的保护措施。金卤灯等发热灯具与易燃

物之间距离不得小于0.5米。

· 所有开关接口和线路接头处必须连接牢靠，使用国家标准的接线

盒（箱）接驳。

· 380V动力电源作为三相四线制非动力电源使用时，必须调整好

三相负载，应尽量保持三相平衡；所有电气设备均须采取可靠

的接地保护或接零措施。

· 所有开关及电缆的负荷承载，应控制在标称设计容量的80%以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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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外安装、使用电气设备，线路及开关必须采取可靠的防护、防

雨和接地措施，同时做上警示标识。

· 不得移动和破坏展馆内已固定的电力和照明设备和设施。

3、安全用电管理规定

· 严禁在标准展位加装灯具、大功率电器等用电设备。

· 展商通知施工单位一定要自备分电箱，不能直接使用展馆的电

箱，不能私自接电。

· 会展中心供电系统采用二级漏电保护方式供电，参展商须严格按

照此标准执行，如有其它要求应在预租中提前提出要求。

· 从大电电箱接驳至展位的电力接驳人员须具备有效作业证件，保

证接驳线路安全可靠，不得违规作业。

· 展位内不得使用碘钨灯（太阳灯）、霓虹灯及带触发器发热量大

的高温高压有安全隐患的灯具；严禁使用无漏电保护的开关、塑

料双股绞线和花线等不合格电源线。

· 展位内配置的220V电源插座，只用于小型家用电器使用（如电

视机、饮水机等），禁止在该电源插座上使用电炉、烤箱等高耗

能大功率电器。

· 加热、加工型用电器应申请独立电源，提前申报，并经检查合格

后方可使用；严禁展位用电超负荷及跨展位用电。

· 如展位出现线路、开关发热或频繁跳闸现象，参展商及承建单位

必须及时断电检查处理。由于材料或灯具、设备质量原因引起的

此类现象，必须立即维修和更换；如由于展商或承建单位在标摊

标准配备基础上私自加装用电设备，或特装展位超负荷用电引起

的，在整改的同时必须重新申报。对拒不执行和配合会展中心处

理的，会展中心有权进行断电处理。

· 出于安全考虑，在11月1日下午2：00停止展位供电所有展位一

律不再供电（会展中心会提前一小时广播停电通知），有特殊需

求的展位须提前向服务台申请开展期不间断供电。

· 对因违章、违规用电而造成火灾事故和财产损失的单位和个人，

会展中心将视情节轻重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必要时将由司法机关

介入追究法律责任。

4、违规用电处理规定

· 会展中心范围内的大电业务必须由会展中心指定的专业电工进行

接驳，非授权人员不得私自动用和打开会展中心电力设施及设备

自行驳接电源。如有违反，视情节轻重，将按照私自接电容量

价格的2-5倍标准缴纳赔偿金(参照《展位电力接驳服务》的价

格)，在按照实际功率补交接驳费用后，经会展中心授权人员现

场确认，方能继续施工。屡教不改者停止供电并驱逐出会展中

心。

· 所有特装展位必须独立申请临时施工用电，不得两家以上共同使

用一条施工电源。如发现有两家以上展位共用电源，或私自使用

其它展位电源的，视同偷电行为，处理方法同上一条。

· 检查中如发现参展商或承建单位申报功率小于实际使用功率，造

成须二次大电接驳的，参展商或承建单位须额外缴纳实际使用功

率应申报容量的租赁价格的30％作为成本补偿,否则会展中心可

停止供电。

· 如因参展商或承建单位申报功率小于实际使用功率，或使用非国

标材料及违反安全作业标准而造成会展中心电力设备设施（空气

开关、专用插座及插头等）损坏，责任单位须照价赔偿所造成的

损失，如因此超负荷过载而引起火灾等事故，将追究展商及施工

单位申报责任人的相应安全责任，并根据安全押金有关标准扣罚

安全押金。

7.4 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1、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9年5月1日实施）

2）《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505号令）

3）《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

安部61号令）

4）《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GA654-2006）

５）《深圳经济特区消防条例》（2010年1月1日实施）

2.消防安全责任――参展商责任

· 对本展位范围内或因本展位原因（包括人员、施工）造成消防安

全事故承担直接责任；

· 在参展过程中，应遵循相关消防法律、法规，展馆和主（承）办

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不损坏消防设备、设施，不占用消防通

道，使用符合要求的搭建材料；

· 选择有安全保障能力的施工单位进行展位搭建施工，告知展位施

工单位展馆和主（承）办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保证展位施

工符合展馆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 负责展位搭建的施工管理工作，及时发现和制止展位施工人员的

违章施工行为；

· 负责查验展位搭建单位特殊作业人员上岗证，保证具有国家认可

的资质证书；

·展馆使用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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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展位内按要求配置相应的消防器材；

· 对参展人员进行培训，告之展馆各项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 展期内对本展位进行定期检查，发现隐患时及时进行处理组织

对本展位初期火灾进行扑救，并及时上报主（承）办单位和展

馆。

3、展馆消防管理

1）在展期（包括布展、开展、撤展）内在展馆内禁止下列行为

· 在公共消防疏散通道和黄线范围内堆放材料、展品及其他物品；

· 遮挡、埋压、圈占及堵塞展馆内的消防设备设施。此类设施设备

包括：灭火器、消火栓、红外线探测对射、自动灭火系统及其

管道、防火门、各种隔离门、安全紧急出口门等；

· 展期内在展厅内进行明火、切割、打磨、电焊、气焊、喷漆、

使用台式电锯等危险作业；如有特殊情况确需进行的，须根据

《深圳会展中心动火作业管理规程》申请《动火作业许可证》

后方可进行动火作业；

· 在展厅内燃放烟火和冷烟花。室外燃放烟火应获得公安机关的书

面认可及中心的批准，燃放的烟火制品应具备产品合格证，有

明确的公安消防部门批准许可文号；

· 将汽油、天那水、酒精、氢气瓶、氧气瓶等易燃、易爆品带入展

馆。汽车、摩托车等内燃机车或其他燃油设备展出时，不得维

修、发动，油箱内部不应存油；

· 展馆非指定区域吸烟；

· 在展位搭建时使用其它公安消防部门明令禁止的搭建材料；

7.5 安全保卫管理规定

1、安全保卫基本规定

1）展会期间，主办单位为所举办展会安全保卫的第一责任

人；主场承建商及搭建商是承包施工区域的施工安全第一责任人。

各参展商是自己展位的安全第一责任人。

2）现场工作人员及参展、布展人员须佩戴会展中心或主办单

位制发的识别证件在展会规定的时间进出相应的展览区域。

2）经主（承）办单位授权的会展中心工作人员（含会展中心

外协保安工作人员）有权在展览区域内查验票证。查验前，检查人

员应向被检查人出示有效证件，被检查人如果不能出示有效票证或

者以非正常途径进馆者，一经查出，必须立即离开展馆。

3）参展商自行负责并妥善保管展品、样品和个人随身物品。

参展商应按时进馆、离馆，以确保展位内物品安全。有防盗要求的

物品应在闭馆前自行带离展馆或采取仓储、安装监控设备、派人看

守等保全措施。

4）展会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展品及其他物品摆出展位

或指定区域外的任何地方。

5）展商或其他人员将展览物品搬离展厅时，须凭主办单位出

具的放行条，经查验后方可放行。

6）当展馆内人流量过大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时，主办单位采取

应急措施控制、疏导人流，包括暂停办理进馆证件和禁止后续人员

进入展区。

7）参展商和任何单位及人员发生纠纷等各类与展会有关的突

发事件，主办单位会积极协调劝助，不听协调劝助者主办单位为了

展会的顺利进行，有权把当事人请出或强制性清出展馆交公安机关

等有关部门或当事人自行处理。

7.6 环境及健康卫生管理规定

· 展馆为公共场所，所有进馆人员应遵守展馆秩序，不得大声喧

哗、嬉戏打闹。

· 主办单位有责任约束展会参展商将展位产生的噪音控制在合理范

围内（60分贝以下），避免引起其他参展商或参观人员投诉；

发生此类投诉时，主办单位及会展中心人员有责任进行劝戒和

制止，不听劝助者，主办单位有权采取继电处理。

· 展馆红线范围内，对于与展会正常活动无关的拾荒、无业、无证

人员、衣冠不整人员，会展中心将进行重点监控备案，并有权

谢绝其进入。

· 爱护展馆红线范围内公共财物，如：公共休闲座椅、消防器材、

垃圾桶、绿色植物等，不得擅自挪用公共设施，并擅自在物业

设施上张贴、涂污、损坏公共财物，如有发现，会展中心将视

破坏程度追究责任并处以相应罚款。

· 各参展商有义务，将其布撤展产生的可能危害人体安全、污染大

气和水体、易燃易爆的垃圾（如电池、油漆、各种溶液、润滑

油和颜料等），带离展馆或交给专门机构处理。

· 餐饮卫生管理以国家及深圳市有关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为依据，

旨在保障参会人员的用餐安全，展馆内有充足的饮食场地和餐

饮，会展中心组织食品安全专家和相关专业人员选择在经深圳

市食品安全主管部门注册批准的餐饮供应商及备用供应商提供

餐饮服务，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不得擅自叫其他外卖带入展馆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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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展会活动及其他服务

为了更好地宣传参展企业的形象，增进参展企业与参观、采购商的交流合作，达到最佳的展览效果，主办机构将为参展商提供如下服务： 

8.1《会刊》服务

a. 免费为参展企业刊登200个中文字符和300个英文字符长度的展品(企业)介绍－内容由参展企业自行提供，如超过规定要求，  

           主办机构有权删改而不另行通知；

b. 请各参展商登录安博会展览网www.cpse.com.cn，2015年9月20日前进入展商专区，点击展商登记系统，按要求填写相关内容；

c. 确无条件进行网上登记的企业，请将本手册《企业（展品）简介表》于2015年9月20日前将word文档发到主办方邮箱gxm3747@163.com；

d. 会刊资料提交截止日期：2015年9月20日，逾期责任自负。

e. 在报到时和其他资料同时发放，每一个参展单位赠送一本。在《会刊》刊登广告的参展商可再获赠两本。

名称 规格 版位 价格(元) 发行数量 备注

会刊广告(中文版) 210mm×285mm

封   面 50000

40000册

如需要会刊广告
请和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社联系。
电话：0755-88309130  88309135 
传真：0755-88309111   88309165 
联系人：郭驷  钱娇

封   底 40000

封   二 25000

封   三 20000

封   三 20000

前   扉 25000

后   扉 15000

封面折页 20000

封底折页 15000

前彩拉页 16000

插   页 6000

会刊广告(英文版) 275mm×345mm

封   面 50000

10000册

封   底 40000

封   二 25000

封   三 20000

前   扉 25000

后   扉 15000

插   页 10000

第十四届CPSE安博会会刊广告价目

本届展览会可为各参展商提供下表所列的广告服务，有需要者请另签署“广告合约”，按合约确定时间将广告费汇入承办机构指定账户，并

按要求将广告文字资料与菲林于2015年9月25日前递交至主办机构，出版稿件原则上不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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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会议室租赁

展会承办机构为需要在展会期间举办研讨会的单位提供协助。为有效利用展期时间与场地，保证研讨会有序进行，主办单位联系电话：0755-

88309141/13554706692  巫萍，请需要举办研讨会的单位于2015年10月1日前将申请资料提交展会主办机构。

楼
层

名称 面积(m2) 长×宽×高(m) 容纳人数
租赁价格

基本配置 备注
半天 全天

3
层

310/301会议室
143 17.75×8.05×2.9

固定回型：50人 1500元/小时
提供公共照明、空调、会议音
响设备、清洁

含固定投影1套

314/316会议室
剧院式：100人
课桌式：50人

4000 7000 提供有偿投影设备

5
层

梅花厅 1833 47.6×38.5×11.25
课桌式：600人 
剧院式：1200人 
宴会式960人

35000 65000
提供公共照明、空调、会议音响设备、清洁 (可做600
人的酒会餐饮价格另议)

菊花厅 283 23.6×12×3.3
剧院式：200人 
课桌式：100人

7000 13000
提供公共照明、空调、会议音
响设备、清洁

提供有偿投影设备固
定背景板支架及地台

牡丹厅 324 27×12×3.3
剧院式：240人 
课桌式：120人 
回字型：70人

9000 17000
提供公共照明、空调、会议音
响设备、清洁

508—C厅  68 8.6×7.9×3.5 会见式15人
600元/小时 提供公共照明、空调、清洁

508—B厅 73 8.6×8.5×3.5 会见式18人

玫瑰厅3 198 16.5×12×3.3
剧院式：150人 
课桌式：80人 
回字型：50人

6000 11000

提供公共照明、空调、会议音
响设备、清洁、

提供有偿投影设备 固
定背景板支架及地台玫瑰厅2 108 12×9×3.3 剧院式：70人 

课桌式：40人 
回字型：30人

5000 9000

玫瑰厅1 90 12×7.5×3.3 4000 7000

荷花厅
1/2/3/4/5/6

40 7.2×5.5
会见式：
10－15人

500元/小时 提供公共照明、空调、清洁

簕杜鹃厅 1847 47.6×38.8×11.3
666人阶梯式
固定座椅

25000 45000
提供公共照明、空调、会议音
响设备、清洁

有偿使用投影设备

茶花厅/兰花厅 863 36.6×23.6 12000 22000 可作为200人左右的茶歇、餐饮、展览场地

6
层

水仙厅 396 33×12×3.3
剧院式300人 
课桌式150人

9000 17000
提供公共照明、空调、会议音
响设备、清洁(可做100至120
人的酒会餐饮价格另议)

有偿使用投影设备 固
定背景板支架及地台

606B贵宾室 74 8.75×8.5×3.5 会见式：14人 600元/小时 提供公共照明、空调、清洁

桂花厅 415 23×18×4.6 剧院式：350人 
课桌式：160人 
宴会式：144人

17000 30000 提供公共照明、空调、会议音
响设备、清洁(可做100至140
人的酒会餐饮价格另议)

含两套固定投影设备
固定背景板及地台茉莉厅 415 23×18×4.6 17000 30000

郁金香厅 189.6 15.8×12×3.5
剧院式：120人 
课桌式：80人 宴
会式：72人

7000 13000
提供公共照明、空调、会议音
响设备、清洁(可做50至60人
的酒会餐饮价格另议)

有偿使用投影设备，固
定背景板及地台

608A 74 8.75×8.5×3.5 会见式：14位 600元/小时 提供公共照明、空调、清洁

会议室免费提供的服务项目及用品包括：
会议签到桌一张、演讲台一张、名片托盘一个，席位铭牌（20以内），饮水

机及桶装饮用水，有线麦克二支、无线麦克二支，指示牌一个（不含内容制作，

尺寸：60厘米×80厘米）；

注意事项：
1、会议场地的起租时间为半天，每4小时为半天，8小时为全天，上午8：

30-12：30，下午14：00-18：00；

2、所有会议室给予租用方免费布、撤场时间为2小时/半天，4小时/全天；

800人以上的会议室超时按2500/小时收费，800人以下的会议室超时按会议

室价格的10%/小时收费。每单个活动（会议）免费布场时间累计不超过6小时，

具体布场时间由展馆与租用方协调而定。布、撤场期间不提供空调；

3、800人以上的会议须签订《会展中心会议室场地租赁合同》，800人

以下会议签订《会展中心会议室租赁申请表》。在预定或签订租赁合同后支付

会议总费用的50%作为定金，会议当天进场前需付清全款；

4、租用时间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改；如需更改预定时间，须在会议召

开前十五天书面通知，会议的举办时间在征得我方同意后另行协商确定，逾

期取消或更改的费用不退；

5、可调整摆设的会议（活动）场地，于会议（活动）举办七天前提交摆设

图形或文字方案，并在会前对会场摆设予以确认；

6、请爱惜展馆设施，保持场内清洁。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由消防隐患

的物品进入场内，请勿在场内进食（配套的茶歇除外），如有破坏场内设施和

清洁，需照价赔偿；

7、会议期间按工作人员及参会人员贵重物品请自行保管，并在会议结束

后将所有物品及时清理干净。

如需另外增加服务及设备，请另行办理租用手续，租金参照《会议设备租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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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三星-第十三届中国安防论坛：

中国安防论坛是由公安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公安部科技局发起，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社、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全国安全防范报警系

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办的，中国安防最高层次的论坛。中国安防论坛以高层次、高规格和权威性为目标。每届论坛都特别邀请国内外政界高层

官员、知名安防企业家、安防产业领域内的权威专家学者和知名安防企业家，对安防产业发展的热点、焦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提示全球安防产

业发展的最新前沿动态，以技术和信息交流为广大安防从业者提供深刻启迪。三星——第十三届中国安防论坛将于2015年10月29-30日在深

圳会展中心举行, 届时国家有关部委领导、两院院士，以及国内外安防行业的专家学者、企业精英等将出席论坛，并发表精彩演讲。

这是第十五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产品博览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CPSE安博会”同步举行。本届论坛将秉承前十二届论坛成功的经

验，进一步改革和创新，策划更加严谨，形式更为新颖，宣传攻势更加强大。

       论坛宗旨：构架中国安防理论体系，促进中国安防持续发展，研讨中国安防发展战略

       本届主题：安防+，开启智慧安防新时代

       时间：2015年10月29日下午至10月30日

       地址：深圳会展中心桂花厅

本次论坛相关情况查询http://www.cps.com.cn和http://www.cpse.com.cn(中国公共安全及本届展会网站)。

本届论坛网站全程跟踪报道,即时滚动播报新闻。

来稿要求：

符合本次大会议题，紧贴大会主题围绕演讲专题。

政策向导、管理指引、市场分析、理论研究、学术论文、技术交流、样板工程、典型案例等均可，配图更佳。

联系方式：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四楼

联系人：刘雯玥  0755-88309138, 18566272207           王晓东：0755-88309126，13922818828

新的动态会及时在网上发布：www.cp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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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网站广告服务：

中文版

位置 首页 右侧三轮翻Flash

链接 http://www.cpse.com.cn/index.php?lang=cn

样式

规格 150*180  gif 50k / swf 100k

价格 ￥78,000 / 六个月

赠送  

位置 展商名录 底部横幅（中/英文版）

链接 http://www.cpse.com.cn/famous.php?opt=2011

样式

规格 770*100  gif 100k

价格 ￥90,000 / 六个月

赠送
1.展商详细信息链接下方横幅 [660*70 gif 50k]
http://www.cpse.com.cn/famous_display.php?user_id=3168&opt=2011　

位置 展位图 底部横幅（中/英文版）

链接 http://www.cpse.com.cn/page.php?act=visitor_info&opt=floorplan

http://www.cpse.com.cn/page.php?act=exhibitor_info&opt=floorplan

样式

规格 770*100  gif 50k

价格 ￥96,000 / 六个月

赠送
1. 参展册手册页面下方横幅[660*70 gif 50k]
http://www.cpse.com.cn/book.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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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

位置 首页 顶部Banner 第二翻或第三翻

链接 http://www.cpse.com.cn/index.php?lang=en

样式

规格 150*210  swf 150k

价格 ￥120,000 / 六个月

赠送
1.其它语言版本（韩、日、德、法、俄、葡、西、意、波兰、阿拉伯）首页底部横幅  [150*210  gif 30k]
http://www.cpse.com.cn/Language/French.html

位置 首页 右侧

链接 http://www.cpse.com.cn/index.php?lang=en

样式

规格 150*180   50k / swf 100k

价格 ￥66,000 / 六个月

赠送 　

联系方式

深圳市安博会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四楼

联系人：刘雯玥

联系电话：+86-755-88309138    传真：+86-755-883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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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安博会金鼎奖申报和产品评测方案

名称 规格 方案 价格(元) 数量 备注

参观导览 140mm×210mm 每页眉头加Logo及封二广告位 50000 50000册

证件
参展证85mm×115mm
参展证75mm×100mm

背面广告 200000 100000张 三星已定

证件挂绳 宽20mm 打Logo及品牌或简称 200000 100000条 蓝色星际已定

手提袋 290mm×390mm 一面广告 30000/每万个 50000个

门票 210mm×90mm 背面广告 100000 20万张

开幕酒会
及颁奖晚会

1000人宴会

1、展会网站和中国公共安全网首页LOGO
    与广告位置
2、宴会背景板打LOGO及赞助单位名称
3、酒会前放赞助单位专题
4、安排赞助单位两位主要负责人
    和领导主桌用餐
5、酒会前赞助单位负责人讲话
6、酒店门口打赞助商及组委会条幅
7、酒会请柬打主委会和赞助商名称
8、给赞助商5张台邀请自己的客户

65万

8.6  第十五届CPSE安博会赞助项目表

一、评选范围

凡参加第十五届安博会的企业提交参加展览产品至CPS实验

室，邀请有关专家进行产品评测并在中国公共安全杂志《产品评测》栏

目进行公开展示的产品。

二、评选条件

凡参评的产品均要有注册商标、生产标准、质检报告、3C认证，

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生产规模和较高的技术含量。

三、评奖原则

参展企业自愿提出申请，组委会按照“公开、公正、公平、客观”

的原则进行评价并择优颁奖。

四、评选办法

由安博会组委会负责邀请国、内外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组成

评审委员会，通过认真筛选、严格审查，评定出“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公

共安全博览会金鼎奖”获奖产品，均由第十五届安博会组委会授予荣

誉证书，并在《中国公共安全》杂志和中国公共安全网及其他大众媒

体向社会公布。

五、评测方式

外观赏析——评析产品外观特质

测试目标——点明评测目标，为重点阅读带来便捷

拆机实测——由点到面解析产品物理结构

初步应用——在系统/网络中试用产品的适用性

单品结论——编辑公正客观注脚

专家点评——测评技术专家精彩总结

联络信息——搭建买卖双方信息桥梁

六、报名办法

1、凡参评的企业，务必于每月10日前（5、6、7、8、9月）将销售

包装产品实物提交评审办公室（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

英龙大厦四楼“产品测评”组收）。同时，申报企业要保证申报材料、

数据、资料的真实性。

2、申报企业可以向业务员咨询，亦可以在中安网网上申报后寄样

品。

3、每家企业只能申报“产品金鼎奖、银鼎奖”中的一项。

七、收费标准：

杂志展示版面费用：因为每类/款产品依据评测架构独立成章，

容量为2个彩色的版面（以正文固定栏目的形式出现，采用80克进口

铜板纸印刷，尺寸：高285mmX宽210mm，封面有“CPS实验室”刊

头），对优秀产品进行全面推广和介绍并适当收取版面费：2万元。

八、联系方式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四楼

咨询电话：0755-88309168、88309160

联  系  人：庞伟

九、本办法由组委会保留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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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升旗（万国旗、红旗） 

价格RMB：
100元/面（现有万国旗） 50元/面（自带会旗） 600元/面（自带企业旗）

位置：5、6号馆前

参数：规格（W×H）：1号旗（1.92×2.88m） 

可供数量：72杆

备注：只做展会和论坛会旗

A旗帜类

A2灯杆旗 

价格RMB：600元/杆

位置：展馆四周绿篱

参数：规格（W×H）：0.6×1.5m 

可供数量：东西各80杆 南面150杆 

备注：四面喷绘

A3新型灯旗 

价格RMB：1600元/杆

位置：仅限北面绿篱（3.4.7.8号馆前）

参数：规格（W×H）：1×3m (杆高6m)

可供数量：3、4号馆前25杆，7、8号馆前25杆

备注：四面喷绘

B1凯旋门 

价格RMB：25000元/座

位置：北广场（中心旗后面）

参数：规格（W×H）：25m跨度 高度10m 

可供数量：1座

备注：如因天气问题则调到5号馆旗杆区

B2六面体 

价格RMB：3000元/个

位置：展馆东西南北面，1和9号，1和2号馆通道

参数：规格（W×H）：3m内球径 

可供数量：东西各35个 南面70个、北面40个、1和9/1和2号馆通道各10-2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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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广告太阳伞 

价格RMB：250元/个

位置：北广场和5、6号馆门前旗杆区

参数：太阳伞直径2.5m

可供数量：开幕式广场100把，5、6号馆门前旗杆区各30把

备注：太阳伞展商自带（如需主办单位制作另收制作费350-400元/把）

D2东门幕墙室外条幅 

价格RMB：15000元/幅

位置：入口平台护栏（横梁）

参数：规格（W×H）：19.5×1.5m 

可供数量：东门1幅

备注：只做展会名称

D1室外条幅 

价格RMB：22000元/幅

位置：南北面幕墙

参数：规格（W×H）：24×2.5m 

可供数量：北面3\4\5\6\7\8号馆前12幅、南面1\2\9号馆后门14幅

备注：喷绘制作

D室外条幅类

C1三角架广告板 

价格RMB：22000元/块

位置：广场水池、其它

参数：规格（W×H）：10.5×3.7m 

可供数量：广场水池8块，中心旗后面3块，1和9、1和2号馆对应门边12块

备注：

C特形类

C2立式广告板 

价格RMB：38000元/块

位置：5、6号馆门前，旗杆区

参数：规格（W×H）：20×5m 

可供数量：5、6号馆门前各三块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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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东西门幕墙室外条幅

价格RMB：15000元/幅

位置：入口观光电梯

参数：规格（W×H）：3×10.2m 

可供数量：东西门各2幅

备注：论坛冠名和CPS各做一块

D4东西门幕墙室外条幅 

价格RMB：48000元/幅

位置：二楼正面幕墙

参数：规格（W×H）：23.5×11m 

可供数量：东西门各1幅

备注：喷绘制作

D6南北通道室外幕墙 

价格RMB：90000元/幅

位置：南北通道

参数：规格（W×H）：29.3×9.44m 

可供数量：1和2号馆连接墙体2幅，1和9号馆连接墙体2幅 

备注：KT板

D7南北通道室外条幅 

价格RMB：17000元/幅

位置：南北通道(如图红色框区域)

参数：规格（W×H）：29.5×2.5m 

可供数量：1和2号馆连接墙体2幅，1和9号馆连接墙体2幅

备注：喷绘制作

D5东西门幕墙室外条幅 

价格RMB：15000元/幅

位置：二楼两侧幕墙(如图红色框区域)

参数：规格（W×H）：4×17.5m 

可供数量：东西门各2幅

备注：喷绘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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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9台阶封板 

价格RMB：35000元/块

位置：北广场台阶

参数：规格（W×H）：17.7×4.9m 

可供数量：2块

备注：喷绘制作

D10天桥条幅 

价格RMB：17000元/幅

位置：北广场两侧天桥

参数：规格（W×H）：9×4m 

可供数量：每侧各15块

备注：喷绘制作

F1室内条幅 

价格RMB：22000元/幅

位置：二楼服务区北入口墙体

参数：规格（W×H）：4x14m

可供数量：3幅

备注：

F室内条幅类

D8-1北门玻璃 

价格RMB：27000元/幅

位置：北广场二楼入口玻璃墙

参数：规格（W×H）：11.72×4.72m 

可供数量：5块

备注：KT板

D8-2各展馆幕墙 

价格RMB：60000元/幅

位置：1/9号馆，1/2号馆对应幕墙

参数：规格（W×H）：8块X8块玻璃，

        每块玻璃2.93X1.18m，总面积：23.44X9.44m 

可供数量：12块

备注：KT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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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室内幕墙 

价格RMB：33000元/幅

位置：二楼服务区5、6号馆门上方幕墙

参数：规格（W×H）：5块X5块玻璃，每块2.93X1.18m，总面积14.65X5.9m

可供数量：5、6号馆平台入口各一块

备注：KT板

H1全彩高亮度LED屏 

价格RMB：2500元/1小时

位置：北门入口幕墙

参数：规格（W×H）：11.3×8.5m 

可供数量：2块

备注：提供制作好的⒈DVD光盘 ⒉文本文件（TXT文件）

H LED类

F3室内条幅

价格RMB：12000元/幅

位置：各展厅内二楼观光类平台护栏

参数：规格（W×H）：26×1.2m 

可供数量：13幅

备注：喷绘制作

F4室内条幅 

价格RMB：12000元/幅

位置：1号馆观光梯

参数：规格（W×H）：3×12.6m 

可供数量：2幅

备注：喷绘制作

F5展馆内吊旗 

价格RMB：12000元/幅、10000元/幅、8000元/幅

位置：展厅悬挂

参数：规格（W×H）：6×8m、4x8m、4x6m 

可供数量：据展厅上方吊点分布情况定

备注：3/4/6/7号馆限8块，2/9号馆各限14块，1号馆限25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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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证件种类

参展商证、参观证、组委会证、工作证、布展证、承运商、施工证、展会服务证、记者证、临时入城证。

2、证件使用范围

参展商证----供参展单位人员使用（展商报到时领取，每展位配套2个）； 

参观证----供参观人员使用，需提供名片及填写表格或网上登记；

组委会证----主办单位工作人员用

工作证----主办机构外请工作服务人员用；

布展证----由特装展商指定的施工单位使用，按须申领，展览期间无效；

主场承运商工作证----供展会指定的承运商使用，按合同人数发放，展览期间无效；

展会服务人员证----供为大会提供各项服务的单位及人员使用；

施工证----供参展商委托展位搭建商的工作人员使用；

记者证----供展会记者采访用；

车证（临时进城证）----供参展商及施工单位运送物品的货车使用。（1.5吨以上货车）

3、办证申报资料截止日期

临时进城证2015年9月25日

4、证件领取

参展商报到处---负责参展商的报到工作，同时发放《参展商证》、《布展证》及相关资料

临时进城证---2015年9月25日《临时进城证》申领表

(注：CPSE安博会做展览业最权威的第三方国际认证，认证各方面的数据，本届展会所有证件入场时全部用人面识别系统一人一证转借

无效，为了观众现场能顺利进场，请展商把邀请的重要嘉宾及客户资料在CPSE网站上提前进行预登记。)

8.9 展商资料网上登记系统的使用说明
      

本展会专用网站（http://www.cpse.com.cn）开通网上登记系统，登录后请按相关提示进行操作。

本系统专供参展商在线录入参展资料及申请展会相关服务，内容包括：展商登记、广告申请、会议、展品登记、邀请函及会议申请、参展商

证申请、货车的临时进城证申请等。请各参展商提前将相关资料与要求提交主办机构，以方便主办机构提供及时与周全的服务。

8.8 展会证件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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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第十五届CPSE安博会企业简介表
（会刊专用）

公司名称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展位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标准展位展商如要求楣板名称与上述公司名称不一致时，务请补填：

  楣板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楣板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__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网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品信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简介内容  中文：（限200个字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限400个字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备注：

·请登录安博会网：www.cpse.com.cn递交资料。
·确实不能在线登记的企业，请将上表复印后打印填写，于2015年9月20日前传真或寄达至主办机构，最好是word文档。
·联系人：胡东妮、魏卫华、巫萍       
·电话：+860755-88309121/88309119/88309141  
·传真：+860755-88309111/88309119
·E-Mail: gxm3747@163.com

必须递交   截止日期2015年9月20日

9. 递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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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第十五届CPSE安博会邀请函索取

公司名称 展台号                      (共     个）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职务 电话 传真

需要数量

备注

需要递交  截止日期2015年9月20日

（注：凭展会邀请函或网上预登记的人员免费领取参观证，否则按每人50元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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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第十五届CPSE安博会台湾展品报关备案表

序号 参展商名称 参展面积 展位号 展品名称

台湾展商必须递交   截止日期2015年9月25日

特别声明

1．按有关规定，台湾展商、以台商名义参展以及台湾产品的代理经销商的所有展品、宣传品、杂志、电子出版物、小礼品、名片等资料和物品中
严禁出现“中华民国”、“ROC”、“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字样（中文、外文及其缩写）。否则，所引发的一切后果自负。

2．凡是参展展品需要从台湾运送至深圳会展中心的企业，请填写并按时递交本表格，以便承办单位向有关部门申请备案，为展品入关时提供
海关查验使用。

为了保证您的顺利参展，还望得到积极配合，多谢！

电话：+86-755-88309121  88309119   传真：+86-755-88309111

驾驶员姓名 车型 吨位 车牌号 备注

鉴于深圳特区的要求，凡是运送展品的货车，在规定的时间，按指定的线路行驶，进入深圳会展中心必须申领此证。展会承办机构将向市交管
局申办货车《临时进城证》，故需要贵公司根据参展情况提出《临时进城证》的使用数量。到深圳会展中心的货车必须严格按深圳交管局批准
的《临时进城证》所规定的路线行驶。

·需严格按《临时进城证》所指定的路线、车道及时间行驶，否则会受到交管局的严厉处罚，切记！！！

·参展商若自行运输、自行吊装，必须将此要求告知委托运输的单位，令其遵守上述规定，否则，未能按时布展、交通违章罚款等不良后果，

  展商自行负责。

电话：+86-755-88309141  魏卫华     传真：+86-755-88309111

9.4 第十五届CPSE安博会《临时进城证》申领表

1.5吨及1.5吨以上货车需要递交  截止日期2015年9月25日

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展位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货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收件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收件人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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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投稿人

论坛

论坛内容

9.5 三星-第十三届中国安防论坛征稿回执表

必须递交   截止日期201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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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第十五届CPSE安博会金鼎奖申报表

必须递交   截止日期2015年9月30日

申报单位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网址 电子邮箱

申报产品 型号

产品类别 商标

备注

(包括产品概况 、技术指标、产品创新亮点、市场应用、获奖情况并附3C、专利及其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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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第十五届CPSE安博会展商报到表

参展单位名称（盖章）：

展馆号:

展位号：

我单位派                                            前去办理报到办证手续，请主办单位给予办理。

注:此表不用回传给主办单位,报到时出示此表就可以了. 

特别注意：

报到前展商先和公司财务核对是否交清展会的各项费用，未交清款项的展商请带上现金或汇款底单报到，
否则主办单位不予办理领取参展证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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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第十五届CPSE安博会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

展览名称： 展馆展位号:

参展企业名称： 展位面积：                             m2

现委托                                    公司为我公司展台搭建商，并且证明：

1、该搭建公司经考察审核合格后确认为本展台唯一指定搭建商，且具有搭建资格；

2、该搭建公司已同本企业签订相关搭建合同，确保展台安全施工及正常运行；

3、我公司已明确组委会施工管理相关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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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施工管理办公室有权对责任方进行处罚；

5、我公司对搭建商进行监督，若违反组委会施工管理办公室相关规定，组委会有权追究相关责任方责任。

    委托单位（盖章）：                                被委托单位（盖章）： 

    代表授权签字：     代表授权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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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第十五届CPSE安博会特装施工申报表

展览会名称：

* 施工单位（搭建商） * 电话

* 委托单位（参展商） * 电话

* 施工地点                                  馆                                 号

施工时间

撤馆时间

施工面积                                                                    m2

施工人数 电工：               木工：               其他工种：                                           总人数：               

* 现场负责人 姓名：                                                          手机：                              

* 安全负责人 姓名：                                                          手机：                              

* 吊点数量 * 各点悬挂物重量

搭建材料

* 施工用电 * 展期用电

电话    IDD      条；    DDD      条；    市话      条 水    Ф20mm      处；    Ф38mm      处；

网络宽带（需要或不需要及数量）
ADSL（需要或不需要及数量）
须提前一个月预定

* 申报人姓名 * 申报人电话

施工管理办公室意见

特别注意：

1、标记的项目必须如实填写，如因填写错误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施工单位自行承担责任。

2、请将施工人员身份证号、电工及其他特殊工程的技术证书复印件附在本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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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特装展位安全责任书

为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

规，进一步落实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展会安全责任，加强深圳会展中心展会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根据展会实际情况，深圳会展中心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要求展会主场承建商与其主场范围内的特装展位参展商签定《深圳会展中心施工安全责任书》，并认真履行双方责任，确保

展会施工安全。双方安全责任如下：

1. 根据消防法第十三条，确定__________________公司负责人：_________（先生/女士）自____年___月___日起至____年___月___日

为在深圳会展中心限责任公司举办的____________展____________施工现场安全责任人，对该单位施工现场发生的安全事故和该单

位施工人员在展会施工过程中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负责。该施工单位对所在施工现场发生的安全责任事故和该单位施工人员所引起的安全

责任事故，所造成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2. 施工单位必须是经国家工商部门注册，并拥有国家认可施工资质的施工企业，并保证其在业务允许范围内施工作业。参展单位对因所聘用

施工单位达不到施工资质而造成的所有后果负责。

3. 施工单位必须在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和深圳市关于消防安全和施工安全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遵守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施工消防安全和展位搭建安全的各项规定，并对其违章作业而造成的所有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4. 施工单位所使用的设备、工具必须达到安全要求，所有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施工单位必须根据施工现场作业情况，配备足够数量

的消防器材。

5.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设计工艺规范施工，并在登高、吊装等危险作业中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保证施工人员人身安全。

6. 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所采用的施工材料必须符合展馆消防和结构安全要求。主（承）办单位及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管

理人员有权依照会展中心相关规定对不符合要求的搭建材料进行处置，并对所造成的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7. 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将在展期协助主（承）办单位组织现场安全检查，对现场查出的不符合安全规定的施工行为有权

要求其整改，如施工单位在规定期限内不能完成整改，将采取警告、停止施工用电、清理出场等措施。

8. 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有权在检查中要求施工单位出具其大内的营业执照和相应的施工资质证明，对达不到施工资质要求的施

工单位将责令其停工并清理出场。

9. 如在施工期间出现各种消防、治安及其它意外事故，施工单位应在第一时间通知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现场管理人员，并有义务

先行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控制事态进一步扩大。

10. 如施工期间，展馆管理人员发现有施工人员偷盗、损坏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财物、擅自进入或破坏深圳会展中心设置的封闭区

域等违反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规定的行为，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有权视情况严重程度，采取警告、移送公安机关处

理等措施。施工单位必须负责承担其行为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拥有根据备案情况，取消相应施工

单位今后进入深圳会展中心施工资格的权利。

11. 本责任书一式叁份，三方各执一份，抄送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一份；本责任书经双方负责人或委托代表人签字并盖公章（或签

字人指纹）后生效。

主场承建商：                                参展商：     施工单位：

负责人（或代表人）：    负责人（或代表人）：   负责人（或代表人）：

电  话：                                      电  话：     电  话：

日  期：                                     日  期：     日  期：

 特装展位图纸备案：截止日期：2015年10月10日以前，将以下资料交主场承建商进行备案。

 设计方案的立体彩色效果图、平面图、立面图（包括详细尺寸和材料说明）、结构图以及有关用电资料，连同《空地承建商资料申请表》，

Ｅmail主承建商。（不接受传真）

 报图邮件：hsy@chtf.com   抄送：wu.ping@cps.com.cn   咨询电话：86-755-82848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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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承建服务

10.1 安博会标准展位图例

国内馆标准展位效果图 国际馆标准展位效果图

附注：

1、不得在摊位铝质支架和展板上钻螺丝、钻勾、油漆及锺钉

2、参展商须于展览完结后除去所有魔术贴粘贴海报或墙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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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网上预租程序 (试运行)

一、开始预租：

1、www.szcec.com深圳会展中心主页、参展指引（下方）→展具、水电在线预租（点开）→开始网上预租（点开）

2、选择展会名称，将公司基本信息填写清楚，点击下一步，进入展具预租，按类别选择，选择你所需要预租的展具灯具、水电及网络等相关类别，

选择具体项目，填写数量，点击橙底黑字预订，将所有预租的项目数量填写好，点击结算。

3、结算里有公司的基本信息等资料，查看有无错漏，最下方有刚才选择的预租项目、数目、租金及总金额，无误后点击提交订单。如需修改订单，

点击修改订单，删除或修改数量后，须点击更新订单，后退到预订状态重新选择或在修改完毕无误后点击提交订单。

二、预租状态查询：

1、预租提交成功后，可再次进入网上预租初始页面，进行预租状态查询。点进左面预租状态查询，选择展会名称，验证方式，输入查询条件进

入。

2、页面最上方有展会名称和预租的状态及展商信息，其中一项订单状态里为等待付款（即表明主场工作人员已审核完毕提示参展商付款）。页面

下方有付款说明和付款方式，对付款说明相关注意事项无议后可按上面的付款方式进行付款。

3、参展商付款完毕后再次进入预租状态查询，输入验证状态后进入，点击预租状态的左面圆形蓝底白色箭头，进入填写汇款人及汇款帐号，并点

击我已付款。

4、主场工作人员收到银行到款信息后，确认预租成功。参展商可再次进入预租状态查询订单状态，如显示预租成功后，即预租完毕。

5、如在操作过程中遇到问题请联系0755-82848711

截止日期201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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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展具、电力、网络等租赁价格表

1、安全设备租赁

序号 项目 押金 价格 备注

1.1
ABC干粉灭火器（4kg/瓶） 40元/展期 40元/展期 归还时如灭火器无明显划痕、掉油漆、凹坑、配件丢失损坏

等情况，可退还押金，否则不予退还。悬挂式干粉自动灭火器（8kg/瓶） 120元/展期 100元/展期

1.2 指纹保险箱 1500元/展期 280元/展期
电脑锁如有损坏照价赔偿 (150元/把)

1.3 手提电脑锁 免费

1.4 金色礼仪铁马 长度2m 60元/米

使用时间为1个展期1.5 白色安全铁马 长度1.5m, 3m 40元/米

1. 6 隔离栏 长度2m,高1m 30元/个

2、展位美化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价格（元） 服务内容及承诺

2.1
盆栽植物

大盆 盆 40 1.负责展期内负责盆栽养护 
2.植物品种以现场供应为准2.2 小盆 盆 20

2.3 展位吸尘 特装展位地毯 m2/次 6 提供垃圾清扫及吸尘服务

3、其他

序号 项目 押金 价格（元/天） 价格（元/展期）

3.1 32/37寸液晶显示器 4000元 500 1200

3.2 42寸等离子显示器 8000元 700 1500

3.3 50寸等离子显示器 15000元 1000 2400

3.4 立式饮水机 200元/台 80元/台

3.5 桶装纯净水 50元/桶 20元/桶(1.8L彩田水)

3.6 咖啡饮水机立式 1000元/台 100元/台 300元/台(含咖啡一袋)

3.7 雀巢1+1咖啡 80元/袋(700克)

4、电力接驳     展期电力接驳服务（本服务项目由展馆指定技术人员接驳）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现场价格（元） 服务内容

4.1

动力电源(室内)

380V/15A 个 1100

1.请服从展馆电力接驳管理规定 
2.含材料费、施工费、管理费、电费 
3.室外用电每处加100元管理费、安装费 
4.按正常展期4天计，超时按比例增加

4.2 380V/20A 个 1500

4.2 380V/30A 个 2000

4.3 380V/60A 个 3600

4.4 380V/100A 个 6800

4.5 380V/150A 个 10000

4.6

照明电源（室内）

220V/10A 个 450

4.7 220V/15A 个 700

4.8 220V/20A 个 1100

4.9 220V/30A 个 1400

4.10 220V/60A 个 2200

备注：特装电力接驳服务在布展前一周提交预租清单并将预租款项汇入展馆账号，给予9折优惠，否则按原价租赁

4.11
布展期施工临时用电

220V/15A 个/2天 300 按布展期2天计,每加一天加收150元

4.12 380V/15A 个/2天 400 按布展期2天计,每加一天加收200元

电力接驳相关规定请参照《展馆使用管理规定》执行。

特别提醒：1. 对于故意瞒报、少报、漏报用电功率行为，将视情节轻重给予2-5倍处罚，如因此产生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事故，
还将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2. 馆内电源不得迁向馆外使用，馆外用电基础费用上增加100元管理费、安装施工费；
3. 租赁60A(含60A)以上电源需在开展前15天申请，网线、电话线需在布展前申请，开展期间无法安装。（为了节省时间建议全部提前租赁）

预租QQ：292932124  网址：www.szc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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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讯网络

序号 项目 押金（元） 价格 备注

5.1

电
话

市话（LDD） 话机:200元/部 500元/部·展期 含市话费(限制拨打声讯台)

5.2 国内长途(DDD) 话机:200元/部 600元/部·展期 含市/国内长途话费。(限制拨打声讯台)

5.3 国际长途(IDD)
话机:200元/部
话费预交:2000元/部

600元/部·展期
含市/国内长途话费。国际话费按实际计算(限制拨
打声讯台)

5.4 线路迁移 100元/条·次 材料及人工费

5.5

高
速
宽
带
接
入

局域网接入 400元/IP·展期
馆内共享100M带宽，仅共一台电脑上网，禁止使
用路由器。

5.6 5个(含)以下动态分配私有IP地址(终端) 1500元/网·展期

馆内共享100M带宽，展馆只提供一条主线，并分
配相应数量动态私有IP，交换机至计算机的线材、
交换机等客户自带，接驳工作客户自行完成，并禁
止使用路由器。

5.7 6-9个(含)动态分配私有IP地址(终端) 2000元/网·展期

5.8
10个(含)以上动态分配私有IP地址(终端)最多23个
IP

2500元/网·展期

5.9 地址映射（NAT）外部IP 3000元/IP·展期
速度同局域网宽带相同，共享100M带宽，客户端
仍使用私有IP。

5.10 ADSL拨号上网4M 设备押金1000元/台 1000元/展期

需提前五个工作日预租5.11 ADSL拨号上网8M 设备押金1000元/台 1580元/展期

5.12 ISDN专线网络 设备押金1000元/台 1500元/展期

5.13 馆内、馆外其他通讯线路的铺设 1000 - 3000元/条·展期 先预约看现场再定收费价格

5.14
其
他

若有其他网络需求（如VPN、光纤链路、不同带宽的特殊网络等），需提前20个工作日通知我司，
我司将配合客户联系通讯网络合作单位（中国电信），尽可能为客户提供服务。确定可以提供相应服务后必须提前5个工作日预租。

5.15
备
注

1、在布展最后一天18：00后不再提供通讯网络租赁服务，因在地毯铺设好后无法准确的找到信息点的位置，

   另外驳接线缆时会破坏地毯和装饰面。因此，请有网络通讯需求的客户尽量提前申请。

2、会议室通讯线路需提前3小时（工作时）申请，避免工作人员无法及时对通讯线路驳接和调试，影响到会议时间及服务质量。

3、为确保展馆计算机网络的正常运行，为展商提供稳定的网络服务，馆内严禁使用有线路由器及无线路由器。

    如发现使用有线或无线路由器设备，会展中心将关闭其计算机网络端口。

咨询电话：82848806，安装维护电话：82848816

展具、电力、网络等租赁价格表
预租QQ：292932124  网址：www.szc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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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展具租赁服务

序号 名称 规格（长宽高） 单位 价格（元/展期）

6.1 折椅 白色 把 25

6.2 皮椅 黑色 张 100(押金200/张)

6.3 简易桌 1×0.5×0.75 (m) 张 80

6.4 咨询桌
1×0.5×1 (m) 张 150

1×0.5×0.75 (m) 张 100

6.5 圆桌
木制R1/0.8  (m) 张 100

玻璃R0.7 (m) 张 180(押金200/张)

6.6 托板
直板 1×0.3 (m) 块 50

斜板 1×0.3 (m) 块 60

6.7
高陈列柜（无灯） 1×0.5×2.5 (m) 个 600

高陈列柜（带1支100w射灯） 1×0.5×2.5 (m) 个 650

6.8
低陈列柜（无灯）             1×0.5×1 (m) 个 400

低陈列柜  （带1支40w日光灯） 1×0.5×1 (m) 个 450

6.9 矮柜 1×0.5×0.75 (m) 个 200

6.10 方桌 0.7×0.7×0.7 (m) 张 100

6.11 弧形咨询桌 高1m 张 500

6.12 洞洞板（送16个钩） 1×1.1 (m) 块 100

6.13 洞洞板（送32个钩） 1×2.2 (m) 块 150

6.14 电视柜 0.66×0.66×1 (m) 张 100

6.15 折门 1×2.5 (m) 个 150(锁押金50/把)

6.16 桌布 1.8×1.8 (m) 块 50(押金100/块)

6.17 衣通 不锈钢杆 米 50

6.18 活动隔离栏 1 (m) 米 30

6.19 展板 1×2.5 (m) 块 80

6.20 拆除展位 3×3或2×3 个 240

6.21 直（斜）托板调位 1块1次 次 15

6.22 拆展板（0.5m和1m） 1 块 50

6.23 地毯 各种颜色（国产） m2 15

6.24 白绒布套（高、低柜内使用） 1×0.5 (m) 块 30

6.25 射灯 100W 支 80

6.26 石英灯 35W 支 80

6.27 日光灯 40W 支 80

6.28 柜内日光灯 L0.9M.40W 支 80

6.29 柜内石英灯 35W 支 100

6.30 太阳灯

100W 支 150

300W 支 250

500W 支 320

6.31 卤素灯
70W 支 300

150W 支 400

6.32 资料架 个 150(押金200/个)

备注：
1.以上物品报价均为出租价格，时间为一个展期。超过时间出租价格加倍，租赁后超过12小时不给予退换；
  以上含运输、安装、拆卸、清洁、材料费、施工费；
2.预订或已送到展位的展具，如需退换，要扣除租赁展具费用的30％作为人工费，材料费及施工费；
3.标准配置的展具物品不得作有价退或换，展商不得私自搬拿其他展位上的物品；
4.上述物品提前15天预订，享受9折优惠（带*号除外）；
5.租赁费及押金以现金、刷卡方式收取。

展具、电力、网络等租赁价格表
预租QQ：292932124  网址：www.szc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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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会议设备租赁

序号 项目 名称 规格 半天租金 一天租金

7.1 发言系统 无线麦、专业电容话筒、有线话筒、手拉手话筒 100/支

7.2

投影设备

胶片幻灯机 AIWEI 150 300

7.3 实物投影仪 PanasonicWE-MV100CH 300 600

7.4 5号馆（大）投影机+投影幕
17,000 lums 2台,
DA-LITE电动卷筒屏幕 10m×7.5m

6000/套 12000/套

7.5 5号馆（小）投影机+投影幕
5000 lums
电动卷筒屏幕3.56m×2.75m,
共2套

600/套 900/套

7.6 梅花厅投影机+投影幕
14000 lumsDA-LITE
电动卷筒屏幕6m×4.5m,
2套

2000/套 4000/套

7.7 簕杜鹃厅投影机+投影幕
9000 lums 
250寸（5.08米×3.81米）
2套

3000/套/次

7.9

LCD投影机

NEC MT1075+/ 4500ANSI 600 800

7.10
NEC MT770+/ 3000 lums 
(3楼会议室310.301)+120〞
电动幕,共2套

600 800

7.11 日本HITACHI-CP4080 -4000lum 600 800

7.12
茉莉\桂花厅
每套投影（加PDP显示屏）

1000 1800

7.13

投影幕

1.71m(w)×1.28m (h) (84〞) 200 300

7.14 2.03m(w)×1.52m(h) (100〞) 200 300

7.15 2.44(w) ×1.83m(h) (120〞) 300 500

7.16

同声传译系统

同声传译主机系统
HCS-3100MA/05+HCS-850PB 
+HCS-816T

2500/天

7.17 接收机+耳机 HCS-826R 25/套/天

7.18 活动翻译房 1.5m×1.5m 1000元/次

7.19 DVD机 Pioneer3702 100

7.20 录音服务 卡带50/盒， MD100/盒

展具、电力、网络等租赁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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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展具实例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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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具实例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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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主场承建商简易特装系列设计方案

说　明： 如另需展具的展商请与我们联系，图中款式和规格可根据展位实际面积相应扩大或缩小。

联系人： 张小姐：13760322380  0755-82848713  viven66@chtf.com

 陈小姐：13798433293  0755-82848710  xiaohua@chtf.com

 王小姐：13510076401  0755-82848716  wsh05@chtf.com

 陈先生：13510124717  0755-82848715  cyh@chtf.com

 吴小姐：13543302949  0755-82848766  wusujjie6688@163.com

传　真： 0755-82848714

查询更多方案请登陆：www.szcec.com (注：每款编号的前二位阿拉伯数字代表该展位面积)

编号：18101      18m2      8500元 编号：18702      18m2      6500元

编号：18605      18m2      6500元

编号：18503      18m2      7200元

编号：18103      18m2      6500元

编号：18703      18m2      7500元

编号：18203      18m2      7000元

编号：18505      18m2      7500元

编号：18501      18m2      8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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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承建商简易特装系列设计方案

编号：18803      18m2      8300元 编号：18401      18m2      7200元

编号：18801      18m2      7000元

编号：18410      18m2      8500元

编号：18504      18m2      9600元

编号：18402      18m2      7500元

编号：18705      18m2      8000元

编号：18608      18m2      9000元

编号：18606      18m2      11500元

编号：18202      18m2      9200元

编号：18802      18m2      9600元

编号：18607      18m2      7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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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承建商简易特装系列设计方案

编号：18204      18m2      6800元 编号：18107      18m2      9000元

编号：18901      18m2      7500元

编号：27901      27m2      12000元

编号：36502      36m2      11500元

编号：18404      18m2      7500元

编号：18902      18m2      8500元

编号：36101      36m2      12000元

编号：36503      36m2      16800元

编号：18405      18m2      7200元

编号：27201      27m2      9800元

编号：36501      36m2      1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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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承建商简易特装系列设计方案

编号：36607      36m2      15000元 编号：36404      36m2      11500元

编号：36403      36m2      15000元

编号：36701      36m2      12000元

编号：36401      36m2      12600元

编号：36606      36m2      22000元

编号：36505      36m2      15600元

编号：36506      36m2      1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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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承建商简易特装系列设计方案

编号：36901      36m2      9000元 编号：36801      36m2      14500元

编号：36601      36m2      11000元

编号：36203      36m2      12500元

编号：36702      36m2      13000元

编号：36203      36m2      12000元

编号：36604      36m2      27000元

编号：36605      36m2      26800元

编号：36703      36m2      18000元

编号：36205      36m2      12000元

编号：36603      36m2      11000元

编号：36201      36m2      1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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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承建商简易特装系列设计方案

编号：36102      36m2      13900元 编号：36103      36m2      17000元

编号：36504      36m2      13000元

编号：54501      54m2      19800元

编号：54508      54m2      21500元

编号：36204      36m2      17000元

编号：36802      36m2      17000元

编号：54901      54m2      16500元

编号：54509      54m2      24000元

编号：36408      36m2      16500元

编号：36803      36m2      13000元

编号：54401      54m2      2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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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承建商简易特装系列设计方案

编号：54102      54m2      17800元 编号：54103      54m2      21000元

编号：72401      72m2      27000元

编号：108201      108m2      33000元

编号：72101      72m2      30000元

编号：72102      72m2      35000元

编号：90101      90m2      29000元

编号：108401      108m2      33000元

编号：72501      72m2      27000元

编号：72103      72m2      28000元 编号：90102      90m2      29000元

编号：108501      108m2      33000元



57www.cpse.com.cn

2015年10月29日 - 11月1日    中国  深圳会展中心

主场承建商简易特装系列设计方案（大方铝结构）

编号：18105      18m2      7500元

编号：36106      36m2      21000元

编号：54902      54m2      28000元

编号：18106      18m2      12500元

编号：36507      36m2      20000元

编号：72104      72m2      38000元

编号：36105      36m2      19000元

编号：36508      36m2      17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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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参展通”观众信息采集服务

“2015第十五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CPSE）」主办方现委托北京昆仑亿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astfair」)提供

参展通 - 到访展台观众信息采集服务。

一、参展通 — 到访展台观众信息采集服务
1. 本展览采用了先进的现场观众登记方式，收集专业观众信息，包括观众的姓名、公司、

职称、地址、电话、电邮、业务性质及经营产品等，形成专业观众展览数据库。

2. 展商可利用参展通以辅助现场的观众接待服务。此服务旨在协助参展商加快收集观众的

联系信息及使展商更能有效地管理和分享观众资源。

3. 便携式的数据采集扫描器操作方便简单，利用参展通，有利于提高公司参展形象，并可

减少现场的人力资源。

4. 展会结束后，展商可以根据该数据库作辅助，查询跟踪展会收集的观众资料，开展分

析、销售和服务工作。

5. 参展通能有效增加展商参展附加值，多届展会使用更有助于评估企业参展效果。

二、展商得到的服务
1. 展会期间由Eastfair供应便携式数据采集扫描器供展商使用。

2. 当领取数据采集扫描器时, Eastfair会对展商的工作人员进行使用培训及派发使用指引。

3. 展会期间，Eastfair将对数据采集扫瞄器的使用提供技术支援。

4. Eastfair将于展会第二日开始，会提供展台到访观众日报告。报告内容是前一天到访您展台的观众名片图像及观众手写登记信息图像(限

于没有使用名片登记),形式是打印本，只限一份。

5. 而四天展期的到访总报告，将在展会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email至参展商指定的收件人。总报告包含四天展会到访您展台的观众数据，

包括观众名片图像或观众手写登记信息图像(限于没有使用名片登记)；以及以Excel形式输入观众的名片资料。

三、数据保密
根据主办方与Eastfair的协议，Eastfair向主办方及有关展商保证经其处理过程中所得的全部观众/买家信息负责严加保密，不会向第三

者披露、转让及作谋利或非谋利用途。

预订期限 单价 / 数据采集扫描器 / 展期 数量 金额

2015-9-30之前预订 人民币2,200元 

2015-9-30后现场租用附加收费20% 人民币2,400元  

现场服务人员雇佣-300元/天（可选） 人民币1,200元

参展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　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　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　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 省 __________ 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邮　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盖章 日期

四、参展通订单 — 展台观众信息采集服务

汇款详情如下：

单　　位：北京昆仑亿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北京分行首体支行                           
帐　　号：8662 8038 0510 001

表格填妥后请交回:

北京昆仑亿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杜玲小姐
电话：+86-10-8838 9199-840     传　真：+86-10-6833 5478
手机：15101034033           电　邮：duling@eastfair.com

优惠截止日期：201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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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Leads Retrieval System

CPSE 2015—THE 15TH CHINA PUBLIC SECURITY EXPO has appointed Eastfair Technology Co., Ltd. (known as “Eastfair” below) as 

the supplier of Leads Retrieval Service in CPSE 2015.

A. Leads Retrieval Service - Turn quality leads into sales
1. The exhibitor adopts advanced visitor registration system to collect visitors’ information, including name, company name, title, 

address, tel. no., email, product/service and business nature of company, etc.
2. The exhibitor can regard the Leads Retrieval Service as a complementary tool to the on-site reception service. Apart from speeding 

up the process of visitor registration at your booth, this service also facilitates visitor data management and sharing in your company.
3. Leads Retrieval Service can also help to upgrade exhibitor’s professional image and to reduce onsite manpower at booth.
4. After the show, exhibitor can make use of the database as one of the tools to follow up visitors’ enquiries, analyze the visitor profile 

and kick off the sales activities. 
5. It not only can increase the added value of exhibitors effectively, but also help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exhibitors.

B. Exhibitor will enjoy the following services 

1. Handheld barcode scanner(s) will be supplied by Eastfair during the show period. 
2. Training and brief handouts will be available for your staff when you collect the barcode scanner(s) at the fairground.
3. Onsite technical support on using the barcode scanner(s) will be available throughout the show.
4. The daily reports of the first tree days will be provided to you every next show day. The daily report is a copy of scanned name cards 

or scanned handwritten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ose without name cards) of the visitors who visited your booth. The report will 
be printed on the paper and limited to one copy per day.

5. The final report will be sent to the designated person of the exhibiting company within 15 working day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show. It contains all scanned copies of your visitors’ name cards or their handwritten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ose without 
name cards). The visitor data will also be converted to an Excel format.

C. Data Confidentiality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 signed between Adsale and Eastfair, Eastfair will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of keeping all visitor / buyer data 

confidential and will guarantee that the data will not be disclosed or transferred to any third parties for profit or non-profit purpose.

Booking date Unit price/Scanner/Show Quantity Total cost

On or before 30 Sep, 2015 USD 350  (RMB 2,000)

20% surcharge after 30 Sep, 2015 USD 420  (RMB 2,400)  

Service personnel (Optional: USD 50 / day) USD 200  (RMB 1,200)

Our company authorizes the following staff to get the visitor report at the on-site service counter of Eastfair and be the 
recipient of the report couriered by Eastfair. The staff will present a name card (details of name cards MUST be same as the 
below) on-site to redeem the visitor report.

Company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ooth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itl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obil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and Stamp: Date:

Payment information for RMB

Bank name: China Merchants Bank Beijing Shouti Subbranch
Bank Swift Code: CMBC CNBS
Account Name: Eastfair Technology Co., Ltd.
Account ID: 8662 8038 0510 001

Payment information for USD

Bank Name: China Merchants Bank Beijing 
Shouti Subbranch
Bank Swift Code: CMBC CNBS
Account Name: Eastfair Technology Co., Ltd
Account Number: 0109 0028 4232 201

D. Rental Form — Leads Retrieval System

Deadline: 30 Sep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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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境内：会展中心运输组
1. 提货及市内运输 

序号 项目 规格 报价 备注

1.1 铁路/陆运货站 m3 200元/ m3( 1 m3起计)
1. 服务内容：
· 展品到达深圳后的有关文件处理；
· 把展品从深圳提货点送至仓库地点；
2．陆路运输深圳提货范围限深圳市二线关内区域，
    在深圳市二线关外加收50%。
3．超限展品提货收取超限附加费（见2.5）
4．如需提货服务请提前三天发函通知我方。
5．由货运公司送货到仓库的展品需收费存放

1.2 机场货站 公斤 4元/公斤(50公斤起计)

1.3 仓库卸货费 m3 20元/ m3 由展馆代收展品的，收取卸货费

1.4 存储费 m3 20元/ m3·天 存入之日起开始计费

2. 进出馆搬运管理

序号 项目 规格 价格 备注

2.1 小件展品进馆服务收费 单件展品重量小于50公斤 ￥50元/ m3（最少1 m3） 服务内容：将展品送至展台

2.2
机械类展品
进馆服务
收费基本收费项目

m3 ￥95元/ m3（最少1 m3）

1. 服务内容：*卸车并将展品送至展台*开箱并展品就位
 （不含组装）*空箱和包装材料运送至存放处存放
2. 展品组装、就位等（如机器翻身、竖立等），
    按照2.3 -2.4收费。

2.3 机器翻身竖立组装
二次移位服务附加费

3吨叉车 200元/小时 本项价格是在2.1-2.2基础上收取的。如参展商需要单独租
用叉车进行搭建展台或机械就位等服务的，按照1.4-1.5收
取。2.4 5吨叉车 300元/小时

2.5 超限附加费

1. 单件设备长超5米、宽超2.1米，或高超2.4米，任一项超限加收10%超限费，几项超限其费用累加。
2. 单件重量超过5吨的展品，吊机附加费按照400元/吨收取。
    注：对于超限展品，展商未能事先联系展馆而直接送至现场，展馆不能保证可能即刻安排卸货、就位，
    并需加收50%加急费。
3. 单件重量不超过5吨的展品需要使用吊机，以及使用吊机进行组装的吊机价格面议。

2.6 空箱搬运费 m3 40元/ m3

2.7 空箱存储费 m3 10元/ m3/ 天
存入之日开始计费

2.8 展品存储费 m3 20元/ m3/ 天

备注:
1. 请事先联系有关展品运输事宜，如实申报展品单件尺码和重量（包括毛重/净重）。
    如果由于未能事先预告，或不能提供准确资料造成展品驳运/现场搬运无法正常进行，展馆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2. 对于展览布撤展规定时间以外进出场的加收50%加班费；
3. 以上所提供服务以收到贵司的展品处理回执为准。请展商正确填写并及时将有关文件反馈；
4. 空运货物按计算重量收费（换算标准：1,000公斤=6立方米）；
5. 以上服务费中不包含保险费。为维护展商的权益，提醒展商安排适当的全程保险（包括展览期间）。
    保险范围应包括展馆及其代理的责任事故保险。展商请备妥保险合同文本或其副本，以备可能在展览现场发现短少、残损时申报检验之用；
6. 展馆严禁非指定承运商的运输设备在展馆范围内使用（如吊车、机动叉车、堆高机等）；
7. 特殊情况下，使用带有自行装卸功能运输工具的参展商自行装卸展品的，须在布展前向深圳会展中心提出使用申请，经准许并缴纳相应经营管理 
   费后方可进入会展中心红线范围内作业,管理费按照1.1.1收取。吊车进入展馆现场进行施工搭建的，管理费按照吊车载荷50元/吨/天收取。

联系人：王宝龙     0755-82848646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深圳会展中心展品存放处（CPSE安博会参展展品）

11. 承运服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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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运输指示及货运途径 (按一般展示用品)           
     SHIPPING SCHEDULE  (FOR GENERAL EXHIBITS ONLY)

1a. 展品从香港集货至深圳
 ALL GOODS TO BE SHIPPED TO HONG KONG FOR CONSOLIDATION SHIPMENT TO SHENZHEN
 展品文件及到货日期 DOCUMENTS & CONSIGNMENT DEADLINES TO SHENZHEN VIA HONG KONG

 货运委托书及展品装箱清单必须在货到前3个工作天电邮或传真到我司办事处，所有展品必须按上述运货时间表抵达，晚于截止日期会加收30%的
晚到附加费，且不保证送货至展台时间。

 Please email or facsimile us your Transport Order and List of Exhibits (Form A & B attached) at least 3 working days prior to  
picking up your cargo. Cargo arriving after our deadlines will incur a 30% late arrival surcharge. JES will make all efforts to expedite 
the delivery schedule but no guarantee can be given. Cargo arriving earlier than the specified dates above will incurred storage fee.

2a. 香港收货人  CONSIGNEE IN HONG KONG
 All goods to be shipped to Hong Kong for consolidation shipment to Shenzhen.     
 Consignee  (air / sea)              Notify Party
 JES Logistics Limited              JES Logistics Limited
 26th Floor, Winsan Tower               /        c/o CPSE 2015 Shenzhen
 98 Thomson Road
 Wanchai, Hong Kong                  
 Tel :  (852) 2563 6645            
 Fax:  (852) 2597 5057

     提单上货物申报  DESCRIPTION OF GOODS
 Please state in the OBL or AWB: Exhibition Goods. (for CPSE 2015 Shenzhen )
 请电邮或传真有关发货通知至香港金怡国际展运有限公司
 Pre-advice should be sent to JES Logistics Limited (email or fax: 852-2597 5057) as soon as available.

     备注  REMARKS
 展品收货人名称请按此标准填写，不得写具体人姓名。同时谨记不要将展览会或展馆名称，参展商及主办单位作为收货人，以免提货困难及延误到

场布展。所有境外展品的往返空运或海运提单运费，必需“运费预付”，若由我司代垫付运费后，将收取10%作为附加费用。
 Neither freight to be shipped to another consignee, nor is freight to be shipped and consigned to the exhibitor himself c/o the  

exhibition. Additional charges will be incurred for any wrong consignee details. A 10% outlay commission will be imposed on all  
“Freight Collect” consignment.

3a. 目的港 PORT OF DISCHARGE:  香港 HONG KONG
 请不要把展品直接发运到深圳机场或码头，因清关时间与商检查验会比较长及手续烦覆。如展品不能按时运到香港，请先与我司联络以作适当安排。
 Exhibitors are not advised to send shipment to Shenzhen airport or port directly. The customs clearance time is not predictable. All 

11.2 境外：金怡展运

OFFICIAL FREIGHT FORwARDER

金怡国际展运有限公司

JES Logistics Limited

香港湾仔谭臣道98号运盛大厦26楼

26/F, Winsan Tower, 98 Thomson Road Wanchai, Hong Kong 

电话 Tel :  ( 852 )  2563 6645          

传真 Fax:  ( 852 )  2597 5057

电邮 E-Mail:  jerry@jes.com.hk         

联系人 Ctc : Jerry Kan 简华钿

GUANGZHOU OFFICE

广州金怡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Guangzhou JES Exhibition Services Ltd.

中国广州市东风中路501号东建大厦西座2005室

Room 2005 Dong Jian Bldg; West Tower, No. 501 Dong Feng 

Zhong Rd, Guangzhou 510045, China 

电话 Tel :   ( 86-20 )  8355 9738         

传真 Fax:   ( 86-20 )  8355 3765

电邮 E-Mail:  frank@jes.com.hk                 

联系人 Ctc :  Frank Liang 梁锦常

1. 海关审查文件 (展品装箱清单表格 B )
Customs documents for pre-clearance (List of Exhibit FORM B )

September 18, 2015

2. 从香港货运站提货至深圳 (空运 / 海运)
Cargo picking up in Hong Kong terminal for onward shipment to Shenzhen (air / sea)

October 15–1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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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s to be shipped to Hong Kong for consolidation shipment to Shenzhen. Exhibitors with late shipment are  advised to contact us 
well in advance for arrangements.

4a. 文件 DOCUMENTS  (Sea / Air - total gross weight on List of Exhibits must be the same as on OBL & MAwB)
 请把下列清关文件必须在货到前3个工作天电邮或传真到我司办事处。
 Please email or fax us the following documentation to consignee at least 3 working days prior to the arrival of shipment.
 1 copy of Original Ocean Bill of Lading (Sea)      海运提单    (1份)
 1 copy of Master Airway Bill (Air)       空运提单   (1份)
 1 copy of Transport Order (Form A)       委托书   (1份) 
     1 copy of List of Exhibits (Form B & C)     展品清单   (1份)
 1 copy of Insurance Policy (if insured)     保险单   (1份己投保)

5a. 货运预告 PRE-ALERT
 海运 - 请确保货物抵达目的港口之前3个工作天，快递2份海运正本提单及2份展品清单给收货人。
 Sea shipment - 2 original of Bill of Lading plus 2 copies of List of Exhibits FORM B must be couriered to consignee at least 3 working 

days before shipment arrives.
 空运 - 办理货物托运时，请附加2份展品清单与空运单正本一起发运。并在货物抵达机场前48小时内电邮或传真空运提单及展品清单给收货人。
 Air shipment - Original AWB plus 2 copies of List of Exhibits FORM B must be attached to all air shipments and email or a facsimile 

advice giving AWB no. and details of consignment must be sent to us at least 48 hours prior to the arrival of cargo.

6a. 海关查验 CUSTOMS INSPECTION
 深圳海关规定所有展品必需在展馆现场开箱查验，查验时如发现装箱清单与货物不符，货物将会被海关扣留或没收而不能如时送到展台，所有责任

由参展商自负。按海关查验科的要求，所有展品装箱清单必须填写准确货物名称、机械品牌、型号、机身编号及其组装配件和件数，均須如实申
报。为方便海关现场查验，所有机械展品必需提供(1)份说明书及其组装配件的相片附装箱清单(表格B)。

 The Shenzhen customs are strict and through in their inspection of goods. All packages can be expected to be opened and contents 
checked against the List of Exhibits (Form B). Exhibitors must provide us with the brand name, model number, serial number of 
machine and quantity of equipment / parts in the List of Exhibits form. Please ensure that the brand name, model number or serial 
number can be found on the machine and equipment itself to facilitate customs examination. In order to obtain early release of 
goods from customs, machine catalogues or photo of equipment / parts must be attached with List of LOE.

7a. 货物熏蒸 FUMIGATION
 货物熏蒸 Fumigation
 所有木质包装货物 (如木箱、木托盘、木架) 必须要熏蒸，箱外要有以下标记。
  All cargo containing wood packaging materials (e.g. crates, pallets, frames) must be fumigated. Please make sur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must be stamped on the outside packing.

 ·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英文缩写IPPC印记           IPPC logo ( )
 ·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规定的2个字母国家编号     ISO country code (XX)
 · 输出国家或地区官方植物检疫机构     License no. assigned to  
     批准的木质包装生产企业编号     the company that fumigated
 · 确应的检疫除害处理方法, 如溴甲烷熏蒸为MB,   Fumigation method 
     而热处理为HT      HT or MB treatment used

 熏蒸标记 Sample of Marking

8a. 展品包装 PACKING
 由于在运输途中所有展品将经过多次装卸，开箱查验和展览会后重新包装，馆外或货场暂存。因此包装箱必须要结实以便保护展品不会破损以及雨

淋，展品可使用结实木箱或铝箱包装并适合反复装卸，纸板箱不适宜长途运输。所有包装箱内须有防水，防潮或真空包装并在箱外注明易碎展品包
及注明向上防压标记。

 Please ensure your equipment is packed in a strong, waterproof packing case which lends itself to being re-packed after the  
exhibition. Please bear in mind that your exhibits will be in transit for long periods both to and from the exhibition and that  
cartons are not suitable to withstand the constant handling which takes place during transshipment. Shocking and bumping will 
sometimes be inevitable and cases may be placed in open air storage without cover, therefore exhibitors must take the necessary 
precautions against damage and rain.

9a. 现场开箱或装箱 UNPACKING OR REPACKING ON –SITE
 在进出馆期间，我司会协助参展商开箱就位及会后装箱等服务。请参展商安排有关人员现场督导回运装箱,对于包装箱己经破损，残旧或无包装材料的

回运展品，如货物发生破损、短缺、丢失等情况，参展商并应对该操作负有全责。无包装的回运展品如非由整体装集装箱载运，我司不矛处理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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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will assist in physical unpacking and installation of exhibits, however exhibitors must supervise and be responsible for those 
operations. Similarly, during exhibition closing, exhibitors must also supervise the dismantling and repacking of exhibits, especially 
for delicate or heavy equipment. When exhibits are repacked with used packing materials, the packing is regarded as no longer 
suitable to protect the contents against damage and or moisture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Exhibitors should therefore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for any consequences arising therefrom.

10a. 超重或超大件展品 HEAVY AND OVERSIZES EXHIBITS
 有重型展品及单一体积超过1000公斤或5立方米及其需用汽车吊和铲车在展场组装的展品之展商须及早到达展场，以便指导重型展品的拆箱和就

位。如需用汽车吊和铲车来对这些超重或超大件展品的拆箱就位和安放，展商必须提前与我们联系及提供详细的超重或超大件展品示意图以便我司
展场操作。展商如有需要，可向我司索取有关服务的报价。

 This applies to any single exhibit in excess of 1000 kgs and 5 cbm, that requires the use of a forklift or mobile crane for installation. 
Exhibitors with heavy and oversized exhibits must be on-site early to direct the operation of unpacking and positioning. If a mobile 
crane or forklift is required for installation of equipment, exhibitors should send your requirement to us as early as possible so that 
we could arrange contracting such equipment in advance. A quote will be given after receiving your enquiry.

11a. ATA单证册 ATA CARNET
 展品临时进口中国可用ATA单证册。但展品不能在中国出售或留购，必须在展览会闭幕后原数复出，ATA进出口单证报关费 RMB 1500.00每运次。
 To co-ordinate the complete process of temporary import by ATA Carnet is RMB 1500.00 per transaction. Please note that ATA  

Carnet shipment must be re-exported after closure of the exhibition, it cannot be sold.

12a. 宣传资料及小礼品 CATALOGUES AND PUBLICITY MATERIALS - CENSORING
 产品小册子及小礼品，例如：原子笔、钥匙圈、宣传资料等等……此类物品若在展览会期间散发必须由中国海关审核其数量及价值或征税后才可派

发。海关审查费 RMB 135.00 / 项 / 展商，严禁光盘、记忆棒与杂志进口作展览用途，须申领特别许可证。
 Brochures, giveaways and souvenirs items are permitted entry into China Give-aways e.g. souvenir (i.e. pens, key chains, note pads 

etc) with reasonable quantities and low value may be duty-exempted. It is, however, subject to China customs approval. Customs 
censorship handling charges RMB 135.00 per item / exhibitor. Please do not send CD Roms, USB and magazine to the exhibition, as 
special permit is required.

13a. 保险 INSURANCE
 我司的货运收费是以展品的体积或重量收取，而不是按展品的价值来计算。因此，所收取的费用不含保险费在内。为维护参展商权益，展商应自行

购买展品的全程保险 (建议通过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代理的保险公司办理保险)，包括展期内保险及责任事故的保险。展商请备妥保险合同正本或
其副本，以备可能在展览会现场发现短少，残损时申报检验之用。

 Exhibitors are suggested to arrange a proper round-trip all risks insurance coverage for the exhibits (including exhibition period), 
preferable through a company of which the People's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 is the agent in China. For routing of  shipments, 
it is advised to cover the insurance policy by both air and surface (sea / road), as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cargo will be re-exported in 
either way. Exhibitors should also bring a copy of the insurance policy to China.

14a. 回运展品RE-EXPORT
 在展览会闭幕前，我司会派发展品回运委托书给各参展商填写展品回运方式，复出口的海关及检验检疫手续至少需要5 - 7工作天的时间。如有任何

急需回运或转展的展品，请参展商务必事先向我司提供相应运输时间和特别的安排。若不按照此程序，我们只能于展览会结束后办理。
 Disposal and forwarding instructions will be discussed with you during the course of exhibition. Re-export formalities will require 

at least 5- 7 working days. Therefore, please do not make any plan on receiving the exhibits soon after the exhibition. We hold no 
liability for when the exhibits would be back to the desired final destination after the exhibition closes. If you need the exhibits to be 
re-exported urgently or transfer to other exhibitions, please contact our on-site representative of your request as applicable.

15a. 付款条款 PAYMENT TERMS
 使用金怡公司或其指定代理的展商，将会收到金怡公司或其指定代理的付款通知发票；没有通过金怡公司或其指定代理的展商，必须在展览结束

前，付清全额费用。
 Companies using JES Logistics or its appointed agents will be invoiced by them for all services. Companies shipping other than by 

our offices or agents are advised that full payment must be received by us either on-site at the exhibition or in Hong Kong before the 
close of the exhibition.

16a. 标准营业贸易条款 STANDARD TRADING AND CONDITIONS
 请各展商必须仔细阅读本运输指南并严格遵守上述各项条款。我司所提供的一切服务和经营活动皆遵照金怡公司标准营业贸易条款进行，若要查阅

我司标准营业贸易条款，请登入 www.jes.com.hk 或备索。    
 All business is transacted only in accordance with our standard trading conditions.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www.jes.com.hk or 

contact us for th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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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货运收费 - 来程费率  FREIGHT HANDLING TARIFF - INwARD MOVEMENT
     海外 / 香港来货  FREIGHT FROM OVERSEAS / HONG KONG

1b. 基本费及文件通讯费           
 Basic service charge       RMB 550.00 / exhibitor / consignment
 (Communication & documentation fee)     展商 / 票货

2b. 展品从香港至深圳展台费率  Freight charge Hong Kong to Shenzhen SZCEC
 展品从金怡香港仓库集货运至深圳展台就位
 制单报关, 协助开箱及空箱材料移到存放处.     
 From JES HKG warehouse delivery up to exhibition     RMB 985.00 / cbm 立方米
 stand customs clearance, assistance with unpacking    min 1.5 cbm / exhibitor / consignment
 and removal empty cases to the on site storage place.   最低收费1.5立方米 / 展商 / 票货

3b. 香港本地提货服务 (如需) Cargo pick up in Hong Kong  (where applicable)
 展品从香港码头, 机场货运站或展商仓库
 提货运至金怡香港仓库包括3日免费仓期.
 From sea & air terminal, exhibitor’s warehouse in HKG
 delivery up to JES warehouse incl. 3 days free storage.   RMB 280.00 / cbm 立方米
 海运或本地提货        min RMB 800.00 / exhibitor / consignment
 Sea / local cargo       最低收费RMB 800.00 / 展商 / 票货

 空运         RMB 2.80 / kg 公斤
 Air cargo        min RMB 800.00 / exhibitor / consignment
          最低收费RMB 800.00 / 展商 / 票货

 进出仓库手续费        RMB 160.00 / cbm 立方米 
 Warehouse handling       min 1 cbm / exhibitor / transaction
          最低收费1立方米 / 展商 / 票货

 每件货物重量如超过 1 吨       另作报价
     Heavy-Lifting surcharge for any single piece over 1 ton      to be quoted upon request 

 *  香港提货不包括货运站处理费、理货费、仓库杂费、滞箱费、换单费、进出仓库手续费及车场登记费，需按实际发生额支付相关费用。
 All THC / CFS, consolidators fees, OBL / AWB documents fee, gate charges, demurrage, warehouse registration fee and warehouse 

handling etc.. (if any) incurred in the pick up location will be passed on as per outlay.

 *  香港进出口报关费，按货值 0.05% 到岸价收取。最低收费 RMB 135.00 展商 / 票货。
 Hong Kong Government import / export declaration fee 0.05% of CIF value declared. Minimum charge RMB 100.00 per exhibitor per 

consignment.

4b. 深圳海关对展品查验的规定   Customs inspection in Shenzhen
 深圳海关严格要求展商必须填写准确货物装箱内容，并提供所有机械展品之型号及其组装配件的照片，照片上要清楚显示型号、机身编号及在机器

上之位置，请将照片提供给我司及张贴于包装箱外方便海关现场查验。若展商末能提供机械展品及其组装配件的照片，我司将按深圳海关对展品查
验的规定在香港金怡仓库进行开箱及预先检查机械之型号和拍照，代展商在金怡仓库开箱查验之操作服务则需加收额外费用如下：

 As strictly requested by Shenzhen customs, exhibitors must provide exact cargo packing content and relevant photos which should 
show clearly the model number, serial number of machines and quantify of equipment / parts and location in machine / instruction. 
The photos must be sent to JES and taped on the outside packing. Should exhibitor fail to provide such, upon custom’s request, 
JES have to open your packing, in order to take photos and pre-checking the model and serial number. In this case, handling charges 
at JES Hong Kong warehouse will be as follows:

 开箱及装箱手续费       RMB 350.00 / cbm 立方米
 Unpack and repack the case      min 1 cbm / exhibitor / transaction
          最低收费1立方米 / 展商 / 票货

 超重度附加费 (每件货物重量如超过)
 Overweight surcharges (Weight of each single package over)
 3001 kgs – 4000 kgs       RMB 2500.00 / packages / 件
 4001 kgs – 5000 kgs       RMB 3000.00 / packages / 件
 Over 5001 kgs        to be quoted upon request 另作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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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样本 Photos samples

5b. 超重或超限度附加费   Overweight / oversized cargo handling surcharge
 Weight of each single package over 每件货物重量如超过 
 3001 kgs – 4000 kgs       RMB 50.00 / 100 kgs 公斤
 4001 kgs – 5000 kgs       RMB 65.00 / 100 kgs 公斤
 Over 5001 kgs        to be quoted upon request 另作报价

 每件货物体积超过（长）300 cm、( 宽 ) 220 cm 或（高）220 cm，需加收附加费。
 Size of each single package over L 300 cm, W 220 cm or H 220 cm.  
 单一展品限度数值超过上述所列的重量或体积，均视为超重或超限，则需加收超重或超限附加费RMB 100.00/立方米。
 If one dimension exceeds the above, surcharge of RMB 100.00 / cbm will be imposed.

6b. 可供选择额外服务 (如需)  Optional services (where applicable)
 a. 清单翻译费        RMB 35.00 / page页
 Translation of list of exhibits      min RMB 210.00 / exhibitor / consignment
          最低收费RMB 210.00 / 展商 / 票货

 b. 空箱保管展会期间之仓存费                           RMB 150.00 / cbm 立方米
 Storage of empty cases       min 1 cbm / exhibitor / consignment
          最低收费1立方米 / 展商 / 票货

 c. 回运空集装箱由展馆至香港码头或提取          RMB 2000.00 / 20‘ GP container 集装箱
 Return empty container to / from Hong Kong     RMB 2500.00 / 40‘ GP / HC container 集装箱

 d. 中国口岸海关查验费用       RMB 100.00 / cbm 立方米
 China customs examination fee        min 1 cbm / consignment
          最低收费1立方米 / 展商 / 票货

 e. 中国海关计算机录入费       RMB 50.00 / page of list exhibits 
 Customs computer data entry fee      每页展品清单

 f. 中国商检查验费             RMB 100.00 / cbm 立方米
 Merchandise inspection fee           min 1 cbm / consignment
          最低收费1立方米 / 展商 / 票货

 g. 中国检疫及消毒服务费用                  RMB 100.00 / item件
 Quarantine inspection handling services      RMB 1350.00 / 20‘ GP container集装箱  

         RMB 1980.00 / 40‘ GP / HC container集装箱
 *  检疫熏蒸及消毒费用将实报实销. 
 The cost of quarantine treatment such as fumigation and dis-infection will be billed according to actual expenses.
 
 *  代展商办理熏蒸及消毒服务, 包括运送货物到熏蒸工厂往返费用将另作报价.
 Fumigation charges incl. delivery to / from fumigation workshop to be quoted upon request.

7b. 回程运费与来程收费相同  Same charges as Inward Movement listed above with reversed services provided.

C. IMPORTANT NOTES

1. The exact move-in / move-out schedule is subject to the organizer' s final arrangement and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 or without prior 
notice.

2. The exact routing is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of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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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ll return shipments will only be arranged when all customs clearance procedures are completed and all exhibits handed over to us. 
As the demand for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in China is great, exhibitors must not make any plan on receiving exhibits soon after the 
exhibition, since it may take over 7 days for exhibits to reach Hong Kong or other destinations.

4. The volume / weight ratio for air cargo is 6:1 (i.e. 1 cbm = 166.7 kgs). The chargeable weight is based on the volume weight or actual 
weight which ever yields the greater. 

5. The charges for sea / road cargo are based on 1 cbm or 1000 kgs whichever yields the greater.

6. All cargo must be sent with "Freight Prepaid" for inward movement. A 10% surcharge will be imposed for any shipment sent with 
"Freight Collect". For the return movement if freight charge is required to be prepaid at the port of loading, a 10% advance fee will be 
levied.

7. Minimum charge for full container loads is: a. 20’GP = 23 cbm, b. 40’GP = 46 cbm

8. Tariff prices are applicable only to single pieces not exceeding 3 m x 2.2 m x 2.2 m / 3000 kgs. Any single pieces in excess of these  
dimensions / weights will be subject to a separate quotation if which not being quoted in this tariff.

9. Companies require assembling or lifting equipment for erection of exhibits are asked to contact us as soon as possible with details of 
their  requirements. Prices for hiring equipment will then be quoted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10. Prices include free storage in our Hong Kong godown as 3 days prior to our last receiving date for inbound goods, and 3 days after 
arrival back in our Hong Kong godown for outbound goods. Additional storage will be charged at RMB 200.00 per cbm per week or 
part of minimum RMB 300.00 / transaction. Cargo arriving earlier than before the published dates above will incurred storage fee.

11. Application for Hong Kong import / export license for overseas exhibitors is at RMB 700.00 per application and license fee as per 
outlay.

12.Charges for inbound movement must be settled in full before the opening of the exhibition. Charges for outbound movement must 
be settled before cargo released.  

13. Unpacked cargo - there will be a 20% surcharge for handling unpacked cargo. JES Logistics or its appointed agents wi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loss or damage.

14. Dangerous goods - there is a 100% surcharge will be levied and the carriers will only accept dangerous cargo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15. Exhibitors are suggested to arrange a proper round-trip all risks insurance coverage for the exhibits (including exhibition period), 
preferable through a company of which the People's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 is the agent in China. For routing of shipments, 
it is advised to cover the insurance policy by both air and surface (sea / road), as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cargo will be re-exported in 
either way. Exhibitors should also bring a copy of the insurance policy to China.  

16. Our fees and charges are based on presently in force tariff. It is subject to change as to reflect any increase in our cost caused 
by exchange rate variations, freight rate increase, fuel charges adjustments, insurance premiums or increase of any other charges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is company which come into effect after acceptance of your order and prior to delivery.

17. Please do not send CDR , USB & magazine to the exhibition, as special permit is required.

18. Customs or duty:- All exhibits are importing to China on temporary entry. Give-aways e.g. souvenir (i.e. pens, key chains, note pads,  
magazines etc) with reasonable quantities and low value may be duty-exempted.  It is, however, subject to China customs' approval.  

19. Tariff prices are based on exhibits delivered to ground floor only, a 20% surcharge will be levied for delivery to upper floor.

20.All business is transacted only in accordance with our standard trading conditions.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www.jes.com.hk or 
contact us for  th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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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 ORDER ( FORM A )

To: JES Logistics Ltd (email or fax no. + 852 2597 5057)

We hereby authorize JES Logistics Ltd to deliver our exhibits as per the attached List of Exhibits to the exhibition and to unpack 
our cargo for customs inspection. All the charges are on our accounts.

We accept JES Logistics Ltd standard trading conditions and understand that the charges are compiled on volume or weight 
basis and insurance coverage is not included.     

A1.□   Please arrange round-trip insurance coverage for our exhibits (insured valu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nsurance premium 1.5 % on total sum insured, min RMB 1000.00 / policy. Compensation is deductible from 1% to   
 10% based on every loss / claim - subject to final confirmation.

A2. □ We will arrange the insurance coverage for the exhibits by ourselves.

B1. □  Please pick up the cargo from the address below at extra charge 

 Pick up address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tac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2. □ We shall make delivery to JES warehouse by ourselves.  Please send delivery order to us.

C.  □ From Hong Kong port or airport to Shenzhen                              * please tick where applicable.

We hereby certify that the information declared in the List of Exhibits attached is true and correct. We will be fully liable if the 
customs finds any discrepancy or any cargo not declared. Any additional costs or penalty incurred will be on our account. (The 
penalty will be 0.05% on the value per day). 

Exhibitor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ooth No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tact No     Tel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x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uthorized Signature with Company stam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in full and Business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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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
Exhibitor

展台
Stand No.

箱号
Case No.

尺码
Dimensions

长
Length (cm)

宽
Width (cm)

高
Height (cm)

体积
Volume (CBM)

总箱数
Total No. of Cases

包装方式 (择一)
Packing (Tick one)

□ 纸箱    □ 木箱    □ 胶箱    □ 铝箱    □ 胶卡板    □ 木卡板    □ 其它 ____________

□ carton    □ wooden case    □ plastic case    □ aluminium case    

□ plastic pallet    □ wood pallet    □ others _____________

总页数
Total No. of Pages

序号
Item

原产地区
Country 

of 
Origin

展品明细
Descriptions of Exhibits 数量

Quantity

净重
Net Wt 

(kg)

毛重
Gross Wt

(kg)

单价 
(US$)

Unit Price

总价 
(US$)

Total Price
(CIF)

展品处理
Disposal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注: 請填写准确货物名称, 机械品牌, 型号, 机身编号及其组装配件和件数, 均須如实
申报.  同時所有机械展品必需提供品牌说明书及其组装配件的相片附装箱清单供海
关查验.         
    
Remarks: For machinery or equipment etc, brand name, model number, 
serial number and quantity of equipment / parts must be declared on 
this form.  Also, machine catalogues or photo of equipment / parts 
must be attached with this form for customs examination.

TOTAL

展品处理方式
Disposal

A - 回运 Return

B - 消耗 Consumed / Giveaways

FORM B - 参展展品清单 LIST OF EXHIBITS (SZ)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产品博览会, 中国、深圳会展中心

The 14th China Public Security Expo
October 29 -  November 01, 2013,   SZCEC, Shenzhen, China

                                                               
Authorised Signature w/ Company Stamp

WE HEREBY CERTIFY THE INFORMATION GIVEN ABOVE IS TRUE & CORRECT.  
本人证实以上提供的数据正确无误.

请在每箱展品外贴上此标记.
PLEASE STICK THESE MARKINGS ON EACH OF YOUR 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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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翻译/礼仪服务申请表

参展企业名称：                                              展馆号+展位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请填上您的手机号码，以便展会现场能及时联系到您。

*礼仪配套服装参考请上我司网站：www.eshowyz.com; 或微信公众号：Eshowyizhi

联系方式：
宜至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杜小姐  

客服热线：400-808-2626

客服QQ：996032238

客服微信：Eshowkefu

手机：135-3388-0012

电话：+86-20-3469-2023 

邮箱：info@eshowyz.com 

网站：www.eshowyz.com

类别 薪金 申请人数 性别要求 雇用日期

礼仪、模特、展台接待* 500元/人/天起价

英语翻译 550元/人/天

日、韩语翻译 900元/人/天

法语翻译 1000元/人/天

德语翻译 1000元/人/天

俄语翻译 1000元/人/天

意大利语翻译 1400元/人/天

西班牙语翻译 1400元/人/天

会议同声传译、交替传译、设备 另报价

付款方式：（汇款、微信、支付宝、刷卡、现金）：

银行汇款 微信支付 支付宝

收款单位：广州宜至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账号：3602 0150 0920 1164 277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广州市粤秀支行）
微信客服：Eshowkefu

账户：13533880012
姓名：杜妙玲

微信公众号：Eshowyizhi 微信客服：Eshow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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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er/Receptionist Application Form

Company Name：                                                         Booth Number：                                                                                      

Contact Person：                                                         Tel：                                                                                  

Email：                                                                         Signature or Stamp：                                                         

*Please send this form to joanna.zhou@eshowyz.com

Language Daily Rate (RMB) Number Required Gender Date

Chinese/English 550

Chinese/Japanese、Korean 900

Chinese/French 1,000

Chinese/German 1,000

Chinese/Russia 1,000

Chinese/Italian 1,400

Chinese/Spanish 1,400

Receptionist/hostess/model Starting from 500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Joanna Zhou

ESHOW Exhibition Services

Email: joanna.zhou@eshowyz.com  

Mobile: +86-159-1581-1021

Website: www.eshowyz.com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Eshowyizhi

WeChat Service Account: 

Eshow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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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洒店、机票、及租车、商务旅游服务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指定接待商——深圳市捷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高端展会服务的专业公司。展览会

期间有一批专业队伍为您提供返程机票、酒店预订及租车、商务旅游及其他展会解决方案等服务。

24小时服务热线：+86-755-82880089/82880055  传真：+86-755-88364202

联系人：黄燕  联系电话：86-15099909672  QQ：864274728

上列价格已包含15%服务费及税项，所有费用将以人民币结算。价格调整将不再另行通知。

预付价即是提前付款给我社，阁下需预付100%房费之价格作为房间担保，未付预付款的房间将不能预留。

订房量每天达10间以上可享用团队价格，具体价格请与大会指定旅游顾问联络。

酒店名称 星级 房型 价格 早餐(位) 酒店地址
地铁站离会展

中心距离
酒店至展馆
车程时间

四季酒店 五星 豪华房 1550 单早 福田区福华三路138号 会展中心站 步行3分钟

温德姆至尊酒店 准五 高级房 950 含早 福田区彩田路2009号 岗厦站 步行10分钟

皇轩酒店 准五 高级房 680 含早 福田区福民路28号 福民站 步行15分钟

金中环酒店公寓 准五

金领公寓 620

单早 福田区金田路3037号 会展中心站 步行5分钟

商务公寓 668

福青龙华天酒店 四星 标准房 619 含早 福田区彩田南路2030号 岗厦站 步行10分钟

香樟商务酒店 准四

高级房 368

12元/份 福田区金田路金中环国际商务大厦A座10楼 会展中心站 步行5分钟

豪华房 468

金广快捷会展店 准三 标准房 390 含早 福田区彩田南路2038号海天大厦 岗厦站 步行10分钟

海宸宾馆 准三

高级房 378

含早 福田区 彩田南路2038号海天大厦 岗厦站 步行10分钟

豪华房 408

鹏威酒店 准四 高级房 330 含早 罗湖区红宝路15号 大剧院站 地铁15分钟

粤海之星华海店 准三 豪华房 300 含早 福田区福华路80号 华强路站 地铁6分钟

福瑞诗酒店 准三 豪华房 290 含早 福田区福虹路5号福华大厦 华强路站 地铁6分钟

兴华宾馆 准三 豪华房 210 15元/份 福田区深南中路2026号 科学馆站 地铁10分钟

广纳商务酒店 准三 标准房 180 不含 福田区华发南路1号 无 公交1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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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服务预订表格

若阁下有意预定以下服务，请填写下表，并于2015年10月15日前传真至大会指定接待商——深圳市捷旅会展服务公司。

参展单位名称 联络人

电话 手机

传真 电邮

酒店名称

客人姓名 入住日期 退房日期 房间类型

大床房 □      双床房 □

大床房 □      双床房 □

1. 预订个人资料：

接送机报价（含油费、路桥费、停车费、司机小费）

            深圳机场——市区各酒店：别克商务/轿车：□RMB400/趟(1-2人)    □RMB480/趟(3-5人)    中巴-大巴：□RMB500-RMB750
            香港机场——市区各酒店：丰田阿尔法：□RMB1000/趟(1-2人)    □RMB1100/趟（3-5人）

客人姓名 航班号 接/送机日期 接/送机目的地 车型 客人联系电话

□别克/轿车   □丰田阿尔法   □中巴-大巴

□别克/轿车   □丰田阿尔法   □中巴-大巴

2. 车辆服务：

推荐旅游行程 价格 人数 日期

□ 深圳一日游: 中英街-海洋世界-盐田用餐-深港环海游-世界之窗或锦锈中华民俗村 RMB268/人

□ 香港一日游：星光大道环-太平山-浅水湾-香港会展中心金紫荆广场-维多利亚海港 RMB240/人

3. 商务旅游：

温馨提示：阁下如需赴港澳旅游，请提前准备好港澳通行证及其有效签注；如是团队签，我们可协助办理通关服务；

我们也可以根据阁下公司要求定制个性旅游方案，详情可咨询展会指定接待商。

□ 基本英语口译（每人每日8小时费用为600元起） □ 鲜花（每盆150元起） □ 摄影 1000元/机

□ 展位工作人员（每人每日8小时费用为200元起） □ 横幅（每条150元起） □ 摄像 2000元/机

□ 普通礼仪小姐（每人每日8小时费用为350元起） □ 易拉宝（每个180元起） □ 速记 1600元/人

4. 其他推荐：

此外，我们还提供国内及国际往返机票，火车票预订服务（预订火车票手续费20元/张，请至少提前一天预订）

请将此表填写完毕后传真(86-755) 88364202或Email到service@bestmeeting.net.cn我们将在24小时内以传真或电邮形式回复。

如有任何更改或咨询，请与会务组联络，电话：(86-755) 8288 0089 / 8288 0055

签名及印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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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ointed travel agency of the 15th CPSE Hotel Information

BEST Meeting is a commercial travel agency which provides professional travel management services to the exhibition industry. 
BESTMeeting regularly handles hotel bookings, air-ticket bookings and travel enquiries for the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Contact Person: Ms. Penny Huang          Tel: +86-15099909672/+86-400-880-9805         Email: service@bestmeeting.net.cn

Note:
1. All rates are net inclusive of 15% service charge and tax per room (single or double) per night and all charges will be settled in 
RMB currency. All hotels offer Free Internet Service.
2. Please select desired hotel as listed above.All hotel bookings are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3. The hotel booking office will return the confirmation letter by email within 24 hours upon receipt
4. Any cancellation within 15 days before arrival will subject  to one night's penalty; or full room penalty for cancellation within 7 
days before arrival.

Hotel 
Grade

Hotel  Name Room Type Room Rate Breakfast Hotel Address Distance to SZCEC

5 Stars Four Seasons Hotel Deluxe Room 1550 Include one breakfast
138 Fuhua Third Road, Futian 

District
3 minutes by foot

5 Stars
Wyndham Grand 

Shenzhen
Superior Room 950

Include one or two 
breakfasts 

2009 Caitian Road, Futian District 10 minutes by foot

5 Stars Asta Hotel Superior Room 680
Include one or two 

breakfasts 
28 Fumin Road (Fumin Lu),Futian 

District
15 minutes by foot

4 Stars
Shenzhen Golden Central 

Hotel

Standard  King
(Single)

620 Include one breakfast
Golden Central Tower, No 3037 

Jintian Rd, Futian District
5 minutes by foot

Business Suite 668 Include one breakfasts

4 Stars
Fuqinglong Huatian 

Holiday Hotel
Standard Room 619

Include one or two 
breakfasts 

2030 Caitian South Road (Caitian 
Nan Lu),Futian District

10 minutes by  foot

4 Stars
Xiangzhang Business 

Hotel 

Standard Room 368

RMB12/per person
10F,Building A,Golden Central 
Tower,Jintian Road (Jintian Lu)

5 minutes by foot

Superior Room 468

3 Stars
Goldmet Inn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Shenzhen）

Standard Room  390
Include one or two 

breakfasts 
No2038,Caitian South Rd,Futian 

District,SZ
10 minutes' walk

3 Stars Haichen Hotel

Standard Room 378
Include one or two 

breakfasts No2038,Caitian South Rd,Futian 
District,SZ

10 minutes' walk

Superior Room 408
Include one or two 

breakfasts 

4 Stars Proud way Hotel Standard Room 330
Include one or two 

breakfasts
15 Hongbao Road, Luohu District, 

Shenzhen
15 minutes by subway

3 Stars
GDH-INN (Shenzhen 

Huahai)
Superior Room 300

Include one or two 
breakfasts

80 Fuhua Road (Fuhua Lu),Futian 
District

6 minutes by subway

3 Stars City Forest Hotel Superior Room 290
Include one or two 

breakfasts
NO.5,Fuhua Building, Fuhong Road, 

Futian District
6 minutes by subway

3 Stars Xinghua Hotel Superior Room 210 RMB15/per person
2026 Middle Shennan Road 

(Shennan Zhong Lu),Futian District
10 minutes by subway

3 Stars Guangna Bussiness Hotel Superior Room 180 No Breakfast 
1 South Huafa Road (Huafa Nan 

Lu),Futian District
10 minutes by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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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Reservation Form

Please fill the information required if you need to book rooms, please fax to official travel consultant before 15th Oct, 2015, 
Due to more guests attend exhibitions, Rooms are reserved on a first-come-first- served basis. Please fill all of the information 
required in the check-in form for your smooth check-in.

1. Personal Information:
(Please use block letters or attach business card.)

Contact Pers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ooth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rganization/ Co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untr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obile phon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Hotel booking Details:
Gues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otel Preferr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eck-in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eck-out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oom category: Single/ twin / double (circle accordingly), No. of room(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Airport Transfer service:
Shenzhen Airport transfer service by Limousine: (RMB400 per way for 1-2 persons, RMB480 for max. 3-5 persons)
Hong Kong Airport transfer service by Limousine: (RMB1100 per way for 1-2 persons, RMB1200 for max. 3-5 persons)

□Shenzhen Airport transfer                                      □Hongkong Airport transfer

I need for □Arrival□Departure, Number of person(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rrival Flight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rrival local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stimated arrival Time: ____________________

Departure Flight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 Departure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parture Ti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Local Tours:

Shenzhen half day Tour 

□RMB 350 net per person (More than equal to 5 persons)          □RMB 530 net per person (Less than 5 persons)

Shenzhen one day Tour 

□RMB 680 net per person including group lunch (More than equal to 5 persons)

□RMB 780 net per person including group lunch (Less than 5 persons)

Hongkong one day Tour

□RMB 1200 net per person including group lunch (More than equal to 5 persons)

□RMB 1500 net per person including group lunch (Less than 5 persons)

Number of person(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eferred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Other Service:

□Ordinary English interpreter–RMB600 net within 8hours, from ___________________ to ___________________ of September

Number of interpreter(s) need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Special notes from you if an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fill up the above form, Should you have any query,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Ms. Sandy Yang  at (86-755) 8288-0055 or 

email to service@bestmeeting.net.cn Fax to (86-755) 8836-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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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截止日期为2015年7月20日，如有更新请关注安博会官网（www.cp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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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截止日期为2015年7月20日，如有更新请关注安博会官网（www.cp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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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截止日期为2015年7月20日，如有更新请关注安博会官网（www.cp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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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截止日期为2015年7月20日，如有更新请关注安博会官网（www.cp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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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截止日期为2015年7月20日，如有更新请关注安博会官网（www.cp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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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截止日期为2015年7月20日，如有更新请关注安博会官网（www.cpse.com.cn)

7、8号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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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截止日期为2015年7月20日，如有更新请关注安博会官网（www.cpse.com.cn)

9号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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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000m2       1, 500 展商       130国家和地区买家       130, 000 观众       6, 000展位    全球安防第一展

深圳市安博会展有限公司
Shenzhen CPSe exhibition Co.,Ltd.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 号英龙大厦4楼

邮编(PoStCode.): 518040

电话(teL): 86-755-88309121； 88309119； 88309141  

传真(Fax): 86-755-88309111

网址(WebSite): www.cpse.com.cn

e-mail: gxm3747@163.com

展会预告

2016年6月17-19日

2016第五届深圳国际智能交通与卫星导航位置服务展览会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9号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