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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中国国际清洁能源博览会  

搭建日期（2017 年 3 月 27-28 日）  开展日期（2017 年 3 月 29-31 日） 

特装展台布展、撤展须知 

致参展商及搭建商： 

1 号馆：    一层限高 4.5 米 二层限高 3.5 米 

2-5 号馆：   二层檐下限高 2.8 米，中心区域限高 5 米 

6、7 号馆：  限高 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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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高 4 米 

室外展台：   限高 4.5米 

光地展位按每 30平米 1个，每 50平米 2个的标准配备年检合格的灭火器,灭火器自带. 

一、特装展台施工手续申报规定及流程 

1）所需的申报资料：（所有材料一式两份） 

◆展台设计图纸彩色打印两套，包含效果图，平面图，立面图，主结构图，电路图（须

标注各种类灯具数量），所有图纸须标明施工材料及主结构的规格尺寸； 

◆展位禁止任何形式的封顶；根据最新规定严禁搭建二层展台； 

◆施工单位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电工证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特装展台施工手续、用电、用水申报表（见附件 1）；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须加盖公章（见附件 2）； 

◆特装展台施工申请表(见附件 3)； 

◆水电气申报表(见附件 4)； 

◆展台施工管理处罚规定(见附件 5)； 

◆展前安全培训（见附件 6）； 

◆展台施工押金退还确认单（见附件 7，撤展自带）； 

◆由于我公司已改为增值税，请详见开发票资料明细表； 

 

2）所需缴纳费用： 

◆施工管理费； 

◆水、电费； 

◆施工证件费； 

◆押金: 每 100 ㎡ 2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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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领取施工证件： 

   ◆进馆前等待唯美展览公司短信通知领证时间。 

 

4）关于北京搭建商的规定： 

◆北京搭建商需携带整套申报资料于 2017 年 3 月 3 日前到唯美公司办理施工手续，并缴

纳相关费用（现金、北京当地支票均可），晚于 2017 年 3 月 3 日申报将加收 30%费用，

晚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申报将加收 50%费用。 

 

5）关于非北京搭建商的规定： 

◆非北京搭建商需将整套打印的申报资料（图纸需以彩图形式）于 2017 年 3 月 3 日前以

快递的方式邮寄到唯美公司；晚于 2017 年 3 月 3 日申报将加收 30%费用，晚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申报将加收 50%费用。 

◆如申报资料无误，将及时为您办理施工手续，并出示费用明细。 

◆确认费用后，请于三天之内汇款到以下人民币帐号： 

（只限外阜搭建商，收到订单后汇款） 

 

公司名称：北京唯美创意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北京银行北苑路支行 

开户银行：Beijing Bank Bei Yuan Lu Branch 

账    号：01091081800120119040136 

银行行号：1081 

 

◆费用发票于展会最后一天上午到“唯美现场办公室”领取。 

 

 

二、特装展台施工规定 

1）施工单位须遵守国际展览中心施工管理规定，及北京市相关规定。 

展位禁止任何形式的封顶；根据最新规定严禁搭建二层展台。 

2）展台顶棚至少有 50%以上的平面开放面积，确保展台消防安全性。 

3）搭建展台不得超出承租面积，不得超出展馆规定限高。 

4）展台主体结构跨度不得超过 6 米，超过 6 米应在顶部加设横梁，下部设立柱支撑。 

5）动力用电与照明用电必须分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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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搭建须使用难燃阻燃材料，严禁使用霓虹灯，禁止使用针棉织品和各种弹力布做装饰材

料。使用玻璃材料装饰展台，必须采用钢化玻璃，厚度不小于 8mm，入槽安装固定。

违反此规定将处以 5000 元罚款并立即现场更换不合格材料。 

7）施工单位施工人员须统一着装，并佩戴有效施工证件，不得野蛮施工，拆卸。 

现场负责人在施工期间必须保证坚守岗位，负责现场调节。 

8）标摊改建特装的参展商，必须以书面形式发传真到唯美公司，并办理特装施工手续。 

 

三、特装展台撤展规定 

1）撤展时间：2017 年 3 月 31 日； 

2）撤展规定：请不要把展品，展具，装修材料等堆积在展馆内外通道和出入口处，自觉维

护撤展的正常交通秩序。撤馆时施工单位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将所有搭建材料全部撤出展

馆，严禁堆放在展位或展览中心院内。违反此规定将扣除全部押金。 

3）展台清理完毕后，请持展台施工押金退还确认单（见附件 7）到唯美现场办公室办理清

退施工押金手续。 

4）清退施工押金规定： 

◆北京搭建商于 2017 年 5 月 9 日--10 日，持展台施工押金退还确认单及押金收据到唯美

公司退还施工押金。 

◆非北京搭建商，如以电汇方式提交的施工押金，现场经唯美工作人员对清理完毕的展

台检查并确认合格后，唯美公司将于 2017 年 5 月 9 日--10 日以电汇方式退还施工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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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项目名称 项目描述 数量 单价（元/处) 合计 

照明用电 

15A/220V  1240.00  

20A/220V  1940.00  

30A/220V  2470.00  

40A/220V  3880.00  

50A/220V  4230.0  

60A/220V  5280.00  

80A/220V  7400.00  

100A/220V  9680.00  

120A/220V  11440.00  

临时电 
施工临时电  单相  400.00  

施工临时电  三相  1600.00  

24 小时用电 
15A/220V/24hr  2880.00  

30A/380V/24hr  8000.00  

设备用电 

15A/220V(单相)  1600.00  

30A/380V（三相）  3120.00  

60A/380V（三相）  5620.00  

100A/380V（三相）  9570.00  

150A/380V（三相）  13940.00  

200A/380V（三相）  20800.00  

压缩空气 

300L/Min  3200.00  

600L/Min  4800.00  

1000L/Min  6000.00  

生活用水 生活用水  3520.00  

施工管理费 平方米  40 元/平米  

施工证 人  40 元/张  

施工证押金 人  40 元/张  

车  证 辆/2 小时  80 元/张  

垃圾清运费 平方米  3 元/平米  

施工押金 
每百平方米（以 100 平米为一计价单

位，不足 100 平米按 100平米计算） 

 每百平方米 2 万元，以此

递增。 

 

                                                                   

※ 请于 2017 年 3 月 3 前办理施工手续，晚于 3 月 3 将加收 30%费用。晚于 3 月 17 日将

加收 50%费用。 

参展公司名称：                                          展位号：                   

参展商联系人：                  手机：                  邮箱：                   

施工单位名称：                                                                  

施 工 负责人：                 手机：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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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 

 

一、 严格遵守《北京市大型社会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北京市展览、展销活动消防安全管

理暂行规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管理规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管理规定实

施细则》、《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会用水、电及压缩空气管理规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

工管理处罚规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环保规定》以及其它相关规章制度，服从中国国

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主管部门的施工管理和监督检查，保证展台和人身安全。 

二、 施工前应按照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有关规定办理施工资质登记备案、施工图纸

报审等手续，并交纳相关费用。 

三、 施工现场的安全和防火由施工单位负责，施工单位须确定一名施工现场安全负责人，

全面负责施工现场的安全、防火工作。 

四、 展台结构必须牢固、安全，搭建材料应使用难燃或阻燃的材料，禁止使用弹力布和针

棉织品做装饰材料。 

五、 展台结构严禁在展馆顶部、柱子、二楼围栏及各种专用管线上吊挂、捆绑，所有结构

应和展台自身主体结构连接。严禁利用展馆顶部网架作为吊装展台结构的工具。 

六、 展位禁止任何形式的封顶；根据最新规定严禁搭建二层展台。 

七、 展台结构不准遮挡展馆内的消防设施、电气设备、紧急出口和观众通道。搭建地台必

须于展位范围内部地台边缘处设置缓坡通向公共通道，防止地台与地面的落差造成人身伤害。展

馆防火卷帘门下不得搭建任何展架、展台、整体地台及堆放各种货物，防火卷帘门所处的展馆立

柱严禁采取任何形式的包裹及遮挡，保证防火卷帘门升降畅通。 

八、 特装展台不得超过限定高度。 

1    号馆：  一层限高 4.5 米.二层限高 3.5 米 

2—5 号馆：  二层檐下限高 2.8 米，中心区域限高 5 米，二层限高 3 米； 

6、7 号馆：  限高 5 米，侧门入口两旁展馆立柱十字斜拉撑下方限高 4.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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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4 米； 

室外展台：   限高 4.5 米。 

九、 室外搭建的展台要做好防风措施，确保展台结构的强度、刚度、稳定性以及局部稳定

性。 

十、 使用玻璃材料装饰展台，必须采用钢化玻璃，要保证玻璃的强度、厚度（幕墙玻璃厚

度不小于 8mm），玻璃的安装方式应合理、可靠，必须制作金属框架或采用专业五金件进行玻

璃安装，框架及五金件与玻璃材料之间要使用弹性材料做垫层，确保玻璃使用安全。大面积玻

璃材料应粘贴明显标识，以防破碎伤人。若使用玻璃地台，则结构支撑立柱、墙体必须固定于

地台下方，不得直接在光滑玻璃面上方搭设展台结构。 

十一、 展台搭建材料的选用要符合国家有关部门关于临时性建筑的材料用法标准并结合展

览会的特点合理选材，选材时应符合国家环保要求。 

十二、 馆内严禁吸烟。展台施工不得使用易燃、易爆物品，禁止明火作业。 

十三、 展台严禁采用全封闭式顶棚，展台顶棚不得阻挡展馆顶部消防设施，要保证展台顶

棚至少有 50%以上的平面开放面积，以确保展台的消防安全性。 

十四、 展台施工人员应佩戴证件进场施工，严禁证件不符和倒证现象的发生，专业技术人

员须持上岗证施工。 

十五、 严禁使用霓虹灯作为展台装饰照明。照明灯具等各种用电设施及材料应具有国家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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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安全认证，应按照北京市电气规程标准施工、安装、使用。电器连接安装应使用双层绝缘护套

线，连接端子必须完全封闭不行裸露并加盖绝缘盒。 

十六、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提供的 24 小时供电，不能作为不间断电源使用。 

十七、 施工单位不得动用展馆配电箱、水源、气源等固定设施。室外安装灯具、插座、配

电盘等应选用防雨型，室外用电设备应有可靠防雨措施。 

十八、 展览会开幕后，施工单位须留现场安全负责人及专职人员现场值班，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 

十九、 撤馆时，施工单位须将所有搭建材料全部撤出展馆并清运干净，严禁堆放在展位或

展览中心院内。 

二十、 施工办公室保留对特殊情况实行特别限制的权利。施工办管理人员有权进入展台进

行检查。 

施工单位在进馆施工、撤馆以及运输过程中因违反上述规定，所造成的人员伤亡、火灾及场

馆建筑物设施损坏等一切安全责任事故，由施工单位负全部责任，并承担由此给中国国际展览中

心集团公司造成的所有的名誉及经济损失。 

 

本人已仔细阅读此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并保证严格遵守此规定。 

 

 

施工单位名称及盖章：                                          

 

 

 

负责人  签字：                        手机：                  

 

填 写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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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特装展台施工申报表 

展会名称 2017 年中国国际清洁能源博览会 

* 参展单位  电话  

* 搭建单位  电话  

施工地点                  号展馆                    号展位 

施工时间 2017 年 3 月 27 日 -28 日 

撤馆时间 2017 年 3 月 31 日         

施工人数 
电工：           木工：            其它工种 

总人数： 

施工面积 平方米 * 展位规格 长 宽 

现场安全负责人 姓名： 手机： 

展台图纸设计人 姓名： 手机： 

展台结构设计人 姓名： 手机： 

搭建材料 □ 钢结构    □ 木结构   □ 玻璃  其他材料                    

主场承建商意见 

按图纸施工，保证结构稳固安全。 

所有电源线均应使用双层绝缘护套铜线，绝缘强度须符合标准。连接灯具的绝缘导线最小截面积 1mm2。 

所有搭建材料必须做防火阻燃处理，严禁使用弹力布、丝绒布、遮光布、网格布、天花软膜等针棉制品。 

施工现场严禁大面积打磨粉刷涂料。 

施工单位需自己配带灭火器，遵循每 50 平方米配备两个灭火器的原则 

搭建商需严格按照图纸施工，电箱半米内不能存放任何可燃物。 

施工单位若有高空作业则须安排具有高空作业资质的人员进行高空作业，并配带安全帽及安全带，采用高

挂低用的方式，且下方须有施工人员监护确保施工安全。 

搭建商在搭建完毕（搭建期间的每天）及展览完毕（展览期间的每天）务必关闭本展位的电源。展台所有

电箱不得放置储物间及封闭空间内，须安装在展台明显位置，电箱总开关必须用漏电开关、并做接地保护，

且负荷与负载相匹配（电箱实际接驳空开须与申报电源规格一致），电箱须零件齐全且完整带盖。 

搭建单位不得往场馆地沟中遗弃任何废弃物及搭建废料。 

                                            经办人：            2017 年   月    日 

                                 施工方确认 

 

 

是否同意主场承建商意见：                                

 

 

负责人签字：           2017 年    月     日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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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展台水电气申报表 

展览会名称 2017 年中国国际清洁能源博览会 

施工单位名称  

参展单位名称  

参展单位性质 □ 国内展商                         □ 国际展商 

施工地点 展馆号  

展台号  

联系方式 现场负责人  

手   机  

照明用电 动力用电、生活用水及压缩空气 

安装项目 数量 安装项目 数量 

15A/220V  15A/220V（单相）  

20A/220V  30A/380V（三相）  

30A/220V  60A/380V（三相）  

40A/220V  100A/380V（三相）  

50A/220V  150A/380V（三相）  

60A/220V  200A/380V（三相）  

80A/220V    

100A/220V    

120A/220V  300L/Min  

施工用临时电 15A/220V（单相）  600L/Min  

施工用临时电 30A/380V（三相）  1000L/Min  

15A/220V/24hr（单相）  生活用水  

30A/380V/24hr（三相）    

申报人  手机  

备注：  

 照明电源与机器电源分开申报严禁混用，违反此规定将从重进行处罚。24 小时供电不

能做为不间断电源使用。  

 展会水电气项目提前申报，如现场申报需增加收费。  

 申报时，带齐展台电路图及施工人员电工操作证办理手续，证件现场备查。  

 展馆集中提供的压缩空气气源是压缩机器出口压力为 6-8 公斤的一般性压缩空气，参

展商应根据自身设备情况加装干燥机、过滤器等适配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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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展台施工管理处罚规定 

（展台搭建商提供盖章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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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过程中，发生倒塌、人员伤、火灾等一切安全责任事故，施工单位负全部责任，并承担

法律责任以及由此给展览馆、主办单位以及主场运营商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及名誉损失。主

场运营商（北京唯美创意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视情节轻重将对施工单位给予警告、扣除

全部施工押金并在行业内给予公示等处罚。  

    为确保展览会施工安全有序的顺利进行，加强和规范展览会施工秩序，保障人民生命和

财产安全，凡进入展览馆进行展览施工的单位和企业自觉遵守展览会各项规章制度，签定《展

台施工安全责任书》并严格执行，同时接受如下处罚规定：  

      

序号 内容 罚款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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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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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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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损失外，并处罚款 2000 元 
20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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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2000－5000 元。 
2000-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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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进行拆除整改，并处 2000-5000 元 

2000 －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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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处罚款 2000－5000 元。 

2000-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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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5000 元。 
2000-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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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规定，制止其施工行为，并处罚款 2000－5000 元。 
2000-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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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停止，并处罚款 2000－5000 元。 
2000-5000 元 

10 
展台施工使用易燃、易爆物品（稀料、酒精等），要求停止其施工行为，并处罚款 2000

－5000 元。 
2000-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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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处罚款 2000－5000 元。 
2000-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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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2000-5000 元 

13 
背靠背展台与相邻展位间的结构高于对方展台，但背部未做白色遮盖者，处罚款 2000

－5000 元 
2000-5000 元 

14 展台搭建超过规定高度，要求立即整改，并处罚款 1000－5000 元。 1000-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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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内容 罚款额度 

15 

搭建展台及各种活动布置利用展馆顶部、墙面、柱子、栏杆、门窗及各种专用管线吊

挂、捆绑、钉钉、粘贴等，要求立即进行整改，同时处以 2000－5000 元以上罚款并

恢复原状。 

2000-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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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撤展时，野蛮拆卸展台、推倒展台及搬运物品时造成地面损伤者，对施工单位处罚款。   100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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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的违约金。（不含展馆加班费用） 
10000 以上 

19 对展馆和主场运营商工作不予配合的，视情节严重处罚款 2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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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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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有权采取措施停止其展台施工，并扣除全部施工押金。 

 

 

 

 

 

 

 

 

 

 

公司名称（盖章）：                                     

 

手机：    

                                       

 

主要负责人签字：  

                                     

 

填写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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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展前施工安全培训及安全须知 

1． 进场施工人员必须佩带安全帽，高空作业持证上岗并佩戴安全带。施工作业

前须自行评估确保无安全危险后方可施工。 

2． 进场施工时间必须按照申报时间进场，如有变化须及时通知，否则场馆将根

据情况予以扣押金处理。 

3． 所有施工单位及参展单位不经场馆允许，不得私自挪动电箱位置等场馆基础

设施，否则发生一切安全责任事故及人员伤害，均自行承担。 

4． 有用电需求的施工单位，电源接驳必须由专业电工施工作业，不许带电作业；

电工须持本人电工本或电工本复印件方可施工作业，非电工人员不得操

作。 

（1） 展台所有电箱不得放置储物间及封闭空间内，须安装在展台明显

位置。（请各搭建单位在施工期间摆放到位） 

（2） 电箱总开关必须用漏电开关、并做接地保护，且负荷与负载相匹

配（电箱实际接驳空开须与申报电源规格一致），电箱须零件齐

全且完整带盖。必须挂墙，距地 20CM（请各搭建单位在送正式

电前调整完毕。） 

5． 所有搭建材料必须做防火阻燃处理。施工期间未做防火处理的展台立即停

工，待所有材料进行防火处理后，方可施工。 

6． 严禁使用弹力布、丝绒布、遮光布、网格布、天花软膜等针棉制品。 

7． 施工单位需自己配带灭火器，遵循每 50平方米配备两个灭火器的原则。 

8． 消防安全疏散通道不可有任何展会设施搭建，开展期间各搭建单位必须安排

专业电工值守，每天清馆前关闭展台电源后方可撤离。 

9． 展台如有 24小时用电，必须留有 24小时保安值守。 

10． 撤馆时应文明施工，不得野蛮拆卸。 

11． 施工方须按大会规定的时间进行撤馆，不可提前，在撤馆前须自行关闭本

展台的电源，禁止带电拆除。如有特殊需求须提前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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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上述内容我单位愿意接受相应处罚。                                      

                            

施工单位：                                

（盖章）： 

 

展位号：              展台负责人：                联系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西街 4 号楼  邮编:100028 

公司电话: 010-84551155  传真: 010-64661298 邮箱：shuang.li@pbr.net.cn 

联 系 人: 李双（分机 838）   

公司网站: www.pbr.net.cn 

 

附件 7                                                                         

展台施工押金退还确认单 

（搭建单位留存，撤展时需出示确认） 

2017 清洁能源博览会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展位面积  

施工单位名称  

施工负责人姓名  

施工负责人手机  

展位拆除情况 

已清理干净  

未清除干净  

押金退还说明 

全部退还  

扣除金额  

唯美公司现场 

负责人签字 

 

注明 1、押金退还时必须持此凭据单。 

2、展台施工材料及垃圾全部清理干净后，必须由北京唯美创意国

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现场管理人员签字，方可退还押金。 

3、如在整个展览期间发生任何安全事故、损坏展馆设施、乱扔废

弃物等情况发生，相应的处罚金额将在押金中扣除。 

4、施工押金在 2017年 5月 9-10日退还。 

5、北京搭建商持本退还确认单及施工押金收据到主场服务商处办

理退款手续。缺少验收单退还日期将延后 2个月，外阜搭建商将

本退还确认单电子版发送至邮箱：shuang.li@pbr.net.cn，将在两

周内以汇款的形式回汇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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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票资料明细表 

一、 我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如您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请您提供如下资料（如三证合一只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

件、联系人、电话）： 

1. 公司名称                                         

2. 纳税人识别号                                     

3. 地址、电话                                       

4. 开户行及账号                                     

5. 开票金额                                         

6. 联系人、电话                                     

7.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8. 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 

9. 国税出具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质 

（以上资料 7、8、9 项须加盖公章）  

二、 如您需要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请您提供如下资料： 

1. 开票名称                                        

2. 开票金额                                        

3. 联系人、电话                                    

注：一个展位只能开具一张发票，发票一经开出，不得以

任何理由更改或退换。 

北京唯美创意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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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位租赁价格表 1 

编号 项目及规格（mm） 租金（展期） 数量 金额 

A-1 白吧台 600 直径 1160 高 200.00   

A-2 白色圆桌 800 直径 750 高 90.00   

A-3 玻璃圆桌 800 直径 750 高 150.00   

A-4 白方桌 660 长宽 700 高 100.00   

A-5 白会议桌 1400 长宽 750 高 300.00   

A-6 IBM 桌 1800 长 450 宽 750 高 300.00   

B-1 S 型吧椅/黑 270 直径 840 高 150.00   

B-2 普通吧椅 390 直径 890 高 90.00   

B-3 太空吧椅（黑） 435 直径 580-790 高 150.00   

B-4 太空吧椅（灰） 435 直径 580-790 高 150.00   

B-5 异型吧椅 A 370 长 420 宽 760-860 高 150.00   

B-6 黑皮椅 570 长 440 宽 760 高 90.00   

B-7 白折椅 510 宽 470 长 720 高 40.00   

B-8 单人沙发 810 长 850 宽 750 高 600.00   

B-9 双人沙发 1800 长 850 宽 750 高 900.00   

C-1 咨询桌 500 宽 1000 长 760 高 150.00   

C-2 锁柜 500 宽 1000 长 760 高 200.00   

C-3 低玻璃柜 500 宽 1000 长 1000 高 460.00   

合计 total   

备注:  

     ●  所有视听设备将在 2017 年 3 月 28 日上午 12：00 开始提供。  

●  所有租用视听设备将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 14：30 收回。  

     ●  参展商须妥善保管租用家具，如有丢失照价赔偿。 

重要事项：  

     1、汇款到我方账户需为订单全额款项，汇款方承担全部汇款手续费。请授权人向银行咨询汇款手续

费。我方在收取全额款项之后才会提供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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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务 E-mail 

展商名称 展位号 

电话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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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位租赁价格表 2 

编号 项目及规格（mm） 租金（展期） 数量 金额 

C

C-4 
高玻璃 500 宽*1000 长*2500 高 800.00   

C-5 电视柜 500 宽*660 长*1000 高 200.00   

C-6 高展柜 500 长*500 宽*760 高 180.00   

C-7 低展柜 500 长*500 宽*500 高 120.00   

D-1 平层板 300 宽*1000 长 60.00   

D-2 斜层板 300 宽*1000 长 60.00   

D-3 铝塑门 1000 长*2000 高 300.00   

D-4 墙板 1000 长*2500 高 250.00   

E-1 双人双层茶几 1200 长*600 宽*435 高 400.00   

E-2 资料架 420 长*300 宽*1400 高 150.00   

E-3 落地衣架 530 长*1700 高 160.00   

E-4 垃圾箱 250 长*180 宽*270 高 20.00   

E-5 栏河柱/红色拉带 1000 长 150.00   

E-6 地毯 平方米. 20.00   

F-1 单门冰箱 45 升 500 长*500 宽*500 高 400.00   

F-2 单门冰箱 90 升 550 长*550 宽*860 高 400.00   

合计   

备注:  

     ●  所有视听设备将在 2017 年 3 月 28 日上午 12：00 开始提供。  

●  所有租用视听设备将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 14：30 收回。  

     ●  参展商须妥善保管租用家具，如有丢失照价赔偿。 

重要事项：  

     1、汇款到我方账户需为订单全额款项，汇款方承担全部汇款手续费。请授权人向银行咨询汇款手续

费。我方在收取全额款项之后才会提供相关服务。  

        预定同时须付费，过期预定须追加 30%费用，现场加收 50%费用。请将款项电汇至主场搭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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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电话: 010-84551155  传真: 010-64661298 邮箱：litong@pbr.net.cn 

标准展位及家私租用  联系人:李彤（分机 819）   

公司网站: www.pbr.net.cn 

 

 

 

标准展位租赁价格表 3 

编号 项目及规格（mm） 租金（展期） 数量 金额 RMB 

F-3 双门冰箱 220 升 600 长 500 宽 1550 高 1200.00   

F-4 台式饮水机 300 长 300 宽 400 高 200.00   

F-5 立式饮水机 300 长 300 宽 960 高 300.00   

F-6 咖啡机 140 长 280 宽 280 高 260.00   

F-7 长臂射灯 100 瓦 55.00   

F-8 短臂射灯 100 瓦 50.00   

F-9 日光灯 40 瓦 50.00   

F-10 金卤灯  150 瓦 150.00   

F-11 插座 500W  40.00   

G-0 等离子电视 42 寸 1600.00   

G-1 DVD 播放器  300.00   

合计   

备注:  

     ●  所有视听设备将在 2017 年 3 月 28 日上午 12：00 开始提供。  

●  所有租用视听设备将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 14：30 收回。  

     ●  参展商须妥善保管租用家具，如有丢失照价赔偿。 

重要事项：  

     1、汇款到我方账户需为订单全额款项，汇款方承担全部汇款手续费。请授权人向银行咨询汇款手续

费。我方在收取全额款项之后才会提供相关服务。  

        预定同时须付费，过期预定须追加 30%费用，现场加收 50%费用。请将款项电汇至主场搭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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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电话: 010-84551155  传真: 010-64661298 邮箱：litong@pbr.net.cn 

标准展位及家私租用  联系人:李彤（分机 819）   

公司网站: www.pbr.net.cn 

 

家具租赁图片（图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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