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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参展商： 

 

欢迎参加 PCIM Asia 2020 上海国际电力元件、可再生能源管理展览会！ 

 

本手册主要为各参展商提供于 2020 年 11 月 16 至 18 日在上海举办的 PCIM Asia 2020 上海国际电

力元件、可再生能源管理展览会的各项信息及注意事项，包括展览会提供的服务及其它展位设备之订

购表及申请表。 

 

恳请各参展商在表格列出的截止日期前（请参考第 4 页）反馈有关申请，以便我们可及时安排，满足

您的所需。所有表格需以中文正楷整齐填写。 

 

如有任何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161 号 

中泰国际广场 B3107 室 

邮编：510620 

联系人及电话： (86) 20 3825 1558 分机 257 谭卓欣 (Jophy Tan) 

传真：   (86) 20 3825 1400 

电邮：   pcimasia@china.messefrankfurt.com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营运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229 号 

世纪大都会 1 号楼 11 层 

邮编：200122 

联系人及电话：   (86) 21 6160 8469 张庆 ( Katrina Zhang) 

总机：   (86) 21 6160 8555 

传真：   (86) 21 6168 0788 

电邮：   pcimasia@china.messefrankfurt.com 

 

我们期待您到来 2020 上海国际电力元件、可再生能源管理展览会，并预祝贵公司展出成功！ 

 

 

PCIM Asia 上海国际电力元件、可再生能源管理展览会项目组 

 

 

 

 

mailto:pcimasia@china.messefrankfurt.com
mailto:pcimasia@china.messefrankfu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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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地址 

  

 

主办单位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161 号 

中泰国际广场 B3107 室 

邮编：510620 

谭卓欣 小姐 

电话： (86) 20 3825 1558 分机 257 

传真： (86) 20 3825 1400 

电邮：pcimasia@china.messefrankfurt.com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229 号 

世纪大都会 1 号楼 11 层 

邮编：200122 

 
 

张庆 小姐   

电话： (86) 21 6160 8469 

传真： (86) 21 6168 0788 

电邮：pcimasia@china.messefrankfurt.com 

 

  

大会指定承建商 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1050号虹桥盛

世莲花广场B幢505室   

邮编：200051 

左娇龙 小姐 

电话: (86) 21 6814 8208 # 32 

电邮: pcimasia@zion-x.com  

 
 
 
 

大会指定运输商 泛联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280弄 

国际商务花园9号楼 

邮编：200335 

 
 

刘子麟 先生 

电话：(86) 21 61168760 

传真：(86) 21 62365667  

电邮： jamliu@agility.com 

 

 
 

   

大会指定旅行社 上海威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 509 号 

新漕河泾大厦 703 

邮编：200233 

 

张怡 小姐 / 许文斌 先生 

电话：(86) 21 5481 6051 / 5481 6052 

传真：(86) 21 5481 6032 

电邮：jenny@shanghai-vision.com/ 

billy@shanghai-vision.com 
 
    

大会指定翻译提供 北京传世雷特翻译有限公司 

北京海淀区花园东路 32 号 

花园公寓 A 座 0814 室 

邮编：100191 

 

张静 小姐 

电话：(86) 177 1083 2487 

传真：(86) 010 8812 9270 

电邮：zcm@beijingtranslators.com 

 
 

mailto:service@zion-x.com
mailto:jamliu@agility.com


4 

 

重要日期及展览会日程安排 

  

 

表格反馈截止日期： 

 

I. 以下表格必须交回适当的负责公司 

 

截止日期 表格名称 表格号码 页数 

2020 年 9 月 25 日   

标准展位楣板及公司标志 表格 3a 27 

首展专区展台楣板及公司标志 表格 3b 28 

电动交通展示区楣板及公司标志 表格 3c 29 

电气储能展示区楣板及公司标志 表格 3d 30 

光地展台施工电力申请表 表格 4b 35 

光地参展商委托承建商及展位图审批申报 表格 5 42 

2020 年 9 月 30 日 
参展商预先登记表 表格 6 46 

展览会会刊信息登录表 表格 8 48 

 

 

 

II. 其他表格﹝如适用﹞ 

 

截止日期 表格名称 表格号码 页数 

2020 年 9 月 25 日  增订额外展位设备及水电供应 表格 4a 33-34 

2020 年 9 月 18 日 论坛演讲申请表 表格 12 52 

2020 年 9 月 30 日 

申请签证之邀请信 表格 1 12 

酒店预订表 表格 2 16 

代聘展台翻译人员 表格 7 47 

展览会会刊广告征订表 表格 9 49 

展览会现场广告征订表 表格 10 50 

研讨会报名表 表格 11 51 

促销文宣陈列于新闻中心申请 表格 13 53 

2020 年 10 月 12 日 
申请签证之邀请信 表格 1 12 

酒店预订表 表格 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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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日期及展览会日程安排 

  

 

展览会日程安排 

 

展览会开幕前 

 
 

 
 

2020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六) 上午 8:30 至下午 5:30 光地参展商搭建（逾时收取加班费） 

2020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天) 上午 8:30 至晚上 7:30 所有参展商搭建（逾时收取加班费） 

   

展览会进行期间 

 

 

2020 年 11 月 16 至 17 日 上午 9:00 参展商进入会场 

(星期一至星期二) 上午 9:30 展览会开放给业内人士参观 

 下午 4:30 观众登记处关闭 

 下午 5:00 展览会闭馆 

 下午 5:30 展览会场关闭 

 
 

2020 年 11 月 18 日 上午 9:00 参展商进入会场 

(星期三) 上午 9:30 展览会开放给业内人士参观 

 下午 3:00 观众登记处关闭 

 下午 3:30 展览会结束 

  

展览会撤展期  

2020 年 11 月 18 日 (星期三) 下午 3:30 至晚上 7:30 参展商撤馆及展位拆卸 

 

 

请注意：  

 

1. 为确保安全，在摊位搭建期间，未经许可人士，不得进入展览馆。 

 

2. 光地参展商如需在上列时间以外工作，必须在当日下午 3:00 前以书面通知大会指定搭建商－上

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并需缴付超时加班费用。 

 

3. 为保安理由，我们建议参展商在展览会开放前半小时到场，看管展品及财物。 

 

4. 撤展时间是 2020 年 11 月 18 日下午 3:30 时, 参展商不准提前撤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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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会规章 

  

 

为了维持展会秩序并确保展会在各个方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展会的主办单位特此制定

并公布本展览规定和规则。 

 

各参展商应严格遵守本规定项下各条款。如果任何参展商违反以下任何规定，主办单位有权要求该参

展商纠正其违规行为直至取消其参展资格。 

 

1. 政府法令 

本展参展商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有法律。 

 

2. 签证申请 

a) 所有入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旅客均须预先办理入境签证，并符合其入境检疫标准。请确定您

的参展人员在入境前已持有有效的入境签证。 

b) 主办单位将尽力协助参展商申请入境签证，但没有义务确保一定为参展商获取签证。 

c) 签证申请失败亦不构成取消参展合约的原因。 

 

3. 保险事宜 

a) 主办单位负责整个会场的保安，但对涉及或影响参展商，其人员的个人物品及展品的任何风

险，将不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同时主办单位对其他第三方因偷盗、火灾或公共（包括

持有人的责任）和其他自然原因造成的损失或损害，亦不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因此，参展

商必须自行负责办理保险手续，包括(但不限于)针对因以上原因导致其陈列品、展品、展位

的固定装置、附属设施和对其他第三人造成损失与损害的保险； 

b) 关于保险的特定要求，请见第 26 页中的“标准展位参展商须知”，以及第 37-41 页中的“光地

参展商须知”。 

 

4. 宣传品管制 

所有在会场派发的宣传品(包括所有说明会及发表会的数据及样品)，例如印刷品、光盘（CD 或

DVD）、投影片、录像带或对观众展示的幻灯片，必须经由中国当局审核。参展商可事先请大会指

定运输商代办。 

 

5. 清关事宜 

展览会场属于保税区。展区内所有产品在展览会期间皆为免税品。若无海关许可，严禁携带展品

离场。参展商必须通知大会指定运输商为展品清关。 

a) 所有以手提行李形式带进中国境内的展品和宣传品（包括宣传品、赠品、纪念品等）均可能

在您进入中国时在机场被海关扣留并征收进口税及其他税项。主办单位对因被海关扣留展品

而引致的延误或不便，将不负任何责任。 

b) 如需大会指定运输商处理展品或宣传品，请在派发宣传品之前向大会指定运输商提交列明数

量和单价的装箱单，以便大会指定运输商为清关预估关税/税款。   

c) 请随身携带所有由海关开立的收据，以便在向大会指定运输商收取展品时出示。 

 

6. 展品的接收 

a) 主办单位不负责代表任何参展商接收或签收任何产品、展品或其他材料，参展商应确保安排

代表在展位接收产品。 

b) 需机器辅助运送的大型展品或材料，必须经由货运通道运送至展馆内之展位，参展商需指定

大会运输商为其运至展位，所需之费用将由参展商负责。只有小型手提展品或材料可以由展

馆入口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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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会规章 

 

c) 展会大厅内不提供空间储放包装空盒/纸箱或包装材料，参展商需自行清理。所有放置于走道

上之货品及物品均会被清理而不作预先通知，所需之费用将由有关参展商负责。如需现场暂

存服务，请联络大会指定运输商协助。 

d) 除得主办单位特许外，展览会正式开始后，至展会结束前，参展商均不得运入/运出展品。 参

展商每次离开展馆都须在大门向现场保安人员出示出门条。 

 

7. 展品的撤离 

a) 2020 年 11 月 18 日下午 3:30 后参展商方可开始撤离展品。主办单位对遗留在展馆内的展品

或展位材料的丢失及损坏一概不负任何责任。所有遗留的材料将被视为废弃物，主办单位将

予以处理，其中产生的费用将由参展商承担。 

b) 主办单位将在展会最后一天把出门条送到各个展位。参展商需把已填写的出门条带给大会指

定运输商盖章，并在撤馆时交给保安人员检查。 

 

8. 展位搭建 

关于标准展位参展商的特别规定，请参见第 26 页中的“标准展位参展商须知”。 

光地参展商可以委托主办单位指定的承建公司或者自行委托胜任的承建公司搭建展位（“光地参

展商”）。 

关于光地参展商的特别规定，请参见第 37-41 页中的“光地参展商须知”。 

 

9. 现场安全 

参展商的展位结构或展示品等不得放置在展位以外或侵占走道或展馆其他设施或其他主办单位

认为不安全或危险的地方。否则，主办单位有权将上述物品移至安全的地方，有关费用将由参展

商承担。 

 

10. 电力供应 

因安全理由，会场内所有连接主要电箱的电力装置，必须由大会指定承建商负责接驳。参展商可

使用本手册中所附之申请表格申请电灯及电力项目。 

 

11. 摄影、录像和录音 

未经授权，展览馆内不得摄影、录像和录音。 

 

12. 展商资料派发 

参展商只可在自己展位范围内派发其宣传资料，禁止参展商在走道及馆内之公众地方进行宣传活

动。 

 

13. 展位的装饰 

a) 所有装饰品必须摆放在展位范围内。 

b) 任何面对公共通道、可能引起人群在公众范围聚集的电视屏幕/计算机屏幕，必须摆放在展位

范围内往后一米的地方及所有视听设备需以静音广播。 

c) 请保持展位（包括其入口及周边地区）整洁。 

d) 参展商必须严格遵守施工时间表，所有展位修正或更改工程只可于每天展览会完结后，及在

主办单位同意下方可进行。 

 

14. 防火安全规定 

a) 展览馆内严禁吸烟。 

b) 请保持展览馆内紧急通道，消防栓及灭火器的周围畅通无碍。 

c) 任何带入会场的易燃及易爆炸物品，必须预先取得防火部门许可。 

d) 不得在展馆内使用明火工具作业。 

e) 主办单位可依据相关部门授权，发布其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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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会规章 

 

15. 事故报告 

    如果在参展商的展位发生任何事故或因参展商原因而发生任何事故，参展商应立即通知主办单位

并采取所有可采取的行动帮助受害者，减少损失以及维持秩序。其后，参展商应在 12 小时内向

主办单位提交一份书面报告，以提供事故的详细说明，说明事故原因并提供赔偿或解决方案。 

 

16. 政治议题 

所有参展商，尤其是来自台湾的参展商，请不要在任何广告、宣传品、名片及摊位内之装饰物品

上运用「R.O.C.」、「Republic of China」、「中华民国」、「Formosa」、「福尔摩萨」、「福摩萨」或

「福尔摩莎」等字样。上述事项在中国大陆地区十分敏感。警方将在现场进行检查，带有上述字

样的任何材料将被禁止分发并被没收。 

 

17. 知识产权 

参展商保证其展品、包装以及宣传材料在任何情况下不违反或侵犯任何第三方的权利，包括商标

权、著作权、设计、名称以及专利，并同意向主办单位及其代理人和承建商全额补偿因任何第三

方针对参展商和/或主办单位侵犯其权利提出索赔而产生的全部成本、费用（包括法律费用）以

及损害。 

所有参展商应严格遵守主办单位公布的“展览会现场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18. 总则 

a) 所有参展商必须遵守场地规则，包括展馆的关闭时间。 

b) 18 岁以下人士不得入场参观。请提醒您的买家不要携带 18 岁以下人士入场参观。 

c) 参展公司之员工及其承建商必须佩带大会工作证，否则不准进场。工作证严禁转让。 

d) 会场广播设施只供主办单位作大会报道，并不提供予参展商或观众作个别广播。 

e) 参展商或观众不可携带外来盒饭进入会场，如有需要，请惠顾场内之便利店或餐厅。 

f) 各参展商对其造成的主办单位、其他参展商、展位、会场财物或第三方的财物损害承担责任。 

 

 

 

 

有关标准展位的特别规定，请参照第 26 页。 

有关光地展位的特别规定，请参照第 37-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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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馆位置及服务 

  

 

展览馆位置 

 

地址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国展路 1099 号 

电话：(86) 21 20893600  

传真：(86) 21 20893615 / 20225189 

电邮：information@shexpocenter.com 

 
 

展览馆 总面积 7,000 平方米(2 号展览馆) 

 

通往展览馆路线 

 

地铁      7、8 号线耀华路站 4 号出口 

       8 号线中华艺术宫站 4 号出口 

 

公交  314 路、787 路、610 路、786 路等公交线路可到场馆连接卢浦大桥、

南浦大桥、打浦路隧道等过江要道。 

 

出租   由浦东机场：   约 50 分钟 

  由虹桥机场：   约 40 分钟 

   由市中心（浦西）：  约 20 分钟 

   由上海火车站：   约 20 分钟 

 

服务       商务中心 

      餐厅、咖啡吧 

 

展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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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馆平面图 

  

 

展览馆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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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相关信息 

  
 

以下信息只供参考，让您有个愉快的上海之旅。 

 
 

天气 

 

11 月的上海，气温约为摄氏 9 至 17 度。 

 
 

汇兑 

 

可在酒店内以当日汇率兑换现金。中国银行等多个银行提供现金兑换服务。 

 

中国货币的单位是 RMB 或 CNY。 

 
 

电力 

 

中国境内电压为 220 伏特/50 赫兹 

 

展览馆场内插座： 

 

 
 
 

5 安培/220 伏特 

 

如需详细数据，请与大会指定承建商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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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申请签证之邀请信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161 号 

中泰国际广场 B3107 室 

联络人：谭卓欣小姐 (Ms. Jophy Tan) 

电话：(86) 20 3825 1558 转 257 

电邮：pcimasia@china.messefrankfurt.com 
 

主办单位可以发出邀请函证明您的入境需求，但不保证签证申请必定被中国政府接纳。当局一般需要 1 - 2 星期

签发邀请函。请向您国家的中国签证办事处查询，以确保有足够时间处理您的签证申请。 

 

注意:  

1. 进/出中国之日期必须为 2020 年 11 月 13 日至 11 月 20 日之间。 

2. 所有申请者必需提供护照副本以便申请邀请函。 

3. 截止日期后所收到的申请，数据不全之申请将不获受理。 

 
 

1. 申请签证之邀请函 

 我们需要申请签证之邀请函以参加「2020 上海国际电力元件、可再生能源管理展览会」 

(请填写 2 - 4) 

 我们不需要申请签证之邀请函以参加「2020 上海国际电力元件、可再生能源管理展览会」 

 

2.  请根据下方要求填写所有资料 

 

 名字 姓氏 国籍 职称 护照号码 进/ 出中国日期 

1                                     

2                                     

3                                     

4                                     

5                                     

 
 

3. 请说明您申请中国签证办事处位处的地区                

4. 申请签证之邀请函原件 

 我们需要申请签证之邀请函原件。请提供：联络电话               及邮件地址 

 (不接受邮政信箱)                                     

 我们不需要申请签证之邀请函原件，请电邮或传真扫瞄文件给我们。. 

(电邮地址：                     ) 

展位号：                                                                                                                                                                                                                                                                                                 公司名称：  

负责人：  职位：  

电话：  传真：  

电邮：  日期：  

 

此表格须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前传真至 

(86) 20 3825 1400 或做网上登记 

mailto:pcimasia@china.messefrankfu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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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指定旅行社及酒店  

  

大会将为展商提供特别安排： 

 

大会指定旅行社  上海威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 509 号 

新漕河泾大厦 703 

邮编：200233 

张怡小姐 / 许文斌先生 

电话：(86) 21 5481 6051 / 5481 6052 

传真：(86) 21 5481 6032 

电邮：jenny@shanghai-vision.com 

billy@shanghai-vision.com  

 

酒店房间信息 
截止日期: 2020 年 10 月 12 日 

星级 酒店名称 房型 每晚房价 早餐 
与展馆之间距

离 

五星 上海绿地万豪酒店 

豪华单人房 
1,000 元 +16.6% 

(免费宽带上网) 
含单早 

10 分钟车程 

豪华双人房 
1,100 元 +16.6% 

(免费宽带上网) 
含双早 

五星 上海证大美爵酒店 豪华单/双人房 
  600 元 +16.6% 

(免费宽带上网) 
含单/双早 25 分钟车程 

四星 上海浦东假日酒店 高级单/双人房 
750 元 净价 

(免费宽带上网) 
含单/双早 15 分钟车程 

四星 上海大华锦绣假日酒店 

高级单人房 
700 元 净价 

(免费宽带上网) 
含单/双早 15 分钟车程 

高级双人房 
750 元 净价 

(免费宽带上网) 

三星 
宜必思酒店 (上海世博

东明路地铁站店) 
标准单/双人房 

369 元 净价 

(免费宽带上网) 
含单/双早 10 分钟车程 

 

请注意： 

 主办方已议定了以上优惠价格。参展商须于订房截止日期 2020 年 10 月 12 日前通过上海威程会展服务有
限公司预定房间方可享受此优惠价格。 

 

 若需取消预定须提前 7 天书面通知；若需更改预定，须提前 3 天通知。否则，酒店会收取第一晚的房费作
为滞后取消的罚金。 

 

 若需取消上海浦东假日酒店的预定须提前 14 天书面通知；若需更改预定，须提前 14 天通知。否则，酒店会

收取首晚的房费作为滞后取消的罚金。 

 

 如客人在到达日期没有入住酒店，上海浦东假日酒店将收取首晚的房费作为赔偿。 

 

 上海威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将在收到酒店房间预定单后及时通过传真或电邮给予确认。所有酒店房间的预
定均须客人提供信用卡卡号以作担保。客人的房费及其他酒店内消费，请在退房的当天以现金或信用卡方
式结清。 

 

* 酒店简介请见第 14-15 页。酒店预订表在第 16 页。 

 

签证 所有护照持有人可通过旅行社办理中国签证，如欲通过主办单位办理，请直接与广州光亚法兰

克福展览有限公司联络，并填写第 12 页表格 1。 

mailto:jenny@shanghai-vision.com
mailto:billy@shanghai-v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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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介绍  

1. 上海绿地万豪酒店                            ☆☆☆☆☆                   上海黄浦区江滨路 99号 

上海绿地万豪酒店位于黄浦江边，结合滨江公园，大型商场及办公大楼，是

商务和休闲的理想场所。酒店临近浦西世博园区及打浦路隧道，交通便利且

闹中取静，距离中外驰名的田子坊及新天地约 1-2 公里，距离世博演艺中心

馆约 1.5 公里。卢浦大桥及浦东世博场馆近在咫尺，可欣赏美丽的黄浦江日景

和夜景的浦东灯火，上海的别样都市景色在此尽收眼底。酒店拥有多种类型

客房，现代客房享有城市美景，设施齐全，配有 32 英寸平板有线电视、落地

窗、符合人体工学的办公区、保险箱、沏茶设施、TASSIMO 胶囊咖啡机（行政房和套房）以及舒适的沙发。尽

享舒适自在，可满足不同类型宾客的需求。酒店还配有多间特色餐厅，24 小时健身俱乐部和恒温室内泳池，除

此之外，1600 平米的多功能空间，更适合筹办各类宴会，甜蜜婚宴及商务会议。酒店为您提供多层次的热情招

待和优质服务，为您呈现无数精彩视角；不管是工作、娱乐、休闲旅游，都为您提供超凡体验。 

从酒店叫车前往上海世博展览馆仅需 10 分钟。 

酒店距离浦东国际机场有 45 分钟的车程，距离虹桥机场有 25 分钟的车程。 

 

 

2. 上海证大美爵酒店                     ☆☆☆☆☆                      上海浦东新区迎春路1199号   

上海证大美爵酒店座落于充满活力的上海浦东，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是

距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最近的酒店。酒店以精致简约的现代派风格诠释时尚

与优雅的新定义。从对色彩使用的大胆把握，到悉心选配的各种内部装饰均令

人赏心悦目。浓厚的艺术色彩从大堂开始一直伴随您至酒店的每个角落，而酒

店内陈列的各种现代艺术作品更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上海证大美爵酒店宽敞

舒适的客房和套房均有宽大的落地窗，并配备等离子平面电视。10 个无烟楼层

和 2 间专门为行动不便的人士准备的客房。每间客房均配备写字台，宾客还可

以免费享用高速互联网宽带接入及酒店特设的私人电脑接口。 

从酒店叫车前往上海世博展览馆仅需 25 分钟。 

酒店距离浦东国际机场约 45 分钟的车程，距离虹桥机场约 30 分钟的车程。                                          

 

 

3. 上海浦东假日酒店                        ☆☆☆☆                    上海浦东新区东方路 899 号 

浦东假日酒店位于上海浦东发展最迅速的陆家嘴商业金融区内。作为一流的四星

级酒店，拥有 320 间设备齐全宽敞的客房和套房。专设的行政楼层，为商务客人

提供了独处而不受干扰的宁静环境。酒店共有 3 个行政楼层和一间总统套房，另

外还设有禁烟楼层及伤残人士专用客房。所有的房间都配备有咖啡/茶器具，保险

箱。多选择的电视频道包括 CNN，日本，法国、德国以及免费的室内电影。酒店

拥有设备齐全的健身俱乐部，配备体育馆，极可意浴缸，桑拿蒸气浴室及游泳池。

上海浦东假日酒店拥有功能齐全的设施，是您进行商务活动和休闲度假的首选。 

从酒店叫车前往上海世博展览馆仅需 15 分钟。 

酒店距离浦东国际机场有 45 分钟的车程，距离虹桥机场有 30 分钟的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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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介绍  

4. 上海大华锦绣假日酒店                       ☆☆☆☆                 上海浦东新区锦尊路 399 号 

上海大华锦绣假日酒店地处浦东新区高速发展的商业区，交通便利。毗邻上海

新国际博览中心及 2010 世博会成山路交通换乘枢纽，距浦东国际机场仅 35

分钟车程，酒店紧临地铁 7 号线、13 号线（再建中）。前卫的设计理念，时尚

的装修风格，上海大华锦绣假日酒店为商务及度假人士提供又一全新的理想下

榻之地。在这里，您一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上海大华锦绣假日酒

店让您的旅行更舒适、更惬意！ 

 

从酒店叫车前往上海世博展览馆仅需 15 分钟。 

酒店距离浦东国际机场有 45 分钟的车程，距离虹桥机场有 45 分钟的车程。 

 

 

5. 宜必思酒店 (上海世博东明路地铁站店)                 ☆☆☆            上海浦东新区成山路 800

号 

宜必思酒店 (上海世博东明路地铁站店)与铂尔曼、索菲特，诺富特和美爵等酒

店同属于世界著名的法国雅高酒店管理公司旗下的国际品牌连锁酒店。酒店通

过 ISO 国际质量认证，为商旅出差人士提供高性价比的优质服务。酒店以其现

代和简约的设计营造令人愉悦的舒适气氛。酒店拥有 165 间客房，配备免费的

高速网络、平板电视、中央空调、自助早餐、免费停车、免费宽带等服务。酒

店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利，距离上海世博展览馆、梅塞德斯奔驰文化中

心仅 3 公里，乘坐地铁 6 号线可直接到达东方体育中心。另外，从酒店步行到

地铁 6 号线东明路站仅需 2 分钟，可轻松到达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东方明珠电视塔、陆家嘴金融中心、上海

科技馆、世纪公园和东方艺术中心。酒店距离浦东国际机场 40 分钟车程，距离虹桥机场 30 分钟车程，乘坐地

铁均可到达。 

从酒店叫车前往上海世博展览馆仅需 10 分钟。 

酒店距离浦东国际机场有 40 分钟的车程，距离虹桥机场有 35 分钟的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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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 

酒店预订表 

  

请将此表交至 

上海威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联络人:  张怡 小姐 / 许文斌 先生 

电话:  (86) 21 5481 6051 / 5481 6052 

传真:  (86) 21 5481 6032 

电邮:  jenny@shanghai-vision.com;billy@shanghai-vision.com  

客人信息登记表 

*称谓 先生   小姐   

*客人姓名: 
 

*官方推荐酒店 

  上海绿地万豪酒店 

  上海证大美爵酒店 

  上海浦东假日酒店 

  上海大华锦绣假日酒店 

  宜必思酒店(上海世博东明路地铁站店) 

*房间类型:   单人间    双人间 

*早餐:  一份       两份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特殊要求:  吸烟房    非吸烟房 

酒店将根据特殊要求尽量安排（非确认）  提前入住  延迟退房 

酒店轿车接机服务 
接机：  需要   抵达航班/

时间   

酒店接送机服务为另外收费项目 
送机：  需要   出发航班/

时间  

*信用卡类型: Visa 卡   Master 卡   Amex 卡   JCB 卡 

*信用卡号码:  

*有效期:  

 请在填写此预定表格前仔细阅读前页的宾馆价格表及注意事项。* 表示必填内容。 

联系人信息登记表 

请填写此表并回传至: 

上海威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联络人:   

张  怡 小姐 / 许文斌 先生 

电话: (86 21) 5481 6051 / 5481 6052 

传真: (86 21) 5481 6032 

电邮: 

jenny@shanghai-vision.com 
billy@shanghai-vision.com 

请影印一份存档 

*联系人: 

 

*职位： 
 

*邮箱地址： 

 

公司名称：  

 

展位号： 

 

*电话：  

 

传真： 

 

签名：       
 

日期： 
 

此表格须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前传真至 

(86) 21 5481 6032 或做网上登记 

mailto:jenny@shanghai-vision.com
mailto:billy@shanghai-v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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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指定承建商 

   

 

大会已委托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指定承建商，负责整个展览场地及展位设备的施工。 

 

 

联系资料  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1050号虹桥盛世莲花广场B幢

505室   

邮编：200051 

 

左娇龙小姐 

电话: (86) 21 6814 8208 # 32 

电邮: pcimasia@zion-x.com 

 

 

增订其他额外设备，请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 前，直接与大会承建商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

司订购(可见第 33-35 页之表格 4a-4b)。 

 

 

 

请注意： 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 或以后收到的增订展位设备申请，将额外收取 30%附加费。 

 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之后的订单及现场安排增订展位设备，将收取 50%附加费，并须以

现金付款。 

 

 

 

 

mailto:service@zion-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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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位设备 

  

 

1. 标准展台– 12平方米（即4米x 3米）标准展位，设备包括（数量将根据展位大小而有所增减）:  

- 圆桌1张 

- 椅子2把 

- 询问台1张 

- 100W射灯4支 

- 废纸篓1个 

- 5安培/ 220伏特插座（最大500瓦特）1个 

- 地毯  

- 展台内日常清洁  

- 印有中英文公司名称和展位号的楣板 

- 2.5米高的白色围板3面 

 

**请注意: 标准展台内的设备和数量是固定并不可互换的** 

 

标准展台家具与电器配置一览表： 

 

每平方米展台 12 平方米 15 平方米 18 平方米 

问询台（1000mm*500mm*1000mmH） 1 1 1 

圆桌（800mmΦ） 1 1 1 

灰折椅 2 2 4 

废纸篓 1 1 2 

长臂射灯(100W) 4 5 6 

插座（5A/220V 500W)  1 1 2 

楣板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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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位设计 

  

 

标准展位设计(2.5 米高)：3m x 4m = 12 平方米 

 

* 主办单位将保留更改展位设计的权利。 

有关展板尺寸，请向大会承建商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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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展专区展位设备 

  

 

1. 首展专区展台– 9平方米（即3米x 3米）标准展位，设备包括（数量将根据展位大小而有所增减）:  

- 吧桌1张 

- 吧椅2把 

- 玻璃矮柜1个 

- 100W射灯2支 

- 废纸篓1个 

- 5安培/ 220伏特插座（最大500瓦特）1个 

- 地毯  

- 展台内日常清洁  

- 印有中英文公司名称和展位号的楣板 

- 2.5米高的白色围板 

**请注意: 首展专区展台内的设备和数量是固定并不可互换的** 

 

首展专区展台家具与电器配置一览表： 

每平方米展台 9 平方米 

玻璃矮柜（750mm*500mm*1000mmH） 1 

吧桌 1 

吧椅 2 

废纸篓 1 

长臂射灯(100W) 2 

插座（5A/220V 500W)  1 

楣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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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展专区展位设计 

  

主办单位将保留更改展位设计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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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交通展示区展位设备 

  

 

电动交通展示区展台– 9平方米（即3米x 3米）和12平方米（即4米x3米）标准展位，设备包括（数量

将根据展位大小而有所增减）:  

 

9 平方米 

- 一面印有公司 logo 的楣板 (2.50 米宽） 

- 地毯 1 张 

- 吧台 1 张 

- 咨询台 1 张 

- 吧椅 2 张 

- 100W 射灯 2 盏 

- 5安培/ 220伏特插座（最大500瓦特）1个 

  

12 平方米 

- 一面印有公司 logo 的楣板 (2.50 米宽） 

- 地毯 1 张 

- 吧台 1 张 

- 咨询台 1 张 

- 圆桌 1 张 

- 椅子 3 张 

- 100W 射灯 2 盏 

- 5安培/ 220伏特插座（最大500瓦特）1个 

 

电动交通展示区展台家具与电器配置一览表： 

每平方米展台 9 平方米 12 平方米  

一面印有公司 logo 的楣板，2.50 米宽 1 1  

吧台 1 1  

咨询台 1 1  

吧椅 2 /  

长臂射灯(100W) 2 2  

插座（5A/220V 500W) 1 1  

圆桌 / 1  

椅子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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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交通展示区展位设计 

  

主办单位将保留更改展位设计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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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储能展示区展位设备 

  

 

电气储能展示区展台– 9平方米（即3米x 3米）和12平方米（即4米x3米）标准展位，设备包括（数量

将根据展位大小而有所增减）:  

 

9 平方米 

- 一面印有公司 logo 的楣板 (2.50 米宽） 

- 地毯 1 张 

- 吧台 1 张 

- 咨询台 1 张 

- 吧椅 2 张 

- 100W 射灯 2 盏 

- 5安培/ 220伏特插座（最大500瓦特）1个 

  

 

电气储能展示区展台家具与电器配置一览表： 

每平方米展台 9 平方米 

一面印有公司 logo 的楣板，2.50 米宽 1 

吧台 1 

咨询台 1 

吧椅 2 

长臂射灯(100W) 2 

插座（5A/220V 500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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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储能展示区展位设计 

  

主办单位将保留更改展位设计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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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位参展商须知 

  

 

请参考本手册第18-25页的标准展台的基本配备及展台设计。所有标准展台均由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

设计及施工。 

1. 不得于标准展台的结构上附加任何额外的设施或装饰。若参展商需自行升级已租用的标准展台，

最小面积须达到24平方米。请提交表格5告知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及获其批核。 

 

2. 若参展商另聘搭建公司兴建标准展台，主办单位将视其为光地展台参展商，所以标摊升级的参展

商必须按光地展台布展/撤展的流程操作，承担额外产生的费用，包括增订家具及用电、展馆场地管理

费、展台搭建押金和施工人员的工作通行证（详情请参见本手册第37-41页）。请注意由非大会指定展

台搭建商兴建的展台不配备原有的家具及设备。 

 

3. 标摊升级之参展商请于2020年9月25日 前向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提交展台升级设计稿（包括标注

尺寸的平面图、侧面图和立体效果图），以待批准（所有超过3米的展台将不获批准）。主办单位有权

即场拆除未经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批准的自行升级标准展台。 

 

4. 参展商必须注意展览会之举行时间。于展会期间内，所有展位必须有工作人员在场。 

 

5. 展台设备  

所有展位均属租用性质，参展商不可擅自对标准展位之结构作任何改动，亦不得拆除其中的组合件。

如参展商须拆除或改动任何标准设备的位置（如射灯），必须于2020年9月25日 或以前将注有清楚显

示的展位设计图连同清晰的指示交予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逾期通知将不获处理。 

 

6. 展台高度  

任何独立的标准展位设计或装饰均不得超越指定的展位范围，此包括公司楣板、宣传品及公司标志等。

如设计或装饰可能超过限高，请与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联络及查询。 

 

7. 不可在围板、地板或天花钉上钉子、贴上胶布或任何其它附着物；否则，如展位的装置或设备有

任何损坏，须由参展商负责赔偿损失。 

 

8. 角摊位置的展台将视其开口面的数量而拥有同等数量的公司楣板。除非主办单位于2020年9月25

日 或以前收到参展商的书面通知，否则主办单位将假设参展商需要额外的楣板。 

 

9. 租用标准展台的参展商欲增订额外展具，如电话、家具、电力和供水设备等，请使用各项表格申

请服务。请于2020年9月25日 前回传此类表格至大会指定搭建商，并事先全额付款。 

 

10. 除非获得主办单位的特别批准，否则所有参展商均不得在展览会期间撤离展位或撤离展品。展台

及展品亦不得于展览会结束前拆卸。 

 

11. 所有电源及插座只供展品使用，参展商不得将任何的灯饰装置接驳到电源上。 

 

12. 不可损毁展馆内的地板。 

 

13. 参展商不得自带空压机进入展馆场内，如有需要，可联络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申请压缩空气（请

参见本手册第 17 页大会指定承建商联络方式）。 



27 

 

 

 

表格 3a 

标准展位楣板及公司标志 

  

 

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 

联系人：左娇龙小姐 

电话: (86) 21 6814 8208 # 32 

电邮: pcimasia@zion-x.com 
 

 

大会已委托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为指定承建商，负责整个标准展位设备的施工。 

 

1．展位楣板 

1) 标准展位的展商必须填写此表格以说明展位楣板上的公司名称。 

2) 展位楣板上的中文名称，只会在参展商提供中文公司名称的情况下印上。 

 

公司名称英文：如果中英文名称都显示，英文名称最多 24 个字母；如果只显示英文名称，最多 40

个字母 

                        

                

公司名称中文：请用正楷填写（最多 12 个字） 

            

 

 

 

 

 

2. 公司标志 

 每家展台两侧将放置参展商公司标志（无论摊位开口数量，都只在一面两侧放置两块 KT 板）。 

 如参展商希望在楣板上显示公司标志，请将标志图样随同本表一并电邮至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

划有限公司。文件格式：tif 或者 ai，不小于 300dpi。 

 若我们在 2020 年 9 月 25 日 仍未收到公司标志相关图片及说明文件，则不予制作。 

 

 

展位号：                                                                                                                                                                                                                                                                                                 公司名称：  

负责人：  职位：  

电话：  传真：  

电邮：  日期：  

 
 

此表格须于 

2020年 9月 25日 前以邮件的方式

提交或做网上登记 

mailto:service@zion-x.com


28 

 

 
 

 

表格 3b 

首展专区展台楣板及公司标志 

  

 

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 

联系人：左娇龙小姐  

电话: (86) 21 6814 8208 # 32 

电邮: pcimasia@zion-x.com 
 

 

大会已委托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为指定承建商，负责整个标准展位设备的施工。 

 

1．展位楣板 

1) 首展专区展台的展商必须填写此表格以说明展位楣板上的公司名称。 

2) 展位楣板上的中文名称，只会在参展商提供中文公司名称的情况下印上。 

 

公司名称英文：如果中英文名称都显示，英文名称最多 24 个字母；如果只显示英文名称，最多 40

个字母 

                        

                

公司名称中文：请用正楷填写（最多 12 个字） 

              

 

2. 公司标志 

 每家皆有一组参展商公司标志与公司名称放置于展位上方楣板（无论摊位开口数量）。 

 如参展商希望在楣板上显示公司标志，请将标志图样随同本表一并电邮至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

划有限公司。文件格式：tif 或者 ai，不小于 300dpi。 

 若我们在 2020 年 9 月 25 日 仍未收到公司标志相关图片及说明文件，则不予制作。 

 

展位号：                                                                                                                                                                                                                                                                                                 公司名称：  

负责人：  职位：  

电话：  传真：  

电邮：  日期：  

此表格须于 

2020年 9月 25日 前以邮件的方式

提交或做网上登记 

mailto:service@zion-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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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c 

电动交通展示区楣板及公司标志 

  

 
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 

联系人：左娇龙小姐 

电话: (86) 21 6814 8208 # 32 

电邮: pcimasia@zion-x.com 

 

 

大会已委托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为指定承建商，负责整个标准展位设备的施工。 

 

1． 展位楣板 

1) 电动交通展示区的展商必须填写此表格以说明展位楣板上的公司名称。 

2) 展位楣板上的中文名称，只会在参展商提供中文公司名称的情况下印上。 

 

公司名称英文：如果中英文名称都显示，英文名称最多 24 个字母；如果只显示英文名称，最多 40 个字母 

                        

                

公司名称中文：请用正楷填写（最多 12 个字） 

            

 

2. 公司标志 

 每家展台两侧将放置参展商公司标志（无论摊位开口数量，都只在一面两侧放置两块 KT 板）。 

 如参展商希望在楣板上显示公司标志，请将标志图样随同本表一并电邮或传真至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

有限公司。文件格式：tif 或者 ai，不小于 300dpi。 

 若我们在 2020 年 9 月 25 日 仍未收到公司标志相关图片及说明文件，则不予制作。 

 

展位号：                                                                                                                                                                                                                                                                                                 公司名称：  

负责人：  职位：  

电话：  传真：  

电邮：  日期：  

 

此表格须于 

2020年 9月 25日 前以邮件的方式

提交或做网上登记 

mailto:service@zion-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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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d 

电气储能展示区楣板及公司标志 

  
 

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 

联系人：左娇龙小姐 

电话: (86) 21 6814 8208 # 32 

电邮: pcimasia@zion-x.com 

 

 

大会已委托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为指定承建商，负责整个标准展位设备的施工。 

 

2． 展位楣板 

1) 电气储能展示区的展商必须填写此表格以说明展位楣板上的公司名称。 

2) 展位楣板上的中文名称，只会在参展商提供中文公司名称的情况下印上。 

 

公司名称英文：如果中英文名称都显示，英文名称最多 24 个字母；如果只显示英文名称，最多 40 个字母 

                        

                

公司名称中文：请用正楷填写（最多 12 个字） 

            

 

2. 公司标志 

 每家展台两侧将放置参展商公司标志（无论摊位开口数量，都只在一面两侧放置两块 KT 板）。 

 如参展商希望在楣板上显示公司标志，请将标志图样随同本表一并电邮至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

司。文件格式：tif 或者 ai，不小于 300dpi。 

 若我们在 2020 年 9 月 25 日 仍未收到公司标志相关图片及说明文件，则不予制作。 

 

展位号：                                                                                                                                                                                                                                                                                                 公司名称：  

负责人：  职位：  

电话：  传真：  

电邮：  日期：  

 

此表格须于 

2020年 9月 25日 前以邮件的方式

提交或做网上登记 

mailto:service@zion-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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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展具设备 

  
 

* 价目表内没有包括的设备，可联络大会指定搭建商提供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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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展具设备 

  
 

* 价目表内没有包括的设备，可联络大会指定搭建商提供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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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4a（共 2 页，第 1 页） 

增订额外展位设备及水电供应 

  

 

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 

联系人：左娇龙小姐 

电话: (86) 21 6814 8208 # 32 

电邮: pcimasia@zion-x.com 
 

 

欲增订标准展位内设备，请填写以下表格并传回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 

 

所有价格包括物料供应及安装。（展具图示请见第 31-32 页） 

编号 家具内容 人民币 数量 小计 编号 家具内容 人民币 数量 小计 

A01 咨询桌 1000L*500W*750Hmm 120     B01 日光灯 40W 120     

A02 
玻璃低柜(不含灯,需灯者另选配)  

1000Lx500Wx1000Hmm 
350     B02 射灯 100W 150     

A03 
锁柜/承重 15KG 以内 

1000L*500W*750Hmm 
200     B03 长臂射灯 100W 150     

A04 
全透明玻璃高柜/层板承重 5KG 以内 

1000L*500W*2000Hmm 
700     B04 白光灯 HQI 150W 400     

A05 标准展示柜 1000Lx500Wx750Hmm 150     B05 插座 10A/220V 160     

A06 1 米围板 125     B06 铲灯 75W 200     

A07 斜层板 1000L*300Wmm 75     C01 饮水机(含一桶水) 350     

A08 层板/承重 5KG 内 1000L*300Wmm 75     C02 资料架 160     

A09 圆桌 φ800*800SHmm 120     C03 
名片盒 

300L*120D*200Hmm 
50      

A10 会议椅 100     C04 

洞洞板
950L*2353Hmm 

(附挂勾 10 个) 

450     

A11 折椅 50     C05 42 吋电视 2000     

A12 吧椅(白) 180     C06 伸缩围栏 150   
 

A13 吧桌(白) 220     D01 

室内展台基于光缆的

10M 宽带 

1 个公网 IP 地址 

4700 
  

   
  

D02 无线上网路由器 1600 
  

注意： 

1. 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 后接获的订单将加收 30% 附加费。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后接收的订单将视为现场订单并加收 50%附加费。在会

场内接获的订单将加收 50%附加费，并只接受现金付款。 

2. 取消订单者须在 2020 年 9 月 25 日 前作出书面通知，所有取消订单将收取 30%手续费。会场内将不接受任何取消申请。 

3. 会场内更改任何电箱 / 上下水 / 电话线 / 有线宽带接驳线的位置，将另收 50%附加费。 

4. 所有单一机器插座只供一台机器使用，不得转驳或分插。 

5. 按展览中心规定，24 小时电源费用将以三倍电费计算。 

总计(含税)  

展位号：                                                                                                                                                                                                                                                                                            公司名称：  

负责人：  职位：  

电话：  传真：  

电邮：  日期：  

 

此表格须于 

2020年 9月 25日 前以邮件的方式

提交或做网上登记 

mailto:service@zion-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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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4a（共 2 页，第 2 页） 

增订额外展位设备及水电供应 

  

 

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 

联系人：左娇龙小姐 

电话: (86) 21 6814 8208 # 32 

电邮: pcimasia@zion-x.com 

 

编号 描述 单价（￥） 数量 金额（￥） 

E01 市内电话（直线） 850.00   

E02 国内直线 2000.00   

E03 国际直线 3000.00   

E04 国内直线可退还押金 1000.00   

E05 国际直线可退还押金 4000.00   

E06 传真机（不含电话线） 750.00   

  总金额：  

注意： 

1. 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 后接获的订单将加收 30% 附加费。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后接收的订单将

视为现场订单并加收 50%附加费。在会场内接获的订单将加收 50%附加费，并只接受现金付款。 

2. 取消订单者须在 2020 年 9 月 25 日 前作出书面通知，所有取消订单将收取 30%手续费。会场内

将不接受任何取消申请。 

3. 会场内更改任何电箱 / 上下水 / 电话线 / 有线宽带接驳线的位置，将另收 50%附加费。 

4. 所有单一机器插座只供一台机器使用，不得转驳或分插。 

5. 按展览中心规定，24 小时电源费用将以三倍电费计算。 

 
 
 
 
 
 
 
 
 

 

展位号：                                                                                                                                                                                                                                                                                                 公司名称：  

负责人：  职位：  

电话：  传真：  

电邮：  日期：  
 
 

此表格须于 

2020年 9月 25日 前以邮件的方式

提交或做网上登记 

mailto:service@zion-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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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4b 

光地展台施工电力申请表 

  
 
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 

联系人：左娇龙小姐 

电话: (86) 21 6814 8208 # 32 

电邮: pcimasia@zion-x.com 

 

编号 描述 单价(￥) 数量 金额(￥) 

 照明用电力    

F01 15 安培 380 伏特三相电源+电器火灾监控箱，不含接驳，照明用电 1,650.00   

F02 30 安培 380 伏特三相电源+电器火灾监控箱，不含接驳，照明用电 2,300.00   

F03 60 安培 380 伏特三相电源+电器火灾监控箱，不含接驳，照明用电 3,600.00   

 机器用电力    

F04 15 安培 380 伏特三相电源+电器火灾监控箱，不含接驳，机器用电 1,650.00   

F05 30 安培 380 伏特三相电源+电器火灾监控箱，不含接驳，机器用电 2,300.00   

F06 60 安培 380 伏特三相电源+电器火灾监控箱，不含接驳，机器用电 3,600.00   

 展台用水    

F07 展台用水（上下连接水管 10 米，管径 15mm，水压 4kg/cm2） 2,600.00   

 室内空压机    

F08 功率≦ 5HP(≦ 排量 0.4 立方米/分钟) 4,000.00   

F09 功率=7HP(≦ 排量 0.9 立方米/分钟) 4,700.00   

F10 功率=10HP(=排量 1.0 立方米/分钟) 5,400.00   

F11 功率≧ 15HP, ≦ 25HP ( > 排量 1.0 立方米/分钟≦ 2.5 立方米/分钟) 6,700.00   

  总金额(以人民币计)  

请注意： 

1. 取消订单者须在 2020 年 9 月 25 日 前作出书面通知，所有取消订单将收取 30%手续费。会场内将不接受

任何取消申请。 

2. 按展览中心规定，24 小时电源费用将以三倍电费计算。 

3. 根据展览中心的规定，所有电箱及插座只供展览用途，展商不可采用固定的灯饰装置，以上价格亦不包括

展品与总电源及水源的接驳费用，有关收费将个别报价，请与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联络。 

4. 以上照明收费为接驳费用，其中含电源费及电费。 

5. 照明电源与机器电源分开申报严禁混用。24 小时供电不能做为不间断电源使用。 

6. 展会水电项目提前申报，如现场申报需增加 50%的附加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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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单相插座不得用于照明线路。 

9. 所有设备只供租借用途，并不允许搬移展馆。 

10. 会场内更改任何电箱 / 上下水 / 电话线 / 有线宽带接驳线的位置，将另收 50%附加费 

此表格须于 

2020年 9月 25日 前以邮件的方式

提交或做网上登记 

展位号：                                                                                                                                                                                                                                                                                                 公司名称：  

负责人：  职位：  

电话：  传真：  

电邮：  日期：  

mailto:service@zion-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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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展位设备租用付款细则 
  

 

增订额外展位设备付款细则： 

 

如须租用额外展台设备，请于2020年9月25日 或以前填妥有关表格（表格4a）并电邮至大会指定展

台搭建商（联系方式已列于每张表格的右上方位置）。请注意，2020年9月25日 后任何逾期申请额外

展台设备或服务将加收30％的附加费；2020年9月25日后任何逾期申请额外展台设备或服务和展会现

场申请额外展台设备或服务将加收50％的附加费；逾期和现场额外租用展位设备服务均须以现金缴付

所需费用。  

 

3. 额外增订展台设备的付款细则，如下:  

 

3.1 增订额外展位设备的申请表格必须连同付款证明于2020年9月25日 或以前电邮至大会指定展台

搭建商；  

 

3.2 所有的申请表格须全额付款，阁下请选择对应展馆的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  

电汇至捷恩斯开户银行:  

具体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 

账号：310066195018800007736 

银行名称：交通银行上海古北新区支行 

请于付款证明上注明PCIM Asia 2020、参展公司名称及展位编号，以便记录 

 

 

3.3 参展商将申请表格电邮至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后，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便会将有关票据开发予参

展商。参展商须于规定限期前缴付所需款项，该项申请方算核实；  

3.4 尚未缴款的申请将不予受理。即便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收到了付款凭证的证明，但款项仍在处理

而未入账户，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亦有权不处理该项申请；  

 

3.5 逾期申请:  

2020年9月25日 后任何逾期申请额外展台设备或服务将加收30％的附加费；2020年9月25日后任何

逾期申请额外展台设备或服务和展会现场申请额外展台设备或服务将加收50％的附加费；  

 

3.6 以上报价含整个展期，费用若有调整，将不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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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地参展商须知 
  
 

主办单位只为光地参展商提供空地地面面积。参展商须依照主办单位在展会前或展会期间制定的展览会规定和

规则，自行设计并搭建其展位。 

 

承建公司 

 

光地参展商可自行指定可胜任的承建公司（“自选承建公司”）为其设计并搭建展位，参展商应将其自选承建公司

的详细资料，如公司名称及地址等，填入第 42 页的表格 5 ，并在 2020 年 9 月 25 日 之前连同加盖了自选承

建公司公章的自选承建公司营业执照和其他资质证书影印本一并提交给主办单位，以取得核准。主办单位有权

因任何原因拒绝参展商聘用某承建商，且不需向参展商提出解释。 

 

一旦自选承建公司获得主办单位批准，未经主办单位书面同意，光地参展商不得更换其自选承建公司。 

 

对自选承建公司授予批准并不意味着主办单位已经检查或有义务检查自选承建公司的资质。参展商应自行负责

检查其自选承建公司的资质和背景。如果因自选承建公司的资质产生任何争议或出现任何与自选承建公司资质

相关的争议，主办单位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所有材料也应符合展览会、其他相关单位及中国政府部门的规定与法规。如展览会场或相关单位或中国政府部

门拒绝给予前述批准，则参展商须承担一切责任，与主办单位无关。 

 

大会指定承建商（“大会承建商”） - 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亦可提供展位设计及搭建服务，具体联

络方式，请参阅第 17 页。 

 

展位报馆申请 

 

向主场服务商—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提交以下全部文件：  

1.展位设计图纸的电子文件（含施工平面图、彩色整体效果图、电路图、结构图、搭建材料明细）。  

2.搭建公司资质文件，以下六个文件须加盖搭建公司公章 （递交报馆资料请以文件内容来命名文件名称，否则

将无法及时为您办理申报手续）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3）施工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4）保险的复印件 （5）特

装展位搭建委托书 ；（6）电工资质  

3.文件提交方式： 

将上述文件的电子档发送至邮箱 pcimasia@zion-x.com（邮件主题标注：2020 PCIM 展+展位号+展商名简称+

审图资料），若提交的材料不完善，将无法及时为您办理申报手续。所有审图文件打印一份，带至展会现场备查。 

 

请注意：若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下午 3 时，光地仍未进行任何工程，大会承建商将会在该位置搭建标准展位，

相关费用将由参展商负担。 

 
 

展位设计审批 

 

主场搭建捷恩斯在核准展位设计申请前，可要求更改或修正设计图样，并有权自行决定驳回申请。 

 

特别设计的展位必须获得主办单位的书面核准，才可进行施工。 

 

一旦展位设计图样获得主办单位批准，参展商应严格按照该设计图样搭建展位。未经主办单位书面同意，参展

商不得擅自偏离经批准的展位设计图样或对经批准的展位设计图样进行任何添加、减少或修改。 

 

搭建特别设计展位的光地参展商须确保其与其承建商，在设计展位时清楚了解以下事宜。未遵守以下原则，可

能导致主办单位及/或展览中心要求修改其设置，因此产生的昂贵费用，将由参展商承担。 

 

1. 场地的测量皆以公制单位为准，参展商须于施工前确认展位范围是否符合主办单位发出的图面规划，若

有不符，应立即通知主办单位。主办单位对任何未在施工开始前提交的错误报告将一概不予负责。 

 

2. 参展商搭建的展位的任何部份皆不可超越其所租用光地的指定范围，包括投射灯及参展商展位楣板 – 

公司名称及标志。展位内的任何组件、装饰及展品均不可高于 4.5 米。根据展位所处位置，多于一面开

放的展位有可能会被要求保持两面开放。距离防火幕四周 0.5 米范围内的展位，限高为 2.5 米。防火栓

位置一概不准遮挡。地台的高度限为 1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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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地参展商须知 
                                                                                        

 
 

3. 禁止搭建两层结构的展位。 

 

4. 展览馆内天花不得悬挂吊物，亦不可在地面、墙壁或展览馆内任何位置安装固定装置。 

 

5. 参展商的展位楣板 – 公司名称及展位编号须放在显眼位置及面向信道，若主办单位认为位置不明显，

主办单位有权将楣板及编号放于适当位置，其衍生的费用，需由参展商承担。 

 

6. 主办单位建议参展商在进行搭建设计时，靠走道的部分做成开放式。 

 

7. 使用钢结构立柱的展台，其立柱应使用直径为 10 厘米以上的无焊接材料，底部应焊接牢固底盘，上部

焊接法兰盘以增加立柱的受力面积，以保证展台结构的牢固。 

 

8. 参展商需于地毯及任何地面平台铺设经批准的防护措施。所有在公众视野范围以内的展位结构部份，需

加以修饰至主办单位核准的标准(包括围板的背面、与其他展位及通道连接的部份均需以洁净白布/白板

覆盖)。搭建展位所用的材料应为环保及消防安全规章制度所规定的非易燃物且燃烧率不低于 B1 级。另

参展商搭建的展位严禁封顶，展位顶部必须保持全开放。 

 

9. 各展商严格遵守消防规定，展位搭建所用装修及装饰材料均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耐火等级不应低于

B1 级）。木结构展台、展架的原木面必须使用防火材料的处理；严禁使用易燃绷布、弹力布、尼龙布；

木结构须涂防火涂料；展厅内严禁吸烟和各种明火操作；涉及用电、用水及使用压缩空气方面的施工，

须持有专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操作；每个光地展位每 48 ㎡必须配备 1 组（2 个）灭火器，如有储藏室或

其他封闭空间的展位，在其封闭空间内也须配备灭火器。 

 

10. 根据消防规定，电气线路必须使用合格的电缆线、护套线，严禁使用双绞线、铝芯线；电线连接应牢固

可靠，电线对接必须使用瓷、塑接头并有合格的绝缘保护措施；配电箱周围严禁安放易燃物品。 

 

11. 根据展馆消防规定，各展位中所用地毯的燃烧性能不得低于 B1 级（难燃性）。并请携带好相关的地毯检

测报告至展会现场以备消防检查。 

 

12. 各搭建商在搭建展台时不得遮挡展馆内的消防设施、电气设备，紧急出口和观众通道等。 

 

13. 各搭建商人员在高空作业时，应使用合格安全的升降工具及操作平台，施工人员应系好安全带，戴好安

全帽。为保护人身安全，周围应设置安全区，由专人看护.安全区须设明显的警告标志。 

 

14. 展览馆内严禁使用喷漆、焊接及电锯。 

 

15. 灯具与可燃展品之间应保持 50 厘米以上的距离。 

 

16. 灯箱内部需做防火处理，布景箱、灯箱须设有散热检查孔。 

 

17. 结构中有玻璃装饰的展台，必须采用钢化玻璃，确保施工、安装牢固，并有醒目标识，以防玻璃破碎，

造成人员伤亡。 

 

18. 展品的运送、装配、拆卸及光地展位的清除需由参展商自行负责。此类工作均需依照主办单位的安排在

规定期限内完成。 

 

19. 为进一步提升场馆周边道路交通秩序，确保搭建材料安全、有序、高效进场，现规定“运输搭建材料的货

运车辆应进入展馆指定蓄车场等候，听候调度进入展馆卸货区进行装卸，严禁私自停靠场馆周边道路装

卸搭建材料，搭建材料（含桁架）不得使用小板车和人工搬运方式进入场馆内”。 

 

20. 参展商须自行负责保险事宜，确保主办单位不会因任何与参展商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现场运作而遭到任何

索赔。具体详细规定请参见“保险”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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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地参展商须知 
                                                                                        
 
 

21. 参展商负责清除遗留在现场的搭建废物或剩余材料。 

 

22. 搭建商须于 9 月 25 日 前以汇款方式支付主场承建商搭建押金，100 平米以下: RMB 5,000； 100 - 300

平米之间：RMB 8,000。以备在展览场地受损毁时作出补偿及 / 或清除在搭建进行期间或展览后所堆积

的巨型垃圾。如展馆当局认为展览场地并未遭损毁及 / 或展商未有遗留任何垃圾，该笔押金将在展览撤

馆后十个工作日内退还原汇款账户。 

 

23. 如果主办单位在搭建施工期间或展会期间发现展位存在任何瑕疵，其有权要求参展商立即修复。如果参

展商未按要求修复，该等瑕疵将由大会承建商修复，相关费用由参展商承担。另外，如果主办单位认为

任何展位正处于危险状态并可能造成损害，其有权要求参展商立即停止使用该展位。 

  
 
 

搭建责任 

 

参展商及其自选承建公司应对搭建责任（“搭建责任”）承担完全责任，包括但不限于： 

 

1. 在施工场地内参展商或其自选承建公司（包括但不限于该两方的人员、员工、工人、客户、供货商）的人

员伤害或财产损失； 

 

2. 由因参展商或其自选承建公司的作为或不作为或自选承建公司搭建的建筑物造成的第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

损失。 

 

参展商同意如因上述任何搭建责任，导致主办单位、大会承建商、主办单位员工以及代理人产生任何费用、开

支（包括法律开支）及损失，参展商将予以足额赔偿。 

 
 
 

事故报告 

 

如果在参展商的展位发生任何事故或因参展商原因而发生任何事故，参展商应立即通知主办单位并采取所有可

采取的行动帮助受害者，减少损失以及维持秩序。其后，参展商应在 12 小时内向主办单位提交一份书面报告，

以提供事故的详细说明，说明事故原因并提供赔偿或解决方案。 

 
 
 
 

保险 

 

1. 主办机构对涉及参展商/参观者、其个人物品及展品的任何风险，概不负财务或法律责任。参展商应自费购

买并在整个展会期间维持有效的针对因参展商在展会期间的活动而引起的人身伤害或死亡以及财产损失的

公众责任险。参展商必须负责购买保险，投保范围包括 ( 但不限于 ) 为其陈列品、展品及展台因失窃、

火灾、水灾、公众 (包括占用者责任) 及其他任何自然原因引致的损失或毁坏。该公共责任保单项下的事

故赔付限额需足够承担参展商的潜在风险及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应作为该公共责任险的附加被

保险人。参展商并须按主办机构要求出示有关保单。 

2. 请参展商或搭建商必须购买不低于展览会搭建责任险（世博展览馆专用版 1）保障额度的保险，对被列入“展

台搭建违规计分管理办法” 中的特别监控企业和负责人名录的施工企业，必须购买不低于展览会搭建责任

险（世博展览会专用版 2）保障额度的保险。 

 

（详细内容见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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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地参展商须知                                                                          
                                                                                      
 
展览会搭建责任险(世博展览馆专用版 1) 

保险责任：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雇请人员在保险单载明的展览场所进行展出工作、装卸展品、运转机器

以及其他与展览相关的活动中，因疏忽或过失引起的下列各项损失或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

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一）对于所租用展览场所的建筑物、各类 固定设备及地面、地基的损失； 

（二）被保险人雇请人员的人身伤亡； 

（三）第三者的人身伤亡。 

1.投保对象： 展览会责任保险(展台搭建施工企业)  

 

2.基础方案： 按每个展位投保，总保额：210 万，分项保额如下 

对于所租用展览场所的建筑物、各类固

定设备及地面、地基的损失： 

每次事故及累计赔偿限额：RMB10 万 

被保险人雇请人员的人身伤亡： 每次事故及累计赔偿限额：RMB100 万 

每人每次及累计赔偿限额：RMB40 万 

第三者的人身伤亡： 每次事故及累计赔偿限额：RMB100 万 

每人每次及累计赔偿限额：RMB50 万 

保险期限： 自搭建日起保至退场拆除日止结束。 

 

3.基础保费： 300 元起 

 

4.特别约定： 每一搭建面积以 90 平米及以下为一个投保单位，超出部分按

每平米 2 元计价，准确报价根据实际搭建面积计算得出，以保

险公司通过为准。 

 

5.司法管辖： 中国（港澳台除外） 

 

 
 

展览会搭建责任险(世博展览馆专用版 2) 

保险责任：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雇请人员在保险单载明的展览场所进行展出工作、装卸展品、运转机器

以及其他与展览相关的活动中，因疏忽或过失引起的下列各项损失或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

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一）对于所租用展览场所的建筑物、各类固定设备及地面、地基的损失； 

（二）被保险人雇请人员的人身伤亡； 

（三）第三者的人身伤亡。 

1.投保对象： 展览会责任保险(展台搭建施工企业)  

注：对计分不达标的展台搭建施工企业 

2.基础方案： 按每个展位投保，总保额：450 万，分项保额如下 

对于所租用展览场所的建筑物、各

类固定设备及地面、地基的损失： 
每次事故及累计赔偿限额：RMB50 万 

被保险人雇请人员的人身伤亡： 
每次事故及累计赔偿限额：RMB200 万 

每人每次及累计赔偿限额：RMB80 万 

第三者的人身伤亡： 
每次事故及累计赔偿限额：RMB200 万 

每人每次及累计赔偿限额：RMB80 万 

保险期限： 自搭建日起保至退场拆除日止结束。 

 

3.基础保费： 800 元起 

 

4.特别约定： 
每一搭建面积以 90 平米及以下为一个投保单位，超出部分按每平米 2

元计价，准确报价根据实际搭建面积计算得出，以保险公司通过为准。 

 

5.司法管辖： 中国（港澳台除外） 

备注：展商需于 9 月 25 日 前向主场搭建商提交有关保单，并需通过其审核认可，方可顺利办理有关进馆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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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地参展商须知                                                                          
                                                                                      
 

电力 

 

1. 展览会场内的电力只限于照明及能源供应。 

 

2. 大会承建商将负责会场内的电力施工，费用需由参展商负担。电力安装设计图需连同展位设计图一并交回

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核准。电力供应一般为 220 伏特/50 赫兹(+/-6%)单相电源。如需要电力

较大的高压三相电源，必须先向大会承建商预订。13 安培单相电源插座最高输出功率为 500 瓦，15 安培

单相电源插座则为 2000 瓦。禁止使用拖线板或转接器。 

 

3. 电力供应及最后的连接与配电盘安全检查需由大会承建商完成。安全检查只会在所有展位搭建工作及电力

安装项目完成后方可进行。 

 

4. 所有电力设施及配线安装均需符合展馆规定，开关及所有电力配送管线必须安装在展位范围以内 

 

5. 搭建工程进行期间，展馆将提供临时电源，请安全使用。 

 

6. 每天展览结束后，闭馆之前，光地参展商指定的承建公司需切断所有非消防电源，消除可燃杂物后，方可

离开展台。  展馆对不听劝告者将实施强制切断电源措施，其后果自负。 

 

7. 需 24 小时供电的展位必须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 前提出书面申请 (一并连电力装置图 - 标明 24 小时插座

位置) ，获得许可后，方可实施。 (注: 24 小时用电装置必须为单独回路，严禁接入照明回路，未按规定安

装，后果自负。 

 

有关费用 

 

1. 光地展位参展商或其委托的承建商须向大会指定承建商缴付每平方米 24 元的施工管理费用。 

 

2. 施工证费用为人民币 30 元/ 个(只供一人使用)，在缴纳押金后，于 11 月 13 日下午 1-5 点凭付款底单前

往世博展览馆 2 号馆入口主场承建商现场服务台换取押金单，再凭押金单在制证中心办理，务必提前办理

实名认证手续，承建商于进场及进行工程期间必须佩带此证。 

 

3. 施工及撤馆期间，货车进场须缴付施工车证费人民币 30 元 /车次 (1.5 小时内，另付押金人民币 37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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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5 

光地参展商委托承建商及展位图审批申报 

  
 

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 

联系人：左娇龙小姐  

电话: (86) 21 6814 8208 # 32  

电邮: pcimasia@zion-x.com  

 

A) 参展商请在此承诺书上签署并加盖公司公章，并在 2020 年 9 月 25 日 前邮件至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

限公司（邮箱：pcimasia@zion-x.com作为贵司的承诺： 

 

我司（包括本公司的所有人员、员工、自选承建公司、客户、供货商以及任何其他相关第三方）确认收到并已

经阅读了此“光地参展商须知”，并承诺严格遵守所有条款，本承诺书一经签署，即产生约束力。 

我们在此承诺并确认，一旦我司在本承诺书上加盖公司公章并将其递交至主办单位，本“光地参展商须知”即构

成我司的有效法定义务，对我司产生约束力，其各项条款和条件均对我司有强制执行力。 

 

B) 请通知上海捷恩斯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有关您所委托的展位承建商的资料。 

承建商的资料(请将展位设计图稿－效果图、尺寸图发送至pcimasia@zion-x.com) 

公司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国家号) (区号)   (号码)  (国家号) (区号)   (号码)  

联系人：  电邮：  

 

现场联络人： (*必须填写*)     

手机号码： (*必须填写*)     

 

1. 任何未经上海捷恩斯企业形成策划有限公司批准的展位设计，皆不可在会场内施工。若展位的设计对其他

参展商造成任何妨碍，主场搭建有权要求参展商更改设计，参展商需交设计图予大会承建商以作核准。 

2. 请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 前向大会指定承建商租订电力及水源供应。 

 

未能在本承诺书项下指定期限内回复本承诺书应被视为参展商拒绝做出承诺，任何由此产生的争议或责任应由

参展商自行处理或承担，主办单位有权取消参展商的参展资格。 

 

展位号码：    

公司名称：    

负责人：  手提：  

电话：  电邮：  

签名及公司盖章：    日期：  

2020 上海国际电力组件、可再生能源管理展览会( 11 月 16 至 18 日) 

 

此表格须于 

2020年 9月 25日 前以邮件的方式

提交或做网上登记 

mailto:service@zion-x.com
mailto:service@zion-x.com
mailto:service@zion-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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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指定运输商及货运日程 
  

 

参展商展品的运送由大会指定运输商负责，其细节如下： 

 

大会指定运输商    

泛联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 280 弄 

国际商务花园 9 号楼 

邮编: 200335 

电话：(86) 21 61168760 

传真：(86) 21 62365667 

电子邮件: jamliu@agility.com 

联系人: 刘子麟 先生 

 

详细细则及表格将由泛联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直接寄送至参展商,请直接与其在您当地的代表处联系。

如联系不上代表处，请直接与泛联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联系。 

 

泛联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文件和展品到达期限 

请在期限内提供文件，并运送展品到相应港口码头。对任何晚到文件和展品，泛联公司 

不承担任何责任。 

 

磁带和光盘等送审物品  开展前 2 个月 

海运发运至上海港，文件截止日期  2020 年 10 月 16 日 

海运发至上海，货到上海日期  2020 年 10 月 25 日 

空运发运至上海港，文件截止日期  2020 年 10 月 16 日 

空运发至上海，货到上海日期  2020 年 10 月 28 日 

 

 

备注： 

1. 对于晚到货，我司不能给予任何承诺可以准时送达展场。同时即使不能如期送货至        

   展台，我司亦需收取晚到附加费。 

2. 所有因晚到产生的附加费用由展商承担。 

 

货运预报文件 

1. 海运提单正本一份 / 电放海运提单副本一份 / 空运单副本一份 

2. 预计出发时间和预计抵达时间 

3. 委托发运的运输代理公司 

 

必须提交的货运文件 

1. 展品服务单 

2. 展品清单一份 

3. 熏蒸声明或非木包装声明正本一份 

4. 保险单一份(如有) 

5. 唛头要求（来程和回程） 

6. 对于食品，还需要提供原产国证明和食品健康证明 

展商请准时提供全部文件，如果有任何缺失或者延误都将会导致展品无法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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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保险及责任 

  

 

海运（拼箱和集装箱） 

到达港口：上海港 

 

收货人 通知方 

Agility Fairs & Events Logistics (Shanghai) Co., Ltd 

Building#9, No. 280 Linhong Road, Changning 

District, Shanghai 200335, P.R. China 

USCI+913101157178533347   

Tel: +86.21 6116 8888   Fax: +86.21 6236 5667 

Contact: Mr. James Liu 

PCIM Asia 2020  

Exhibitor Name: XXX Booth No.: XXX 

Tel: +86 21 6116 8760 

+86 21 6236 5667 

 

AIRFREIGHT 空运 

为避免额外费用的产生，主空运单必须按如下信息填写。 

到达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主运单及分运单收货人 

JIANGSU FEILIKS INT’L LOGISTICS INC. SHANGHAI BRANCH 

Room A615, No. 1333 Wenju Road Pudong New Area, 

Shanghai 201202, China 

Contact: Candy 

Tel: 86 21 5096 2051, Fax: 86 21 6885 2951 

USCI+91310115X07304429N 

 

主运单及分运单通知人 

Agility Fairs & Events Logistics (Shanghai) Co., Ltd 

Building#9, No. 280 Linhong Road, Changning District,  

Shanghai 200335, P.R. China 

USCI+913101157178533347  

Tel: +86 21 6116 8888, Fax: +86 21 6236 5667 

Contact: Mr. James Liu 

 

备注： 

1. 所有展品由离开原产地（出厂），直到展览会结束，被送回到原地止，皆须购买保险。 

2. 参展商可自行投保，或委托大会指定运输商代理投保手续。自行投保的参展商，必须取得该保险公司在

国内或其国内代理的联络方式。 

3. 当展品送抵展位后，大会指定运输商将不会负责由于包装板条、未包装、包装不妥当而引起的损坏、展

品隐藏的损坏或偷窃带来的损失。同时，对展览会结束后、收取货物前所发生的同类型的损失，也概不

负责。泛联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所有业务均根据公司标准营运条款进行。 

4. 参展商应该与其货物托运代理一起办理所有的出口单据或文本，同时，大会指定运输商也应确定您的托

运商品的件数清单。 

5. 在离开展览会展厅前，参展商应该在他们的托运物品上做好标记并供大会指定运输商签发“回运指令”。 

6. 即使运输单据已经事先交给大会指定运输商，大会指定运输商对展品的责任将由清点货物后才开始。 

7. 所有参展商手携的展品应在离馆前登记。展览会结束后，只有经过登记的货品可以未经清关手续而带出

会场。请于大会现场服务柜台办理登记手续。 

8. 错误收货人信息：CNY 780.00/票/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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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及宣传 

  
 

参展商入场证  参展商入场证是免费提供的 

 
 请填写 “参展商预先登记表” (设于 46 页表格 6) 并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传真

至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以索取入场证 

 
 每 12 平方米提供 5 个参展证，请各参展商按需填写（表格 6 可复印填写）。主

办方保留收取额外参展证费用的权利 （人民币 30 元/个）。 

 
 

 如有需要，贵司可授权联展公司或代理人在展商布展当日领取展商入场证。因安

保理由，每家展商的入场证只可授权一家联展公司或其代理公司代领，并必需向

主办单位预先登记该公司名称。 

 

 我们只会签发入场证予参展商、已向主办单位登记的联展公司或其代理人员。 

 

 若参展商没有交回“参展商预登记表”，他们必须在参展商入场当日在会场入口的

登记处凭名片登记，以领取入场证。 

 
  

观众 观众可免费入场，但只招待业界人士 

 
 18 岁以下人士不得进场参观。敬请提醒您的客户切勿携带 18 岁以下人士到场 

 
  

 

宣传活动 为配合贵公司宣传活动，我们将提供： 

 

 参观邀请卡 

 

额外的宣传物品可根据参展商的要求予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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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6 

参展商预先登记表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161 号 

中泰国际广场 B3107 室 

联系人：谭卓欣 小姐 (Ms. Jophy Tan) 

电话：(86) 20 3825 1558 转 257 

电邮：pcimasia@china.messefrankfurt.com 
 

请注意： 

1. 因安保理由，请提供展览会期间贵公司所有工作人员、联展公司及代理人的名单。每 12 平方米提供 5 个

参展证，请各参展商按需填写（本表可复印填写）。主办方保留收取额外参展证费用的权利 （人民币 30

元/个）。凡未持名片者，主办单位有权拒绝向其发放参展商证。 

2. 我们只会签发入场证予参展商、已向主办单位登记的联展公司或其代理人员。如有需要，贵司可授权一家

已向主办单位登记的联展公司或代理人在展商入场当日领取展商入场证，并请在下面填写该公司名称。 

 

请填写参展证申领信息： 

公司名称（必须为参展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如使用不同公司名称请备注) 

1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港澳通行证 □台湾通行证  

证件号： 职位： 

 

姓名： 

 

手机号： 

 

国家或地区： 省份： 

2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港澳通行证 □台湾通行证  

证件号： 职位： 

 

姓名： 

 

手机号： 

 

国家： 省份： 

3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港澳通行证 □台湾通行证  

证件号： 职位： 

 

姓名： 

 

手机号： 

 

国家： 省份： 

4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港澳通行证 □台湾通行证  

证件号： 职位： 

 

姓名： 

 

手机号： 

 

国家： 省份： 

5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港澳通行证 □台湾通行证  

证件号： 职位： 

 

姓名： 

 

手机号： 

 

国家： 省份： 

（如有需要,请自行复制此表格填写） 

 

□ 本司已授权以下联展公司在会场领取入场证。由本司已向主办单位登记的联展公司及代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代领(请于参展商登记处凭名片领取)。 

 
 

展位号：                                                                                                                                                                                                                                                                                                 公司名称：  

负责人：  职位：  

电话：  传真：  

电邮：  日期：  

此表格须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传真至 

(86) 20 3825 1400 或做网上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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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7 

代聘展台翻译人员 

  

 

北京传世雷特翻译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177 1083 2487 

联系人：张静  小姐 

电邮：zcm@beijingtranslators.com  

网站：www.beijingtranslators.com 

翻译服务 

编号 服务日期 语种 价格（人民币/人/天） 人数 天数 总计 

1  英-中互译 650  
 

 

2  日-中互译 800  
 

 

3  韩-中互译 800  
 

 

4  法-中互译 1000  
 

 

5  德-中互译 1000  
 

 

6  意-中互译 1200  
 

 

7  西-中互译 1200  
 

 

8  俄-中互译 1200  
 

 

9  阿拉伯语-中互译 1600  
 

 

10  其他语种 1600  
 

 

 

提交订单后请把翻译费汇到北京传世雷特翻译发展有限公司指定的账户。现场订单的译费请在展会第一天上午

现金交给北京传世雷特翻译发展有限公司指定的工作人员。 

帐号信息：  

人民币帐号：6222 0202 0001 5561 976  

卡主姓名： 张春明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翠微路支行营业室  

银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79 号  

SWIFT 代码:  ICBKCNBJBJM           

 

请注意： 

1. 翻译订单截止日期：2020 年 9 月 30 日。现场需要翻译的客户，我公司依然可以安排合适的译员，费用需在

展会第一天以现金的方式支付给传世雷特公司的工作人员。 

2. 最少收费以半天（即 4 小时）计。 

3. 工作时间由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4. 如有取消订单的，传世雷特翻译公司将每人收取半天译费的违约金。 

此表格须于2020年9月30日前email

至zcm@beijingtranslators.com   

或作网上登记  

展位号：                                                                                                                                                                                                                                                                                                 公司名称：  

负责人：  职位：  

电话：  传真：  

电邮：  日期：  

mailto:zcm@beijingtranslators.com
http://www.beijingtranslators.com/
mailto:zcm@beijingtranslato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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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8 

会刊信息登录表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161 号中泰国际广场 B3107 室 

联系人：谭卓欣 小姐 (Ms. Jophy Tan) 

电话：(86) 20 3825 1558 转 257 

电邮：jophy.tan@china.messefrankfurt.com  

 

参展企业信息登录免费。请打印或正楷填写！非常重要，敬请留意！ 

若企业已经提交《市场信息收集表》且并无信息更新或修改，允许按之前所提交的信息进行刊登。  

☐是          ☐否 

 

若企业已经提交《市场信息收集表》，但有信息更新或修改，请将更改内容以word文档或者PDF格式发送到 

jophy.tan@china.messefrankfurt.com进行资料补录。 

 

若从未提交过《市场信息收集表》的企业请点击链接
https://pcimasia-expo.cn.messefrankfurt.com/content/dam/messefrankfurt-redaktion/pcim_asia/download/20
20/PCIM%20Asia%202020%20%E5%B1%95%E5%95%86%E4%BF%A1%E6%81%AF%E6%94%B6%E9
%9B%86%E8%A1%A8%20(2020.9%29.pdf  
 
 

下载《PCIM Asia 2020会刊信息刊登表》填写并将产品图片、公司logo等相关资料一起发送到

jophy.tan@china.messefrankfurt.com。 

 

请注意： 如我们未能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收回此表格，我们将以参展商申请表上的资料刊登。 

此表格须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传真至 

(86) 20 3825 1400 或做网上登记 

mailto:jophy.tan@china.messefrankfurt.com
mailto:jophy.tan@china.messefrankfurt.com
https://pcimasia-expo.cn.messefrankfurt.com/content/dam/messefrankfurt-redaktion/pcim_asia/download/2020/PCIM%20Asia%202020%20%E5%B1%95%E5%95%86%E4%BF%A1%E6%81%AF%E6%94%B6%E9%9B%86%E8%A1%A8%20(2020.9%29.pdf
https://pcimasia-expo.cn.messefrankfurt.com/content/dam/messefrankfurt-redaktion/pcim_asia/download/2020/PCIM%20Asia%202020%20%E5%B1%95%E5%95%86%E4%BF%A1%E6%81%AF%E6%94%B6%E9%9B%86%E8%A1%A8%20(2020.9%29.pdf
https://pcimasia-expo.cn.messefrankfurt.com/content/dam/messefrankfurt-redaktion/pcim_asia/download/2020/PCIM%20Asia%202020%20%E5%B1%95%E5%95%86%E4%BF%A1%E6%81%AF%E6%94%B6%E9%9B%86%E8%A1%A8%20(2020.9%29.pdf
mailto:jophy.tan@china.messefrankfu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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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9 

展览会会刊广告征订表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161 号中泰国际广场 B3107 室 

联系人：谭卓欣 小姐 (Ms. Jophy Tan) 

电话：(86) 20 3825 1558 转 257 

电邮：pcimasia@china.messefrankfurt.com 

 
 

重要事项： 我们建议参展商将广告翻译成中文，或以中、英语刊登。  

 

广告价格：（预订请打“√”） 

位置 颜色 价格（人民币） 插页数量 

封底背页 4 色 10,000  

内页 4 色 5,000  

目录对页 4 色 8,000  

 

规格：  

1. 裁切尺寸：130mm (宽) x 210mm (高) (出血位每边另加 3mm)           

内容尺寸：110mm (宽) x 190mm (高) (内容不可超过此尺寸)  

 

2. 广告档格式： 

- jpg, tiff，分辨率至少为 300dpi 

- ai 或 eps，文字须转曲线 

- PDF，应存为印刷质量，并植入所有字体 

*广告档格式以 PDF 为最佳选择。 

 

3. 广告电子档案须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送交 

 

请注意： 

1. 主办单位有权拒绝广告刊登。 

2. 广告位置是以先到先得形式安排。 

3. 主办单位对广告上的错误、遗漏、损坏及有关错失将不负任何责任。 

4. 在广告资料没有及时到达而导致广告未能刊登的情况下，已缴交的广告费将不获发回。 

5. 除特别要求外，广告档将不获退回。 

 
 
 
 
 

展位号：                                                                                                                                                                                                                                                                                                 公司名称：  

负责人：  职位：  

电话：  传真：  

电邮：  日期：  

 

此表格须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传真至 

(86) 20 3825 1400 或做网上

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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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0 

展览会现场广告征订表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161 号中泰国际广场 B3107 室 

联系人：谭卓欣 小姐 (Ms. Jophy Tan) 

电话：(86) 20 3825 1558 转 257 

电邮：pcimasia@china.messefrankfurt.com 

 

广告价格： 

编号 项目 位置 
价格 

（人民币/块/展期） 

尺寸 

（宽x长/高） 
图示 

预定

数量 

A 移动广告牌 南北广场 15,000 
8.5米x4米 

（网格布，桁架结构） 

 

 

B 移动广告牌 1楼大厅 20,000 
7米x4米 

（网格布，铝结构） 

 

 

C 注水旗 南北广场 20,000/10个 

总高5米，画面尺寸

1.2米x3.8米x单面 

(10个起订) 
 

 

D 
论坛背景广

告 

2号馆论坛

区域 
10,000 4米×1.2米 

 

 

E 南北吊旗 1楼中厅 15,000/幅 
3米×4米×双面 

（南北纵列3幅起订） 

 

 

请注意： 

1. 主办单位有权拒绝广告刊登。 

2. 广告位置是以“先到先得”原则安排。 

3. 主办单位对广告上的错误、遗漏、损坏、有关错失及因广告刊登内容发生的纠纷和赔偿将不负任何责任。 

4. 在广告资料没有及时到达而导致广告未能刊登的情况下，已缴交的广告费将不获退回。 

5.  广告费不包括分色片的制作费，如展商未能提供分色片，主办单位将收取人民币1,500元作为有关的广告制

作费用。 

展位号：                                                                                                                                                                                                                                                                                                 公司名称：  

负责人：  职位：  

电话：  传真：  

 

 

此表格须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传真至 

(86) 20 3825 1400 或做网上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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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1 

研讨会报名表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161 号中泰国际广场 B3107 室 

联系人：梁诗琦 小姐 (Ms. Keys.Liang) 

电话：(86) 20 3825 1558 转 288 

电邮：pcimasia@china.messefrankfurt.com 
 

 研讨会议程： 

 

 

报名链接请见： 

http://messefrankfurt.kenti-creative.com/index.php?moduleId=132&pageName=form&pId=95&plang=
3  
 
 
 
 
 
 
 
 
 
 
 
 
 
 
 
 
 

说明： 

1. 研讨会全票及一日研讨会全票费用包含当节会议、会议论文集光盘、PCIM Asia 2020 展览会免费入场券和

展览会会刊。主题门票不含会议论文集光盘，需要额外购买。 

2. 参会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报名表递交后的 7 个工作日需支付全款，方可保留参会资格。 

 
 

展位号：                                                                                                                                                                                                                                                                                                 公司名称：  

负责人：  职位：  

电话：  传真：  

电邮：  日期：  

 

此表格须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传真至 

(86) 20 3825 1400 或做网上登记 

mailto:pcimasia@china.messefrankfurt.com
http://messefrankfurt.kenti-creative.com/index.php?moduleId=132&pageName=form&pId=95&plang=3
http://messefrankfurt.kenti-creative.com/index.php?moduleId=132&pageName=form&pId=95&plan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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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2 

论坛演讲申请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161 号中泰国际广场 B3107 室 

联系人：谭卓欣 小姐 (Ms. Jophy Tan) 
电话：(86) 20 3825 1558 转 257 
电邮：pcimasia@china.messefrankfurt.com 
 
 

展商可选择在 PCIM Asia 2020 电力电子应用技术论坛或行业论坛（电动交通及储能议题）进行演讲，

如需，请填妥下列表格；否则，可忽略。更多详情可咨询您的销售顾问，论坛采取先到先得原则，最

终安排以主办方通知为准。论坛演讲建议使用语言：中文。 

 

1. 选择论坛 

电力电子应用技术论坛    □ 

行业论坛                □   

2. 演讲题目中文 
 

    Topic: 
 

3. 演讲嘉宾及职位 
 

   Speaker & Position 
 

4. 演讲摘要 
 

    Abstract 
 

 

 

展位号：                                                                                                                                                                                                                                                                                                 公司名称：  

负责人：  职位：  

电话：  传真：  

电邮：  日期：  

 

 

 

此表格须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前传真至 

(86) 20 3825 1400 或做网上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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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3 

促销文宣陈列于新闻中心申请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161 号中泰国际广场 B3107 室 

联系人：谭卓欣 小姐 (Ms. Jophy Tan) 

电话：(86) 20 3825 1558 转 257 

电邮：pcimasia@china.messefrankfurt.com 

 

 

 为了服务广大参展商，法兰克福展览公司将开放设立于展会现场的新闻中心，供参展商展示宣传文宣。此
新闻室将于展览期间完全开放给新闻记者使用。 

 

 参展商可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下午或展览第一天（2020 年 11 月 16 日）内任何时间，将文宣送至新闻中
心。 

 

 主办单位有权决定文宣是否适合展示。 

 

（碍于陈列空间限制，本活动将根据报名先后次序为原则。因此，请参展商尽速填写以下表格） 

 

请以正楷填写或打印： 

( *必须填写 ) 

公司名称*：  

地址：  

 国家：  

电话：   /  /  传真：  /  /  

 国家  区号  号码  国家  区号  号码 

电邮：  网址：  

 

 

宣传文宣种类*： 

(例如小册子及新闻稿等) 

 

 

宣传文宣或陈列品数量*：___________________ 份 (最多 100 份) 

 

 

展位号：                                                                                                                                                                                                                                                                                                 公司名称：  

负责人：  职位：  

电话：  传真：  

电邮：  日期：  

 

此表格须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传真至 

(86) 20 3825 1400 或做网上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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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个人备忘表 

待办重要事项 
 
 

 您持有有效的护照吗？ 

 

 您申请签证了吗？ 

 

 您有携带参展商入场证吗？ 

 

 您的交通及住宿也安排了吗？ 

 

 您有带备名片吗？ 

 

 您准备了公司及产品的中文信息吗？ 

 

 您复查过您所有的申请及相关规定吗？ 

 

 您的展品安排了运输事宜吗？ 

 

 您检查过您的展位配备吗？ 

 

 您聘请了翻译吗？ 

 

 您递交了展览会场刊登记表吗？ 

 

 您是否考虑过在参展商名录中刊登广告？ 

 

 您是否考虑过于新闻中心内展示宣传文宣？ 

 

 您准备了随身携带的个人物品了吗？ 

 
 
 

请注意： 如因参展商未依照各申请截止期限或未依规定处理参展事宜所

造成的任何不便，主办单位将不负任何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