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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尊敬的参展商：

欢迎参加第十三届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

为了更好地协助您完成参展及参展筹备工作，我们编印了这本《参展商

手册》，本手册详细刊载了本届展览会的展会须知、守则、各服务机构、服

务商以及住宿、交通等相关资料，请务必仔细阅读，了解其中各类信息；按

照对应要求和自身需要填写各类表格，在指定截止日期前与组委会各服务机

构联系，办理相关参展手续。

如有任何疑问或需要提供协助，请与组委会联络。

联系方式：

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组委会

展览服务电话：0546-7799000 / 7797755 / 7793720

中融商汇（北京）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展览服务电话：010-64395356 

衷心感谢您的大力支持与合作，期待与您相聚广饶！

                    

                                                            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

                                                            暨汽车配件展览会组委会编

                                                                         202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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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回顾
 

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是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的国家级专业展会，自2010年举办以来，始终坚持专业化、国

际化、品牌化和信息化发展方向，经过12年的培育壮大，领跑国内同类展会，搭建

了全球橡胶轮胎行业技术交流和贸易合作平台，成为全球轮胎业最隆重的节日盛

会、对外服务交流的“窗口”和国内外行业的“风向标”。

   第十届展会展览面积4.8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到705家，境外参展企业120家，

米其林、佳通、固特异、中策等54家全球轮胎75强及世界500强企业到会参展，世界

轮胎10强企业9家；参展企业涉及地域范围广，山东、辽宁、广东、湖北、台湾等地

企业集中参展。展会形成了以轮胎为核心，车轮、汽保为新增长点，橡胶机械、化

工原辅材料、汽车配件为辅助，整体有序的展品分类布局。到会客商及专业观众达

10万余人次，来自美国、俄罗斯、迪拜、加拿大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余名专

业采购商到会参观。

2020年、2021年，为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首次将展会搬至

“云端”，举办了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线上

展览会。线上展览会包括网上展厅、系列线上直播活动。网上展厅参展企业达到700

余家，累计观展观众超过15万人次。企业直播期间，30余家轮胎行业龙头企业开启

直播推介，累计在线观看人数突破24万人次。

第十三届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将于2022年5月15日-17

日在山东省广饶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展出面积4.8万平方米，设6个展区，预计参展

企业750余家，专业采购商10万人次，同期举办2022中国（广饶）国际车轮展览会、

2022中国（广饶）国际汽车维修保养设备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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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总体时间安排表

活动名称 时间

展览会开幕式 5月15日 9:30-10:00

展览会参观

5月15日 9:00—16:30

5月16日 9:00—16:30

5月17日 9:00—16:00

2022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技术发展大会
5月15日 13:30—17:30

5月16日  9: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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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馆示意图

展馆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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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1、M2、M1馆展位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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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M3、M1馆展位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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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规格及配置

参展商报到指引

搭建、布展、撤展时间安排

标准展位
规格：3m×3m

设施：楣板、两支射灯、地毯、四把椅子、一张前台桌、一张洽谈桌、一个

220V/10A电源插座、纸篓。

● 报到地点

广饶国际博览中心中央大厅现场服务处

● 报到时间

2022年5月11日起

● 报到办法

各参展商代表凭组委会签发的书面传真或《参展回执表》及本手册C部分第

七章服务订单中注明“必须填写交回”表格到注册地点统一办理注册手续，同时

参展证和有关参展资料在注册时统一领取，各参展商在现场应确保联系畅通，以

免耽误您的参展事宜。

现场服务处：负责接待与答复参展人员提出的有关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 

            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的各类事项咨询。

            负责参展商的注册工作，同时发放参展证及相关资料。

            负责搭建施工单位办理相关手续。

搭建：

   搭建商可以在5月8日开始搭建，有吊点的要在5月7日完成吊点安装部分，要求
展位主体构造部分要在5月13日20:00前搭建完成，5月14日8:00—20:00只做最后美
工、灯具等小型装饰部分，5月14日20:00后需要加班的每个展位每小时收取加班费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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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出入口说明

 ●  布展：

   5月13日18:00前参展商要将大件物品运送到展位上，5月14日8:00—20:00只能
携带手提物品，5月14日20:00布展完成。

   5月17日不允许搭建商、参展商的拖车、地牛、叉车等进场馆。

 ●  撤展：

   5月17日16:00—22:00撤展品，5月18日、19日8:00—22:00拆展台。撤展期间
任何搭建商、参展商所用车辆不允许进入场馆，违者扣除押金。

   提倡使用组委会指定物流运输服务商，从产品运输、开箱、运送到展位，到撤
展时展品运出展馆、封箱、运回参展企业。

现场设入口两处：

1、展馆现场主入口S1（含两条展商通道和专业观众通道）；

2、展馆南侧门口S2为出口（其中S2号门旁为工作人员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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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参展须知

 为了提供安全、健康、放心的参展环境，保护您和公众健康，结合国家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精神，按照省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组委会将采取必要的防疫防护措施。现将具

体规定告知如下，请各参展商知晓并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1.所有进入展馆的人员须在参展前做好自我健康状况监测，确保本人及密切接触者无

发热、咳嗽、乏力、腹泻等症状；做好个人健康申报，并生成绿色“健康码”（可通过微信

“山东电子健康通行卡”小程序或支付宝“健康码”版块办理）。没有绿色“健康码”的人

员不得进入展馆。

2.组委会将不接受涉疫风险人员及来自疫情高风险地区的人员注册参展参会和进入展

馆。

3.所有进入展馆的人员须完成线上实名注册，通过相关的线上系统提供本人真实有效的

身份证信息及手机联系方式，现场统一采用绿色“健康码”+测温正常+刷验身份证原件”的

入场方式，确保“人证合一”后方允许入场。

4.所有进入展馆的人员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

大陆通行证或护照原件入场。未成年人禁止入场。

5.展会现场设置临时留验点，发现测温达到或超过37.3℃的进场人员须配合组委会前往

临时留验点进行二次测温。如确定体温异常，须进行信息登记后及时离场并就医。

6.所有进入展馆的人员必须全程佩戴口罩，保持 1 米的安全社交距离，不聚集不簇

拥，减少身体接触。展会期间将在各展馆的主要出入口配置免洗消毒剂，以供参展及参观人

员消毒使用。

7.展会现场会议将限制参会人数、与会者必须全程佩戴口罩、现场座位将保持 1 米的

间隔距离。

8.参展商须为自己的展位准备口罩、一次性手套、消毒水、免洗消毒剂等防疫消毒物

品。

9.参展商须在参展全程正确佩戴口罩。组委会将安排防疫负责人员实时对展位工作人

员、观众佩戴口罩情况、人员聚集情况进行巡查和引导，发现口罩脱摘和人员聚集及时进行

提醒和引导。

10.参展商应严格落实通风措施。展位不得设置密闭房间，提倡敞开式设计。参展商应

确保洽谈区通风、通气、宽敞，洽谈主宾双方应保持安全距离。严禁开展人群聚集性表演活

动。如开展相关宣传活动，应控制活动的规模，做好人员密集时的分流限流措施，确保展位

人群保持在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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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所有参展商及其搭建商、运输商和其他展览服务人员除办理正常进场工作手续外，

还需对其员工及供应商/服务商员工进行传染病预防知识常规培训，确保入场员工掌握消毒、

清洁等必备防控知识和服务技能。参展商应监督本展位展台搭建商落实各项防疫防控责任，

敦促展台搭建商对内部工作人员及派遣至展会现场服务人员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及紧

急情况处置技能培训。

12.参展商应配合组委会做好公共区域预防性消毒及日常消杀工作，严格落实本展位、

展品及宣传资料预防性消毒和日常消杀工作。加强内部管理，在展会现场实行每日健康监测

和登记制度，汇总工作人员、服务人员健康情况，发现风险，立即隔离，及时向组委会报

告。

13.参展商须确保所有派遣至展会现场工作人员、服务人员在指定的就餐区域或餐厅就

餐，在正规的符合卫生防疫条件的宾馆住宿，做到在展期内尽量不去除展会场地之外、人流

密集的公共场所。外出必带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自觉遵守展馆和当地的各项防疫

规定。如遇突发情况，组委会将按照疫情防控部门的规定对展会进行管控。

14.闭馆后参展商需对展会期间人员的健康状况随访 14 天。若参展工作人员出现发

热、干咳入院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确诊以及无症状感染者病例，须及时告知组委

会，以便组委会尽快配合疾控中心早期排查相关接触人员。

15.严密防范境外疫情输入。①对于自市外省内口岸城市入境来东营人员，按照第一入

境点口岸城市疫情防控有关规定，在当地进行 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特殊情形如边民、

外交人员和从事重要经贸、科研、技术合作的人员经当地指挥部研判并审批后采取相应管理

措施，下同），按当地要求落实相应核酸和血清抗体检测等管控措施。在入境口岸城市隔离

期满且核酸检测无异常人员，凭隔离点发放的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告知书解除集中隔离。

抵达目的地县区（开发区）后，落实“7+7”“4+1”管控措施〔第一时间到目的地县 区

（开发区）集中隔离点落实 7 天集中隔离措施，并立即进行 2 次核酸检测。②对于自省外

口岸入境来东营人员，按照第一入境点口岸城市疫情防控有关规定，在当地进行14天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落实相应核酸和血清抗体检测等管控措施。在入境口岸城市隔离期满且核酸检

测无异常人员，入境人员需主动向我省设在当地的口岸专班、我市入境人员疫情防控和外事

工作专班报备返回时间和返回方式。③对不服从转运与隔离检测要求，不如实申报个人行程 

信息甚至隐瞒不报，抵达目的地县区（开发区）后，一律落实 14 天集中隔离、6 次核酸检

测〔第1天、第4天、第7天、第10天、第14天，其中第14天“双采双检”〕、2 次血清抗体检

测（第7天、第14天）管控措施，相关费用自理；造成疫情传播扩散风险的，依法依规严肃追

责。

以上规定将根据最新国家、省、市的疫情防控政策或要求进行调整，请随时保持关注。

更新于 2022年1月10日



12PAGE

| 参展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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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展

● 展览期间进出馆时间

● 展品与资料进出馆管理规定

所有进、出馆的物品均须接受门卫的查验。布展期间和开展期间

展品只进不出，确需出馆的物品，须持有组委会现场负责人（中央大

厅现场服务处）开具的《参展商物品出馆核准单》方能出馆。布、撤

展及展览期间，参展商应安排专人看管展位，保证展品安全。组委会

不对参展商（个人）的展品和物品安全做出保证。

● 进出车辆管理及路线安排

① 展会期间，贵宾车辆凭“第十三届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

暨汽车配件展览会车辆通行证”出入广饶国际博览中心，并停放在指

定区域。社会车辆停放在展馆附近指定的停车场。

② 展览期间，所有货车不得入馆。

③ 以上规定如有变化，以广饶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发布的临时

公告或现场交通管制和交通标识为准。

● 展位管理

① 严禁转让或转租（卖）展位。如展位使用单位和展位申请单位

展览日期 星期  展商工作时间 观众入场时间

2022年5月15日 星期日 8:00——18:00 9:00——16:30

2022年5月16日 星期一 8:00——18:00 9:00——16:30

2022年5月17日 星期二 8:00——18:00 9: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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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均视同违规转让或转租（卖）展位。包括：

● 以联营名义将展位转给联营单位使用。

● 以供货或协作（挂靠）名义将展位转给供货、协作、挂靠单位

使用。

● 以借用名义将展位转给（借给）其他单位使用。

● 以供货、联营、协作等名义高价收取合作单位的展位费或参展费。

● 其他违规转让或转租（卖）展位的行为。

② 展会期间所有展位应有专人值守，并应指定一名展位负责人。

展位负责人必须是该展位参展商的正式工作人员。展位负责人必须坚

守岗位，并有义务向组委会说明展位使用情况。

③ 展会开始后，未经组委会许可，任何展品不可从展台或现场撤

走。展会结束前，任何展台不准拆卸。

④ 对违规的单位，作如下处理：

● 通报批评。

● 没收违规转让或转租（卖）展位所得。

● 没收参展证件、取消参展资格，送交执法机构处理。

● 组委会有权将该展位另行处理。

● 展品及宣传品管理规定

所有进、出馆的物品均需接受门卫的检查。布、撤展及展览期

间，参展商应有专人看管展位，保证展品安全。

① 展品管理

● 未经申报或未通过组委会审核同意的技术成果或产品不得参

展，一经发现，组委会保留对该技术或产品的处理权利。

● 参展商承诺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一个中国”的规定及原

则。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区，翻译时不应译为国家，更不得按

照国家进行宣传。在展示宣传中不得出现有关台独、疆独、藏独、中

华民国（ROC）、法轮功邪教等内容，以及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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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法律法规的内容及字样。

● 展品的摆设限于本展位，不能占用过道及过道上方空间。如在

过道摆设展品，致使展品受损或阻碍消防通道，所发生的一切后果由

参展商自行承担。

● 参展商须遵守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法规，确保参展技术和产品

不构成侵权，并做好知识产权自我保护工作。

② 宣传品管理

● 参展商携带的各种资料，仅限于在本展位派发，不得在他人展

位和过道上派发，也不得在通道上摆放宣传品和宣传资料。组委会及

安保人员可随时没收未经同意的宣传资料。

● 派发的各种资料内容和文字，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参展商

对派发的各种资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全责。

● 不得代替他人分发宣传资料和宣传品，由此引起的纠纷由派发

者承担连带责任。

● 参展安全管理

① 组委会将尽力维护展位及展品的安全，但对展会期间发生的意

外人身伤害、展品遗失或损毁不承担任何责任。

② 参展商应指定安全保卫责任人，认真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制

定安全保卫措施，加强宣传教育和管理，提高参展人员的安全防范意

识。

③ 全体参展人员应自觉遵守展会的各项规定，共同维护展会秩

序，不参与非法活动，提高警惕，预防各类事故的发生。

④ 所有进馆人员应佩戴相关证件，服从并配合安保人员的检查。

不准将证件转借他人或带无证人员进馆，违者将给予处罚并承担相应

责任。

⑤ 展品按规定摆放，不得将展品摆放在展位以外的任何地方，严

禁乱摆放。要服从组委会有关工作人员的检查与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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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参展商要认真做好防火工作，严格遵守展会用电安全、消防安

全等规定，加强对所属人员的安全防火教育。各参展商负责人为该展

区（位）第一防火责任人，严格落实防火责任制，加强检查管理，一

旦发现安全隐患应立即向现场工作人员或安保人员汇报，把火灾事故

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⑦ 参展商应自觉爱护展馆内的各种消防器材和设施，保证消防设

施的完好和正常运转。消防栓和灭火器材前1米范围内不得摆放任何

物品，严禁阻挡、圈占、损坏和挪用消防器材。所有展位和装修不得

以任何形式封顶，确保消防报警系统和自动喷淋灭火系统功能的正常

使用。

⑧ 展览期间由于公共场所人员较多，参展商应妥善保管好个人随

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如：皮包、手提电脑、相机、手机等），特别是

洽谈人员较多时，要有专人看管。

⑨ 参展人员应按时进馆，并不得提前离馆，以确保参展物品的安

全。

⑩ 每天闭馆前，参展商应将贵重物品存放展柜和保险柜内或采取

其它有效保护措施。开、闭馆前要清点数目，并由专人负责看守和管

理。参展商应积极配合安保人员认真做好闭馆前的清场工作，主要检

查展区（位）的电源，保护好贵重物品并关好门窗。

 

● 展位清洁规定

布、撤展期间，公共区域的清洁工作由组委会统一安排，展位内

的清洁由参展商自行安排。展会期间，参展商应保持展位清洁。现场

安排有清洁工，主要负责清运垃圾和公共区的清洁工作，同时提供展

位内有偿清洁服务。撤展期间，特装展位的施工单位必须将本展区

（位）的所有垃圾清运出展馆，经现场工作人员确认后，方可领回押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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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重展（物）品的风险防范及保险

① 参展商应对各自的展品或其它贵重物品投保财产责任保险，以

防失窃、丢失、火灾等引起的各种损失。建议参展商为自己展台的工

作人员购买意外保险。

② 参展商有贵重物品及展品参展的，建议与组委会选定的安保公

司签订看护合同，聘请安保人员在展期全天看护展位，费用自理。

● 现场噪音控制规定

参展商不得在其展位内使用大功率、高分贝音响、音箱设备，应

自觉控制展位内音量，播放音量不得超过70分贝，从而控制展会噪音

污染，参展商若超过规定标准，组委会将给予警告，警告后仍然违反

的，组委会有权断电。参展商需要搞活动时应提前报名，组委会统一

安排到中央大厅舞台处。

● 乱摆卖处罚

为保证参展商及观众的利益，维护展会形象，严禁展会现场乱摆

卖。

① 如现场发现与申报不符的展览项目，将给予警告、清退、撤

离，并将其记录在案，作为以后审核参展的条件之一。已经缴纳展位

费的，不予退还。

② 因售卖展品而引起的一切不良后果，由展位租用单位和售卖单位

及个人承担全部责任。

● 便利服务处现场管理规定　

① 在租用区域内分发的食品及饮料样品，应获得有关机构书面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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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所有食品及饮料的样品应符合现行的健康、安全、卫生标准

和其他一切中国食品卫生管理部门规定。 　　

③ 外来盒饭，未经组委会许可不得带入展馆。 

● 侵权投诉处理

展会设立知识产权保护投诉站和工商现场执法点，鼓励有关单位

和个人举报违规产品。商标、专利、版权权益人应提高自我保护意

识，如发现其它参展商涉嫌侵权，应及时举报。

●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

第一知情人在第一时间通知

  现场指挥中心

汇  报

组委会领导、安全指挥部

协调现场、消防、医疗急救及相关

政府职能部门，并立即组织博览中

心各部门、现场各单位工作人员采

取措施，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博览中心各展区负责人 博览中心安保部（先行控制）

先行控制

● 保护知识产权管理规定

为维护展会的正常秩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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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规定，结合

展会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① 知识产权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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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本规定所指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

商标权、著作权。

② 参展与投诉

● 展会现场设立“知识产权保护投诉站”（以下简称“投诉

站”）。

● 投诉站仅受理本届展会中发生在展览现场的涉嫌侵权知识产权

投诉。

● 投诉人应符合以下条件：

（1）投诉人是权利人或者是利害关系人；

（2）被投诉人是本届展会参展商；

（3）有明确的投诉请求和具体事实、理由；

（4）未向人民法院起诉或向有关政府主管部门提出处理。

● 投诉人如未通过投诉站直接与涉嫌侵权方交涉，在展馆引起纠

纷以至于影响展会正常秩序的，组委会有权劝其离馆或交公安部门处

理。

● 投诉人选择向投诉站投诉即适用本规则。投诉一经受理，展会

应被免除对投诉人所可能承担的民事责任。投诉人如要求展会对被投

诉人采取措施，须同意支付因采取措施而发生的费用并赔偿可能造成

的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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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定，并承担展会因参展商的行

为而被指控侵犯知识产权所导致的一切费用或损失。参展团组牵头单

位必须保证其团组参展商的所有展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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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并承担对展会因其团组

及参展商的行为而被指控侵犯知识产权所导致的一切费用或损失负连

带责任。

● 参展商的展品、展品包装、宣传品以及展位的任何展示，如涉及

知识产权，需填写《展览会参展商专利、商标、版权备案清单》，于5

月15日前报组委会备案，并携带相关证书及有关证明材料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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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处理投诉程序

● 参展商如在展位被指控侵犯知识产权，可要求对方向投诉站投

诉。

● 投诉人投诉，需按要求填写《提请投诉书》，并按投诉站的要

求提交权属证明或利害关系的证明及必要的证据或证据线索。

● 投诉站受理投诉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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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投诉人陈述；

（2）被投诉人辩解，最迟于4小时内提交有关抗辩材料；

（3）双方进行辩论；

（4）调解；

（5）投诉站做出处理。

● 双方达成和解，调停即结束，投诉人撤回投诉的，应当记录；

签和解协议的，应当备案。

● 双方未能达成和解，投诉站应当最迟在展会闭幕之前根据具体

情况做出以下处理决定：

（1）投诉的事实和理由不足，不支持投诉人的请求，并告知投诉

人不支持的事实和理由；

（2）投诉的事实和理由充分，被投诉人抗辩不能成立，则根据投

诉请求协助投诉人拍照取证，要求被投诉人将涉嫌侵权物品下架，或

暂扣涉嫌侵权物品，并要求被投诉人签署《承诺书》，承诺在展会期

间不再展出涉嫌侵权物品。《承诺书》一式两份，分别由被投诉人和

投诉站持有。

● 投诉站受理投诉的过程及处理决定都应当记录，交由组委会有

关部门保存。

④ 责任

● 投诉站做出处理且被投诉人接受后至本届展会结束前，投诉人

不得在展会现场对被投诉人采取任何干扰展览秩序的行为。

● 无论投诉站是否对被投诉人做出处理，在本届展会结束后，投



参展商手册
Exhibitor Manual

21 PAGE

诉人和被投诉人采取的任何进一步法律行动，均与展会不再有任何关

系。

● 被投诉人对投诉站的处理结果有异议的，可在24小时内到投诉

站提出抗辩，但不终止决定的执行。

● 被投诉人应当执行投诉站的处理决定。拒绝执行或拖延的，将

取消其参展资格，封存其展位内的一切物品直至本届展会结束。

● 参展商受到侵权处理后，再次展出同样涉嫌侵权展品，将取消

其参展资格，封存其展位内的一切物品直至本届展会结束。

● 参展商在本届展会受到侵权处理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将取消其

参展资格，封存其展位内的一切物品直至本届展会结束。

● 如果被投诉的参展商为团组参展商，该参展团组牵头单位有责

任配合投诉站工作，并督促被认定侵权的参展商执行侵权处理决定。

⑤ 附则

● 被认定侵权的参展商以该展位的申请单位（即楣板所列单位）

的名称为准。无论直接侵权者还是展位的申请单位本身、子公司、联

营单位、供货单位或协作单位、根据上述④的规定，责任的承担者均

为该展位的申请单位。

● 证明知识产权的存在及所有权所需的文件，包括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中要求的证明文件，以及投诉站有关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要求

的证明文件。

● 因适用规定引起的纠纷应当适用中国法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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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展时间

布 展

特装搭建商入馆

巨型展品入馆

特装展位搭建

标准展位搭建

标准展台布展

其他展品入馆

展台清洁

铺设地毯

审核验收

布展项目

5月11日 5月12日 5月13日 5月14日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 布展类型

布展分为标准展位和特装展位两种。标准展位是指使用统一规格的

材料，按统一规定模式搭建的展位。特装展位是指在预留空间地上使用

非标准制式的材料进行的特殊搭建的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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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展施工管理
① 入场施工单位资质管理

为加强现场安全管理，统一展会形象并逐步树立“展会特别授

权”品牌概念，同时有计划的导入操作规范的施工单位加入展会组委

会，推行工程搭建准入制度，组委会通过对搭建服务商资质、地域、

层次的综合考虑以及严格的摸底、考察、认证、筛选，确定十家展览

公司为第十三届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指定搭

建服务商（详细联系方式见后页），请参展商将与您签订展位搭建合

约的指定搭建服务商名称、展位面积、搭建高度报给组委会。

为确保参展商权益，组委会规定注册资金低于120万元的非指定搭建服

务商一律不得入场搭建。注册资金符合组委会规定的非指定搭建服务商，

在联系搭建前需携带营业执照及展台搭建资质证明材料到组委会办公室进

行审核，对于所提交材料符合组委会规定的将严格控制其展台搭建数量。

对于不遵守组委会规定违规搭建的将进行严厉处罚。

② 对特装布展申请的审查

需进行特装布展的参展商，应于规定期限内前向组委会申报特装效果

图等备案资料，所有特装效果图须经组委会审核通过并签字盖章后，参展

商指定的搭建商方可办理布展有关手续进场搭建。审查不合格的，参展商

要按组委会的要求进行整改，并重新报送备案资料，组委会将对修改过的

效果图重新审查。对不按期交付审核或审核未通过的搭建商不予安排进场

搭建，由此造成的工期延误及后果由参展商承担。

③ 申报特装应报送的备案资料如下：

● 特装效果图，包括：

（1）设计方案的立体彩色效果图。

（2）设计方案的平面图、立面图（包括详细尺寸和材料说明）。

（3）设计方案的结构图以及结构工程师签署的意见。

（4）有关用电资料（包括电气接线图、电气分布图、开关规格及

线径大小等所使用材料的说明、用电负荷等）。

（5）材料报送单位和施工单位联系人、联系方法等详细资料。

（6）所有设计图纸和文字说明须使用A4规格。

● 搭建商营业执照复印件、相关资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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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署后的《施工委托及消防安全责任书》。

● 搭建商和参展商要于2022年4月30日前上报参展企业特装效果图，上

报的效果图要经过组委会委托主场搭建商中融商汇（北京）国际会展有限

公司安全审查后方可有效。到期未报的，加收特装管理费的50%。

④ 布展施工管理要求

● 特装参展商对所有报送备案及审核通过的搭建方案和图纸，一律不得

自行更改；如确需更改，须在2022年4月30日之前向组委会重新报送。对擅自

更改的，组委会有权不予供电，并予以没收搭建押金。

● 展位所在展馆位置图要在展馆平面图上标示，未递交展位图的

接受组委会的安排。

● 所有特装布展展位的设计与施工，其垂直正投影不得超出预留

空地的范围。如果展台设计影响了其他参展商的展台效果，组委会有

权要求该参展商改变展台设计。

●  展馆内的中间特装设计要通透，不能影响相邻展位视线。 

● 特装参展商负责所属展台的地毯内装饰，所有地毯和地面装饰

的固定，不可使用泡沫胶或难以清除的胶纸直接粘贴在地面上。

● 特装展位布展时，应注意自行做好地面保护措施，以减少地面

污染，否则组委会将有权扣除部分或全额施工押金作为清洁费用。

● 搭建商应将施工许可证挂放在展位醒目位置。施工应严格按图

进行，不得超出施工许可证施工范围，并随时接受组委会现场工作人

员的监督和检查。

● 特装展位的维护工作由该展位的搭建商负责，并由该展位所属

的参展商负责监督。

● 尺寸超过2立方米的大件展品，应在布展首日安置到位。尺寸超

过4立方米在搭建前与组委会联系协调。

● 展馆底面承重为2吨/平方米，严禁超重展品入馆，对于不按组

委会规定入馆致使地面设施设备损坏的，按原价赔偿。

● 布展限高：标准展位搭建高度为2.5米（包括地台高度）。在施

工和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特装展位的搭建高度不超过5米（包括

地台高度），对超过展位搭建高度以外的需向组委会申请批准。

● 布展时展位搭建必须和消防栓四周至少保持1米的距离，留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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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通道。

●  所有裸露在外的背墙均使用白色布（要阻燃）或白色板处理整

洁。

● 从布展之日起，所有进馆人员应佩戴相关证件，服从并配合工

作人员的检查，不准将证件转借给他人或带无证人员进馆，违者将予

处罚，无证人员一律不得入场。

● 严禁在展馆公用设施、地面和墙体粘贴任何物体，不得使用双

面及单面胶等粘贴材料在展馆通道的柱子上粘贴任何物体，不得在墙

面、地面打孔、刷漆、刷胶、粘贴、涂色。严禁锯裁展馆的展材、展

板或在展材、展板上刷胶、打钉、开洞。不得损害展馆的一切设施，

如有违反将按损坏设备价格的2倍罚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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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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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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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台所设计的结构强度应当满足荷载所需要的强度，搭建应确

保展台结构的整体强度、刚度、稳定性以及局部稳定性。

● 钢结构立柱应使用直径100mm以上的无焊接材料，底部焊接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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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 展台结构主题墙落地宽度不应小于120mm，以确保墙体与地面的

接触面积，超过6米的大跨度墙体及钢框架结构间应在顶部架设横梁

连接，下部须加设立柱支撑，保证展台整体刚度和稳定性。

● 原则上杜绝搭建二层展台，确因工作需要搭建的，应在办理施

工手续时注明，并经组委会进行安全审核后方可搭建，搭建完成后需

进行强度测试，同时必须设置年检合格的灭火器后方可使用。

● 相邻展台所有结构背板墙必须做出妥善装饰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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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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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禁止使用针棉织品和各种弹力布做展台装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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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台施工不得使用易燃、易爆物品（如：酒精、稀料、橡胶水

等），不得在馆内进行喷漆、刷漆工作。
● 展品摆放不得将易倒展品摆放在支撑立柱、墙体边，易倒展品

摆放时，必须有底座支架支撑，确保展品安全不倒。
●  展位地毯要使用展会规定的B1类阻燃地毯（应有证明材料）。
● 展会期间，若搭建展台出现安全问题，参展商及搭建商须共同

协商解决，不得耽误展会正常进行。
● 所有水、电、气源配置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向展馆预定。
● 除展馆正常工作时间外，需要加班的参展商必须在当天17:00之

前，通过现场服务处办理加班手续。
●  现场展出必须与申报展品相符，若不相符，组委会有权责令展

品退出展馆，展馆入口处也将加强检查核实展品。

● 消防安全管理
● 展馆区域内的所有展位搭建都必须遵守《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

管理条例》以及广饶国际博览中心相关规章制度，并服从管理和检

查。
● 参展商对展位相关安全负责，组委会安全人员现场例行检查

中，有权要求搭建商出示展位有效安全证明文件，如具有设计资质

的公司出具有加盖公章的设计文件（包括效果图、结构图以及资质

文本复印件），必要时还要提供消防措施处理示意图和结构承重说

明。搭建商须在进场前，将与参展商签订的《施工委托及消防安全

责任书》交现场服务处备案。
● 展位搭建不准遮挡、埋压、圈占、堵塞展馆内的消防设备、电

气设备、紧急出口和观众通道，展馆防火卷帘门下不得搭建任何展

架、展台。
● 布（撤）展期间各种装修材料、展样品不得堆放在展厅门口或

展馆通道上，以免堵塞消防通道、防火门。
● 展馆内除指定区域外严禁吸烟。对违规行为予以制止和警告，

情节严重或屡教不改者，组委会有权劝其离馆或上报公安消防机关

处理。
● 布展期间使用的包装箱、纸屑等杂物应在展会开幕前及时清理

出馆，严禁将其堆放在展位内、柜顶或展位板壁背后，如有违反，

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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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灯箱时应留有足够的散热孔，日光灯镇流器应脱离箱体，

使用易燃材料制作的灯箱，内部须作防火处理。
● 展馆内严禁保存、使用或展示易燃、易爆、放射性及有毒物

品。施工现场严禁明火作业。
● 展馆内所有装修及装饰材料均应采用阻燃或难燃材料，尤其不得

使用未经阻燃处理的草、竹、藤、纸、树皮、泡沫、芦苇、可燃塑料板

（万通板）、可燃地毯、布料和木质板等物品。需在外地预先制作展

台、展架等半成品的，所使用的不燃材料应由当地公安局消防部门检验

的合格证，并将合格证复印件送主场搭建商核实、备案。
● 馆内所有展位及装修不得以任何形式封顶，确保消防报警系统

和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的功能正常使用。
● 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特装展位应按1个/50平方米的标准自配

4kg的ABC干粉灭火器，从布展开始即应摆放到位，直至撤展结束方

可撤离。

● 用电安全管理
● 展会期间，参展商的所有用电设备，不论功率大小、动力电与

照明电，均要办理用电申报手续，由组委会指派专业电工接驳，严禁

参展商私自接驳。
● 搭建商进场施工前应将用电负荷报现场服务处审核，施工完毕

经检查后方可通电。各参展商凡需增加用电设施负荷，要如实申报，

以便组委会对整个展馆用电负荷进行合理调配。
● 参展商在设计展位电力时，应考虑展位供电位置，必须尽量满

足展位内的配电箱，并提前预留电源出口和活动盖板。
● 参展商在确定用电图纸和负荷后一律不得随意更改。

● 特装搭建商的电工应持证上岗，否则不许进馆施工。

● 各展区（位）电气产品的安装、使用和线路、管道的设计铺设，应

符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技术规定，其电线应使用由公安消防部门检验合格

（应有检验证书或标识）的阻燃导线并套金属管或阻燃套管铺设。严禁使

用麻花线、铝芯线等，同时要做好安全接地。如参展商所在地没有公

安消防部门检验合格的阻燃电线，一律使用广饶县公安消防检验认可

的阻燃电线。
● 广告牌、筒灯、射灯、石英灯、灯具、灯柱要有石棉垫、通风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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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安全措施；日光灯应使用消防安全型产品；各种照明灯具应与展样品

保持30cm的距离。如检查不符合安全要求，组委会一律不予供电，并责

令整改或拆除，拒不整改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参展商自负。
● 使用大功率电气设备，必须在安全负荷以内。严禁满负荷、超

负荷使用电器。
● 各参展商应注意爱护展馆的接电及展区（位）用电设施，不得随

意拆撬打开、乱接乱拉，违者将予以停电处罚，造成事故责任的，组委

会还要进行其它追索。
● 特装展区（位）自装用电设备应按用电规程合理分片分区，集中

管理，须安装漏电保护开关，金属外壳（包括铝合金支架）要重复接

地，不允许随意接入展馆的电箱和插座上，不允许利用天花板悬挂灯具

和电线。各馆配电箱具体位置请咨询主场搭建商。
● 特装展（位）的电箱开关，应安装在明显、安全、便于操作的

位置。
● 特装展区（位）不配置灯和插座。

● 布展期间运输车辆管理及路线安排
● 2022年5月11日至13日布展期间，展馆周边的红线内地面停车区

域严禁停放任何车辆。运送展样品的货车进入博览中心后，按指定地

点临时停放。卸货后即驶出博览中心。搬运样品出展馆时，须凭《参

展物品出馆核准单》，经门卫人员查验后放行。
● 进出博览中心的各种车辆须服从现场交警、保安、交通管理员

的指挥，按规定线路行驶，并按指定位置停放。具体布（撤）展车辆

行驶路线按展馆有关规定或向组委会工作人员咨询。（如有变动，以

现场通知为准）。
● 布（撤）展期间所有货车须凭广饶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统一

制作颁发的货车通行证，方可在市区通行并凭证进入展馆，并服从现

场交警和交通管理员的指挥。

● 布（撤）展期间所有集装箱车辆不得直接入馆，集装箱货物可

在馆外分装到货车后，再由货车将货物运送至馆内。

● 以上如有变化，以广饶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发布的临时公

告、现场交通管制和交通标识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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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饶国际博览中心参数

                       W1馆
展馆尺寸

（长×宽 单位：m）
135X62

货运入口尺寸
（高×宽,单位：m）

东 4×4.3

西 3.5×4.5

货运入口承重（单位：t/㎡） 2

展馆地面承重（单位：t/㎡） 2

搭建限高（单位：m） 5

高度（单位：m） 14.5-17

空调 有

网络 无线覆盖

供电 380V三相40A同时兼容220V二相16A

消防
自动喷淋系统，烟感报警系统，

自动寻踪喷水灭火系统
灭火器发放

卫生间 馆内东西两侧各一处

                       W2馆
展馆尺寸

（长×宽 单位：m）
135X62

货运入口尺寸
（高×宽,单位：m）

东 3.8×4.3

西 3.5×4.6

货运入口承重（单位：t/㎡） 2

展馆地面承重（单位：t/㎡） 2

搭建限高（单位：m） 5

高度（单位：m） 14.5-17

空调 有

网络 无线覆盖

供电 380V三相40A同时兼容220V二相16A

消防
自动喷淋系统，烟感报警系统，

自动寻踪喷水灭火系统
灭火器发放

卫生间 馆内东西两侧各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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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馆
展馆尺寸

（长×宽 单位：m）
135X62

货运入口尺寸
（高×宽,单位：m）

东 3.4×4.4

西 4.0×4.4

货运入口承重（单位：t/㎡） 2

展馆地面承重（单位：t/㎡） 2

搭建限高（单位：m） 5

高度（单位：m） 14.5-17

空调 有

网络 无线覆盖

供电 380V三相40A同时兼容220V二相16A

消防
自动喷淋系统，烟感报警系统，

自动寻踪喷水灭火系统
灭火器发放

卫生间 馆内东西两侧各一处

                          E2馆
展馆尺寸

（长×宽 单位：m）
135X62

货运入口尺寸
（高×宽,单位：m）

东 3.5×4.5

西 3.9×4.4

货运入口承重（单位：t/㎡） 2

展馆地面承重（单位：t/㎡） 2

搭建限高（单位：m） 5

高度（单位：m） 14.5-17

空调 有

网络 无线覆盖

供电 380V三相40A同时兼容220V二相16A

消防
自动喷淋系统，烟感报警系统，

自动寻踪喷水灭火系统
灭火器发放

卫生间 馆内东西两侧各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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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馆
展馆尺寸

（长×宽 单位：m）

货运入口尺寸
（高×宽,单位：m）

1.2×2.1

货运入口承重（单位：t/㎡） 2

展馆地面承重（单位：t/㎡） 2

搭建限高（单位：m） 5

空调 有

网络 无线覆盖

供电 380V三相40A同时兼容220V二相16A

消防
自动喷淋系统，烟感报警系统，

自动寻踪喷水灭火系统
灭火器发放

卫生间 馆内东西两侧各一处

                        室外展区
展馆尺寸

（长×宽 单位：m）

货运入口尺寸
（高×宽,单位：m）

3.9×4.3

展馆地面承重（单位：t/㎡） 2

蓬高（单位：m） 6.8

边高（单位：m） 4

空调 无

网络 无线覆盖

供电 380V三相63A

消防 灭火器发放

卫生间 馆外东侧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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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会议室

会议室面积（㎡） 180

容纳人数 100左右

配备设备 投影仪 音响 空调 桌椅 网线等

空调 有

网络 无线覆盖

                       第二会议室

会议室面积（㎡） 360

容纳人数 160左右

配备设备 投影仪 音响 空调 桌椅 网线等

空调 有

网络 无线覆盖

                       第三会议室

会议室面积（㎡） 1125

容纳人数 500左右

配备设备 LED屏 投影仪 音响 空调 桌椅 网线等

空调 有

网络 无线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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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服务与管理

① 现场服务处设置

广饶国际博览中心中央大厅，详见组委会公布的展位平面图。

② 现场服务处服务项目

现场服务处负责咨询、接待、办理布展手续，参展商注册报到等

相关事宜，同时对参展、施工单位的布展施工进行全面监督和管理，

并提供下列服务：
● 受理《施工许可证》的办理。
● 申报加班。
● 水电等申报及设备安装。
● 消防咨询。
● 清洁押金收取。
● 其他服务。

参展商所涉及的具体承建事物与组委会联络。

③ 展具租赁及现场储运等服务详见组委会指定运输服务商发放的

相关回执表及清单等，参展商应尽快填写并传回，以便安排相应的服

务。

④ 展馆悬挂管理规定
● 展馆屋顶的悬挂作业必须由组委会工作人员或经授权的专业人

士完成，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在展馆从事任何形式的物品悬

挂作业。
● 展馆屋顶悬挂作业内容一般仅限于广告条幅和指示性质标志，

禁止在展馆屋面悬挂重物或进行固定、牵引展位结构的操作。
● 技术参数要求

（1）吊点分布：展厅内屋顶为钢架结构，吊点距离地面最大净高

度17.59-19.59m，吊点均匀分布在屋顶钢梁的网架结构球上，吊点的

距离为6m，只能在吊点上悬挂物品。

（2）重物悬挂限制在120kg以下。

● 悬挂服务主要事项：

（1）预定申请：悬挂作业因受展厅地面展位搭建和布展时间的限

制，需提前预定，请通过主场搭建商提前7天向组委会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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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资料提供：包括拟悬挂物品的名称、尺寸大小、材质、

重量和内容（广告和标志）以及准确标明拟悬挂物品的平面及高度位

置的图纸。

（3）悬挂条幅提供：一般需在开展前3天向组委会提供拟悬挂的

条幅，详情请向组委会工作人员咨询。

（4）现场申请：因为特殊原因必须在现场提出悬挂申请的，请到

现场服务台办理相关申请手续，由组委会工作人员核实情况并明确符

合悬挂相关规定后，才能办理悬挂手续，否则，申请将不予接受。

（5）收费：展馆悬挂作业为有偿服务，收费标准为每个吊点800

元，吊点设备自备。

（6）现场配合：因悬挂作业难度大，要求标准高，因此除需要提

供准确的悬挂点定位说明外，请安排专人在现场配合组委会工作人员

的悬挂作业。一旦悬挂到位再提出悬挂调整的，将以二次悬挂作业处

理并收费。

● 特别申明

展馆内的悬挂作业服务由组委会统一提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展厅内的悬挂作业因受作业难度要求的限制，尤其受消防监控的限

制，不可能在任意点、任意高度提供悬挂作业服务，定点也不可能达

到完全精确，因此左右、前后、上下偏差在半径为2m范围的，将视为

正常偏差不予校正。

● 楣板制作
楣板按组委会发放的有关表格要求填报后制作。

● 加班申请、广告等服务价格及要求
加班申请、广告等服务项目价格及要求，向组委会工作人员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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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展时间

撤 展

展会结束后，参展商应按组委会统一安排有序撤展。参展商应在

规定的时间内将所属特装展台自行撤出展馆。撤展工作将于2022年5

月17日下午16:00开始至当晚22:00，具体安排如下：

时间 工作内容

17日

16:00 停止观众入场

16:30 停止展位水电供应

16:00 参展商办理撤展手续，组织撤展

16:00 各馆隔离门关闭，保安严格把守公共通道

16:00 各展区出口开门撤离，小件物品出馆

16:30 大件物品、设备放行出馆

22:00 当日撤展结束

18日
8:00 开始撤拆展台，展台出馆

22:00 当日撤展结束

19日 8:00-17:00 撤展全部结束，参展商归还有关设备并领回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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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展流程

      2022年5月17日17:00以前，将租凭器材归还现场服务台

      16:00以后展品打包，小件展品、资料手提出展馆

   16:30大件展品、设备打包

     清除展台，运走大件物品

    展馆内垃圾清运

     结束撤展

● 撤展管理规定
① 展会结束（2022年5月17日16:00）前，参展商不得收拾展品，

以免影响展会正常工作。如果擅自提前离开，组委会保留对该展位处

理的权利。

② 展会结束后，参展商随即可以收拾展品、用品及文件材料。展

位的撤拆工作可以在18日8:00后开始。

③ 在撤展时间内进行撤展的所有人员，必须佩带撤展证方能出入

展馆。

④ 展馆内的所有纸箱、板条箱不能摆放于通道，以便组委会撤走

通道地毯。

⑤ 展品运出展馆凭组委会发放的《参展物品出馆核准单》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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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爱护馆内设施，不得夹带搬走，不得损坏，违者除照价赔偿外，

情节严重的给予处罚。

⑦ 除非参展商有特别要求，撤展后遗留在现场的一切物品或展品

将被视为遗弃。

⑧ 参展商不得随意拆除、移位组委会安装的所有用电设备，对擅

自将非自有展具、电器及通讯等各类设备、设施带走的，按原价10倍偿

还，情节严重者，交安全部门处理。

⑨ 参展商必须遵守组委会发布的“展览现场日程安排”及其他展

示和撤展规定，若有变化以展会现场发布的《撤展通知》为准。

● 撤展服务

① 押金退还流程

1、在规定时间内将租赁器材归还到原办理租赁的现场服务处，办

理租赁押金退还手续。

2、施工单位按照组委会规定完成撤展工作后，由组委会现场服务

处管理人员确认签字，办理退还押金手续。

② 展品回运

详细情况请咨询组委会指定运输服务商。（详细联系方式见后页C

服务指南中第三章组委会指定运输服务商）

● 撤展期间运输车辆管理及路线安排
① 由于车位有限，所有撤展车辆应按规定分批次进行撤展。

② 2022年5月17日，展馆周边的红线内地面停车区域严禁停放任

何车辆。其它管理规定及路线同“布展期间运输车辆管理及布展车辆

路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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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指南 |



参展商手册
Exhibitor Manual

39 PAGE

职务 姓名 手机号

总指挥
宋家新 18605463776

钟  荣 13381187251

副总指挥

宋元祥 13561058301

马克丽 13864763858

钟  宇 13811360547

主场搭建施工

宋元祥 13561058301

陈晓丽 15266061467

杨勃然 18553659051

标摊搭建 张  宁 18615909996

特装效果图审核

宋元祥 13561058301

陈晓丽 15266061467

杨勃然 18553659051

广告布置

宋元祥 13561058301

刘文晓 15954655499

  郑  翀翀 15275177098

现场服务处

陈晓丽 15266061467

赵丹丹 13345041099

郑  翀 15275177098

展商注册处 郭真真 13054670323

安全监督 杨勃然 18553659051

电力施工 李建设 13854665885

消防工作
李欣彬 15905462828

郭  丰 13963658770

安全保卫
李欣彬 15905462828

刘玉蕾 14753632521

保洁保障
赵丹丹 13345041099

张  宁 18615909996

医疗保障 纪舒欣 18754673576

现场餐饮
陈晓丽 15266061467

王奕涵 18615088000

展商住宿及班车接送 郭真真 13054670323

中央大厅舞台、会议室安排 郭惠洁 13376413251

仓储服务

刘文晓 15954655499

纪舒欣 18754673576

郑  翀 13963399529

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 韦  倩 13884623806

志愿者及翻译 李海宁 15266061028

轮胎工业展览馆 李海宁 15266061028

花卉租赁（广饶县金鸣花卉超市） 马绍科 13355463877

展具租赁（东营福斯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孙文涛 18554632999

展览会现场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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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姓名 联系电话

一、主场搭建商

中融商汇（北京）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杨勃然 18553659051

二、特装搭建商

上海鼎点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杨  莉 18621838093

山东呈美至嘉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宋晓冬 15628790585

高  佳  13969090048

山东迈维展览有限公司 王  斌 18668915077

青岛中智智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王  玉
15712713777

15712713888

北京米仓癛实传媒有限公司 孙鹏雪  15820036487

北京嘉禾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张忠厚 18615578500

吕明瑞 15628882058

青岛宏伟先锋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江爱玲

13969622723

15666821605

瑞尔会展（山东）有限公司

杨学莲 15106970088

张  昱 15552552900

青岛冲亚展览有限公司 李  鹏   

18561503335

15953245759

组委会指定搭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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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委会指定运输服务

● 物流须知

尊敬的参展商：

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东营分公司作为本届展会指定唯一物流服

务商，为展会提供展品收发、仓储及装卸等服务。为了保证展品运输

安全有序，公司接受组委会委托，施行展品统一管理。请仔细阅读本

须知并协助执行。

一、展品运输包装及预约：

（1）各参展商需在5月8日前将填写完整的附件一：《国内展品运

输委托单》提供给我司，以便我司依据货量制定进出馆操作计划。

（2）我司在收到运输委托后将按照操作费率进行费用核算，参展

商务必于5月13日前将操作费用汇入我司指定账号，以免货物到达现

场无法及时安排操作。所有参会展品须最晚于5月13日前运达广饶国

际博览中心，5月14日12:00后将不再进行布展工作，且不允许装卸设

备进入场馆。 

（3）外省需要委托我司派车至工厂提货的参展商，请务必于5月1

日前向我司书面确认运输委托；山东省内需要委托我司派车提货的参

展商请务必于5月6日前向我司书面确认运输委托，我司将依据货物信

息对贵司产品进行单独报价。

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

姓名 手机号 邮箱 职务

韦倩 18905330932 qian.wei@kerryeas.com 总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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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准备自行将货物送达展场的参展商务必于货物发出前与我司

预约展馆接货及操作的具体时间，否则可能会由于货物早到无法卸货

或晚到无法及时就位。

（5）展品包装标识如下：

展会名称：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

收货人：韦倩（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

发货人(参展商名称)：

展厅/展位号：   箱号：   体积：长   宽   高   。

毛重：(公斤)

发货人姓名及联系方式：

（6）展品包装应坚固耐用，便于运输，防雨防潮，并且唛头清

晰，以免在运输中损坏。我司提货时若认定外包装完好，则视为正常

货进馆就位；若提取时发现外包装已损坏，将及时告知参展商，并根

据其指示处理。由于参展商无指示或指示不及时而产生的问题、损失

及相关费用由参展商自行承担。

二、展品到达：

（1）展品发运后，参展商必须于发货后24小时内电告我司，注

明展会名称日期，展位号，发货站，到货站，发货日期和运单号，件

数及重量，如需原始凭证提货，请将正本文件寄到我司通知的邮寄地

址，以便我司及时提货。需要我司提供特殊服务的，请于进馆前5天

通知我司。

（2）凡外埠展品自运到展馆的，参展商须在货物抵达广饶国际

博览中心前2天再次通知我司最终的货物重量、尺码等信息，以备接

货；本地展品自运到广饶国际博览中心的，请严格按规定时间到达，

并向现场工作人员办理交接手续；展馆周边的展品，如需委托我司到

指定地点提货运至展馆的，请于5月10日前或者我司通知贵司展品进

馆日前将展品备妥，我司安排车辆运输，运输费用由双方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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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会布展工作：

（1）展位布展的顺序大致为：由先到后、由里到外，由复杂到简

单。需要装卸设备进行布展的参展商，须在5月10日前向我司预约布

展时间，5月13日布展日前到达广饶国际博览中心的展品，我司将进

行展品的入库与管理，入库与管理费用和布展费用参照附件收费明细

表；5月10日以后预约或者未预约的参展商布展费用按照附件收费明

细表中加急标准收取。5月13日-14日布展期间，不收取入库与管理费

用。

（2）为保证运输安全，请务必如实申报展品的重量等信息，重件

展品必须在包装箱上标明起吊点重心，易碎、防潮、禁止倒置等展品

必须在箱上标明特殊标志，因申报不实和未标记注意事项等未尽义务

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参展商负责。

四、展会期间：

如有运输需求，请前往展会指定运输服务商服务处办理。

五、撤展工作：

（1）撤展顺序为：由外至内，由简单到复杂，请参展商配合不要

把展品放置到通道口附近。需要运输服务的参展商可与我司办理完委

托手续后将待运货物置于展位或直接交于我司服务台保管，我司将在

撤展完成后统一发出。

（2）如参展商自行联络物流公司进行运输或外来设备进行撤展、

搬运的，请提前告知我司并安排其他物流公司于展馆外等候，待我司

将展品运出展馆后交接。

六、其他事项：

（1）我司作为本届展会唯一指定运输服务商，统筹安排展品进出

场馆的运输工作，其他装卸、运输供应商不可擅自进入展馆内。

（2）凡委托我司办理展品运输的参展商，需与嘉里大通公司签订

委托书，并于撤展前向我司预付回程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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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参展商未按此物流须知发运展品而产生额外的机力、人力

等费用，我司将根据实际开支向参展商实报实销。

（4）参展商请自行投保展品的运输及仓储保险，如展品发生意外

情况，请自行向保险公司办理索赔。

（5）展商小件随身物品搬运可以自理，但必须遵守相关规定。

（6）如有其他特殊要求，请参展商直接与我司负责人联系。

服务时间 设备种类 收费标准 备注

5月10日-5月19日

3吨叉车 100元/小时

5吨叉车 200元/小时

10吨叉车 400元/小时

25吨吊机 400元/小时 按照每4小时起步收费

50吨吊机 500元/小时 按照每4小时起步收费

开箱、封箱服务 30元/立方米 不足1立方米按1立方米计算

上底托、下底托 30元/立方米 不足1立方米按1立方米计算

往返运输 50元/立方米 不足1立方米按1立方米计算

管理服务 20元/方/天 不足1立方米按1立方米计算

搬运、装卸（人力运
至展位及货物摆放）

100元/立方米 不足1立方米按1立方米计算

加班费 100元/人/小时 超出正常布展时间为加班时间

备注：平板车、地牛等简易运输设备由组委会免费提供

运输服务收费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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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展品运输委托单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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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推荐宾馆

酒店名称
星
级

订房热线 地址

金岭国际大
酒店

五星 0546-7729999
广饶县傅家路

588号

孙武湖温泉
度假酒店

五星 0546-2957777
城东新区东朱

营村北

宇通尊悦酒
店

五星 0546-6095888
广饶县民安路
与乐安大街交

汇处

华泰大厦 三星 0546-2971999
广饶华泰工业
园潍高路251

号

*广饶宾馆 三星 0546-6680066
广饶县迎宾路

253号

*银座佳驿连
锁酒店

- 0546-7793777
广饶县广凯路

55号

如家驿居 - 0546-6881888
广饶县乐安大

街790号

华亚酒店 - 0546-7722666
广饶县孙武路
新天地商务中

心

亿丰快捷酒
店

- 0546-7166966
广饶县潍高路
亿丰国际时代

广场B8

锦江之星 -
0546-6821777-0
13963355002

广饶县孙武路
与花苑路交汇

处

优选酒店 - 0546-6459599
广饶商业街22
号（新世纪超
市南门对面）

广饶希尔顿
商务酒店

- 0546-7722789
广饶县乐安大街
银座商城东100

米

*七天商贸
城店

- 0546-7726777
广饶县大福源
商场对面

乐友快捷酒
店

- 0546-6512777
(潍高路)农村
信用合作社西

南10米

*百合驿家
酒店

- 0546-2999789
开发区月河路

801-88

酒店名
称

星
级

订房热线 地址

东胜大厦 五星 400-875-7766
东营市西四路

616号

东营蓝海
御华大饭

店
五星 0546-7799999

东营市潍河路
319号

大明大厦 四星 0546-7888777
东营市济南路

57号

蓝海新悦
大酒店

四星 0546-8200088
东营市西二路

181号

东营宾馆 四星 0546-6209777
东营市东三路
与府前街交汇

处

万豪大酒
店

五星 0533-7129999
淄博市临淄区
大道782号

齐都大酒
店

四星 0533-7198888
淄博市临淄区

闻韶路

爱客88快
捷宾馆

- 0546-6928999
广饶孙武路立
交桥西南

*七天假
日酒店

- 0546-6888588
广饶县潍高路

227号

*如家酒店 - 0546-6455888-9
广饶乐安大街县

政府边

格盟酒店 - 0546-6871022

广饶县大王镇
潍高路158号
大王桥北原台

联宾馆

华亚酒店
大王银座

店
- 0546-7066677

广饶县大王镇
银座购物中心

东临

*如家酒店 - 0546-6890088
东营大王镇政府

街店

如家快捷
酒店

- 0533-6090666-9
淄博临淄区淄
博大道622号

正泰宾馆 - 0546-6443555
广饶县花苑路

311号

    备注：展会组委会对带“*”的酒店均安排班车免费接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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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港航班时刻表

备注：以上航班时刻信息仅供参考，如有变化，请以实时机票预订的为准。

航程 航班号 起飞降落 机型 航程 航班 起飞降落 机型

济南-上海虹桥

MU5571 7:10 9:00

上海虹桥-济南

MU5572 9:55 11:35

SC2306 14:35 16:25 SC2305 12:00 13:30

SC1168 20:10 22:00 SC1167 17:30 19:05

SC2322 22:10 23:55 SC2321 19:30 21:05

济南-上海浦东

MU2441 10:20 12:15

上海浦东-济南

MU5534 7:30 9:15

MU9901 10:20 12:15 MU6364 9:15 10:50

MU6363 20:20 22:20 SC4831 18:45 20:35

SC4832 21:40 23:30 MU9902 19:45 21:35

MU5541 22:40 0:30 MU2442 19:50 21:35

济南-北京大兴
SC4647 7:00 11:30

北京大兴-济南
CZ6124 7:45 14:35

CZ6129 7:00 11:30 SC8786 7:45 14:35

济南-北京首都

SC4874 11:20 16:15

上海虹桥-青岛

CA1651 8:55 15;45

CA1560 11:20 16:15 CZ3926 8:55 15;45

3U8799 12;15 17:45 CA8992 15:00 21:00

CA1650 12;15 17:45 DR6532 15:00 21:00

青岛-上海虹桥

MU5507 8:00 8:55

上海虹桥-青岛

SC552 6:10 7:25

SC451 8:05 9:20 MU5561 8:00 9:10

MU5512 11:00 12:10 MU5511 8:45 10:05

SC235 12:00 13:15 SC452 10:05 11:20

MU5562 14:05 15:15 MU5508 12:20 13:30

CA1535 15:45 17:05 FM685 13:00 14:20

SC351 16:15 17:30 SC236 14:00 15:15

SC251 18:00 19:15 FM559 17:00 18:10

SC251 18:25 19:40 FM577 17:00 18:10

FM560 18:50 20:00 MU5529 17:35 18:45

FM578 18:50 20:00 CA1536 18:15 19:25

SC251 19:45 21:00 FM557 19:20 20:20

FM686 20:10 21:30 SC252 20:00 21:15

FM698 21:30 22:40 SC252 20:15 21:30

MU5530 19:35 20:45 SC252 20:20 21:35

青岛-上海浦东

FM552 10:15 11:30

上海浦东-青岛

FM553 18:05 19:15

MU2528 7:00 7:55 MU2553 21:00 22:00

MU2530 11:00 12:10 MU2525 14:30 15:30

MU2526 16:30 17:30 MU5532 21:10 22:15

FM554 17:05 18:10 MU2527 22:30 23:30

MU5569 22:20 23:20 MU5532 22:05 22:55

东营-上海浦东 HO1174 10:45 12:40 上海浦东-东营 HO1173 7:40 9:55

东营-上海虹桥 9C8738 22:10 23:55 上海虹桥-东营 9C8737 19:35 21:25

航空售票中心电话：0546-6923000

机场24小时客服服务热线：

济南遥墙国际机场：0531-96888    青岛流亭国际机场：0532-96567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021-96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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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进出港航班时刻表
出港航班

航线 航班号 起飞时间 到达时间 机型

东营-北京（大兴） KN5186 14:25 :15:35 B737

东营-北京（首都） HU7178 22:00 23:00 B738

东营-上海（浦东） HO1174 10:45 12:40 A321

东营-上海（虹桥） 9C8738 22:10 23:55 A320

东营-广州 HU7260 14:20 17:55 B738

东营-大连 HU7259 10:30 11:35 B738

东营-成都 CA4278 12:35 17:15 A321

东营-郑州 CA4278 12:35 14:00 A321

东营-杭州 HU7177 21:50 23:30 B738

东营-西安 GS7494 16:25 18:30 E190

东营-乌鲁木齐 GS7494 16:25 23:15 E190

东营-武汉
HU7064 19:20 21:20 B738

HU7380 18:50 20:45 B738

东营-海口 HU7064 19:20 0:40 B738

东营-三亚 HU7380 18:50 0:20 B738

东营-天津 GS7846 19:05 19:55 E190

东营-厦门 GS7845 12:15 15:00 E190

东营-太原 EU2215 9:45 11:35 ARJ21

东营-威海 EU2216 15:00 16:00 ARJ21

东营-温州 KN5185 12:05 14:30 B737

东营-克拉玛依 SC2209 9:30 14:40 B738

东营-济南
YJ1604 13:50 14:40 PC12

YJ1608 17:50 18:40 PC12

东营-烟台 YJ1602 10:30 11:20 PC12

东营-临沂 ZZ0405 10:00 11:30 CE208

东营-济宁 YJ1605 13:50 15:10 P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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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港航班

航线 航班号 起飞时间 到达时间 机型

北京（大兴）-东营 KN5185 9:55 11:20 B737

北京（首都）-东营 HU7177 20:00 21:05 B738

上海（浦东）-东营 HO1173 7:40 9:55 A321

上海（虹桥）-东营 9C8737 19:35 21:25 A320

广州-东营 HU7259 6:45 9:45 B738

大连-东营 HU7260 12:35 13:35 B738

成都-东营 CA4277 6:55 11:20 A321

郑州-东营 CA4277 10:00 11:20 A321

杭州-东营 HU7178 19:25 21:15 B738

西安-东营 GS7493 12:45 14:45 E190

乌鲁木齐-东营 GS7493 8:30 14:45 E190

武汉-东营
HU7063 16:35 18:30 B738

HU7379 16:20 18:05 B738

海口-东营 HU7063 13:20 18:30 B738

三亚-东营 HU7379 13:00 18:05 B738

天津-东营 GS7845 9:55 11:15 E190

厦门-东营 GS7846 15:50 18:25 E190

太原-东营 EU2216 12:25 14:20 ARJ21

威海-东营 EU2215 8:00 9:05 ARJ21

温州-东营 KN5186 11:10 13:40 B737

克拉玛依-东营 SC2210 15:25 20:35 B737

济南-东营 YJ1601 9:00 9:50 PC12

烟台-东营 YJ1603 12:20 13:10 PC12

临沂-东营 ZZ0406 12:30 14:00 CE208

济宁-东营 YJ1606 15:50 17:10 PC12

东营胜利机场航班时刻因天气、航空公司临时运力调整等原因可能出现临时调整，请以实时查询时刻为准，问询电
话：0546-297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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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时刻表

车次 列车类型 始发站 始发时间 经过站
经过站
到达时间

终点站

D6001 动车 济南 6:00 淄博 6:42 青岛

G6922 高速 泰安 9:08 淄博北 10:31 青岛北

D1631 动车 石家庄 10:30 淄博 13:56 青岛北

D1616 动车 威海 9:41 淄博 12:39 石家庄

D1634 动车 太原南 8:58 淄博 13:57 青岛北

D1638 动车 运城北 11:38 淄博 19:12 青岛

C671 城际 龙口市 10:55 淄博 15:55 济南

D6062 动车 烟台 11:15 淄博 13:48 济南东

G6957 高速 青岛北 7:59 淄博北 9:33 济南西

G1206 高速 哈尔滨西 8:06 淄博 17:23 青岛北

G1266 高速 长春西 10:16 淄博 18:18 青岛北

G1063 高速 北京南 9:28 淄博 12:21 青岛

G1840 高速 兰州西 9:05 淄博 20:14 青岛北

G1848 高速 长沙南 8:30 淄博 16:42 烟台

G1850 高速 烟台 10:09 淄博 13:01 长沙南

G276 高速 郑州东 13:12 淄博 17:34 青岛

G1840 高速 西安北 12:26 淄博 20:13 青岛北

G234 高速 上海虹桥 16:32 淄博 21:09 青岛

G246 高速 合肥南 6:40 淄博 10:34 青岛

G282 高速 杭州 14:03 淄博 19:27 青岛

G276 高速 广州南 6:48 淄博 17:39 青岛

G6986 高速 枣庄 7:00 淄博 9:09 荣成

Z274 直特 兰州 1:24 淄博 次日02:03 青岛北

K1132 快速 宝鸡 10:12 淄博 8:16 烟台



参展商手册
Exhibitor Manual

51 PAGE

备注：组委会公布的列车时刻表和相关车次等铁路信息仅供参考，如有变化请以当地火车站公布为准！

K1138 快速 南宁 12:26 淄博 第二日03:20 青岛

K206 快速 襄阳 11:47 淄博 次日05:18 青岛 

D1661 动车 石家庄 7:20 淄博 9:55 盐城

K1292 快速 太原 17:37 淄博 次日04:59 烟台

K1394 快速 佳木斯 18:32 淄博 第二日04:18 烟台

K68 快速 福州 15:50 淄博 次日17:21 青岛北

G6972 高速 荣成 8:43 淄博 次日15:20 菏泽东

D1626 动车 烟台 7:10 淄博 10:15 菏泽

G1206 高速 哈尔滨西 8:06 淄博 17:23 青岛北

Z352 直特 包头 10:45 淄博 次日07:03 青岛

T398 特快 深圳 7:32 淄博 次日08:06 青岛

Z168 直特 广州东 22:46 淄博 第二日02:40 青岛北

G2632 高速 连云港 9:00 临淄北 12:26 沈阳

G1100 高速 盐城北 14:50 临淄北 19:19 北京南

 列车售票中心电话：0546-69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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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青高铁临淄北站（广饶南站）列车时刻表

车次 始发站 始发时间 经过站
经过站
到达时间

经过站发
车时间↑

终点站 到达时间

G172 青岛 9:13 临淄北 当天10:57 10:59 天津西 13:26

G192 青岛北 12:55 临淄北 当天14:17 14:19 北京南 17:14

G2069 青岛北 15:00 临淄北 当天16:12 16:15 郑州东 21:52

G2072 青岛北 15:00 临淄北 当天16:12 16:15 郑州东 21:52

G2081 威海 10:50 临淄北 当天13:40 13:43 武汉 21:44

G2082 武汉 8:50 临淄北 当天15:57 15:59 威海 18:54

G2083 武汉 8:50 临淄北 当天15:57 15:59 威海 18:54

G2084 威海 10:50 临淄北 当天13:40 13:43 武汉 21:44

G221 青岛 7:00 临淄北 当天08:19 8:21 上海虹桥 13:58

G224 青岛 7:00 临淄北 当天08:19 8:21 上海虹桥 13:58

G2621 运城北 10:37 临淄北 当天17:59 18:01 青岛北 19:24

G2624 运城北 10:37 临淄北 当天17:59 18:01 青岛北 19:24

G2629 盐城 7:20 临淄北 当天12:13 12:15 沈阳 20:10

G2632 盐城 7:20 临淄北 当天12:13 12:15 沈阳 20:10

G2633 济南东 13:00 临淄北 当天13:35 13:37 连云港 16:43

G2635 济南西 9:41 临淄北 当天10:57 10:59 盐城 15:45

G2636 盐城 13:23 临淄北 当天17:56 17:58 济南西 19:01

G4215 北京南 6:14 临淄北 当天09:53 10:09 盐城 15:11

G4516 烟台南 6:35 临淄北 当天08:36 8:39 珲春 20:26

G4517 烟台南 6:35 临淄北 当天08:36 8:39 珲春 20:26

G469 北京南 8:20 临淄北 当天11:34 11:37 威海 14:32

G470 威海 14:52 临淄北 当天17:21 17:23 北京南 20:03

G6902 青岛北 6:52 临淄北 当天08:01 8:03 济南西 9:23

G6903 济南东 7:54 临淄北 当天08:29 8:31 青岛北 9:48

G6904 青岛北 9:57 临淄北 当天11:19 11:21 济南东 12:04

G6908 青岛 13:56 临淄北 当天15:31 15:33 济南西 17:11

G6909 济南西 8:35 临淄北 当天09:43 9:45 青岛 11:45

G6914 青岛 19:21 临淄北 当天20:54 20:56 济南东 21:25

G6917 济南西 15:39 临淄北 当天16:54 16:56 青岛北 18:27

G6934 烟台 12:34 临淄北 当天15:04 15:06 济南东 15:49

G6943 曲阜东 7:15 临淄北 当天09:08 9:10 烟台 11:28

G6988 荣成 16:33 临淄北 当天19:28 19:32 枣庄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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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饶汽车时刻表
广饶汽车站地址：孙武路135号
大王汽车站地址：潍高路泰兴花苑旁边

广饶汽车站电话：6450765   15254657733
大王汽车站电话：6851276   13864715151 

止 站 发车时间

淄博 8:10(始发)  8:40后一个小时一班

济南（中宇） 7:10  8:50  9:40  10:40  11:40

济南（大宇)    7:10—18:10     一小时一班

滨州 8:00左右开始每四十分钟一班（途径博兴 小营）

潍坊 8:00左右开始每四十分钟一班（途径寿光）

青州   13:50   （大王汽车站8:00-16:00一小时一班）

临朐 大王汽车站发车 8:00—15:00一小时一班（广饶站无）

临沂 7:50    （大王汽车站8:00  10:00  13:30）

沂水 8:40  14:30 （途径高桥 马站 蒋峪）

石岛 9:10（途径文登 乳山 海阳 莱阳 莱西 转烟台 威海）

黄城    9:00（途径龙口 莱州 蓬莱）

烟台 9:40

青岛 8:10  8:40  9:30  10:00  13:30

威海 10:20(途径莱阳 莱西 平度）

胶南 9:30(途径诸城)

胶州 9:30(途径高密)

日照 9:00（途径五莲）

北京 8:20（途径天津） （暂定）

章丘 9:00  14:20

聊城 8:30  9:00  15:00

泰安 7:30  9:00  13:20  14:30  15:30（途径莱芜）

济宁 7:30  8:00  8:40  9:10  14:00（途径曲阜 兖州）

曹县  7:30（途径定陶 菏泽 梁山 郓城）

巨野 7:30  8:50（途径梁山 郓城）

梁山 7:10

费县      7:30（途径平邑 新汶 新泰）

单县 8:40（途径济宁 曲阜 兖州）

嘉祥    8:40（途径济宁 曲阜 兖州）

宁阳    9:10（途径楼德 新汶 新泰）

滕州 8:30（途径邹城 曲阜）

肥城   8:20（途径安庄 汶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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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以上信息仅供参考，详情以客运汽车站即时发布的客运信息为准。临沂，临朐，青州建议去大
       王车站坐车，那边车次较多。

止 站 发车时间

成武 8:50（途径巨野 梁山 郓城）

定陶 8:50（途径菏泽 梁山 郓城）

东明 9:10（途径菏泽 梁山 郓城）

鄄城           8:30（途径梁山 郓城）

平邑 13:00（途径新汶 新泰）

楼德 14:00（途径新汶 新泰）

寿张 9:00（途径阳谷 东阿 聊城）

德州 8:00  13:00（途径商河 惠民 临邑 陵县）

沧州 10:20 （隔日班）（途径庆云 盐山 无棣）

乐陵 9:30  15:00（途径庆云 惠民）

邹平 9:20  12:20 15:20 （途径桓台 长山 新城）



参展商手册
Exhibitor Manual

55 PAGE

参展企业：                 　　展位号：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签字:              

项目 序号 名称
展期/单
价（元）

数量 备注

电源

1 临时电10A/1P 免费

2 临时电20A/1P 免费

3 15A/1P/24ht（照明用电） 免费

4 30A/1P/24ht（照明用电） 免费

5 15A/3P电源（设备用电） 800

6 30A/3P电源（设备用电） 1400

7 60A/3P电源（设备用电） 2000

8 100A/3P电源（设备用电） 3000

9 150A/3P电源（设备用电） 4000

10 200A/3P电源（设备用电） 5000

特装管理费

审查效果图

费
11 光地企业，按平方米收取 45

特装搭建押
金

12

50或50平米以下 2000

51-100平米 3000

101-150平米 4000

151-200平米 5000

201-250平米 6000

251-300平米 7000

301平米或301平米以上 8000

标展
押金

13 标准展位企业，9平米起 500

施工证 14 特装搭建施工证（元/张） 10

通行证 15 进场车辆通行证（元/张） 20

备注:

    1、填写后请于2022年4月30日之前回传。

    2、请租用电源的参展商或搭建商于2022年4月30日之前将电源箱的位置图一并回传。

    3、220V插座不能用作照明。

● 主场搭建收费服务
（截止日期：2022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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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预定

          第十三届广饶轮胎展广告类型

广告类型 广告位置 尺寸 价格(元)

会刊

封二 165mmX234mm 15000

封三 165mmX234mm 15000

封底 165mmX234mm 18000

内页 165mmX234mm 5000

吊旗

W1、W2、E1、E2 6m（高）X1.8m 1500

中央大厅回形走廊 2.5m（高）x4m 3000

大道旗
E1馆、W1馆南边及

室外广场
旗高约5米，画面0.7mx3.65m 3000

专业观众证
上边：9.5cmx5.0cm
下边：9.5cmx7.1cm

25000

参展商证 9.5cmx12.1cm 15000

中央大厅墙面广告 中央大厅两侧
东面、西面：

7m（高）x10m（宽）
30000

展馆外大型广告 E1馆、W1馆南边 4mx7m 18000

中央大厅吊旗 5mx7m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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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CIA BOARD
展台楣板

Deadline递交期限:
2022年4月1日
1st April,2022

Booth No.

展位号: 

             

楣板是指展位上方的公司名称（中英文）和展位号，请务必清晰填写。为避免发生错误，敬请用电

脑将以上内容输入妥当后，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给组委会。

The fascia board is that the company name (including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 and 

Booth NO., which is on the top of the exhibit booth. Please fill in correctly. To avoid 

making mistakes, please fill in the content on above carefully by computer and send it to the 

organization committee by Email. 

1、所有的参展商，请将您公司的名称填入下表，以便做在展台楣板上及在展览会指示牌上列明。 

All Exhibitors who booked the standard shell scheme through the contract should indicate 

in the space below the company name which will appear on the fascia．

2、参展商的名称必须用中文，英文填写。

The Exhibitor's name and description must be in English and Chinese．

3、如果参展商有中文名称，请将其填入表格。否则，组委会将根据标准翻译为参展商提供中文名称

If the Exhibitor has a standard Chinese name，it is necessary to indicate on this Form．

Otherwise，the Organizers will provide the Exhibitor with the Chinese name according to a standard 

translation.

参展商的英文名称请务必归范书写，例如：

The English company name of the exhibitor should be written standard. such as 

中文名称：中融商汇（北京）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Zhongrong Shanghui (Beijing)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o., Ltd

中文名称

Chinese Name：

英文名称

English Name：

负责人Person in charge: _________________   

单位签章Unit's signature and seal：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T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                                   

● 企业提供资料

①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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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企业

负责人 联系方式

一、防恐安全责任　

1、参展商负责展位区域内的消防、治安、防恐安全工作。　

2、参展商须保证展会期间所雇人员身份的合法性，并对雇佣人员在展会期间的行为负责。

3、参展商须向组委会提供参展企业负责人有效证件复印件一份。 

4、若出现突发事件，参展人员必须服从公安部门或组委会工作人员的统一指挥。如有防碍或不服从指

挥的参展商，组委会有权取消其参展资格，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参展商承担责任。

5、参展展品必须符合国家质量管理的有关规定，禁止携带或替他人保管易燃易爆物品、有毒物品放射

性物品和其他危险品。 

6、参展商如在展会期间举办促销优惠或馈赠礼品等活动，须提前以书面形式向组委会报告，并采取相

应的安全措施，避免在活动中发生拥挤、踩踏事件。 

二、消防安全责任　　 

1、参展商在展会期间严禁对通道、安全门、应急灯、消火栓、灭火器、消防喷淋装置、火警报警器等

消防安全设施进行改造、改装或移动。 

2、参展商严禁影响和阻塞紧急通道，严禁阻挡灭火器、消防栓等安全设施，组委会有权要求参展商将

各种对安全构成威胁的物品移开。 

3、参展商严禁在消防卷帘门下摆放物品，消防卷帘门滑道两边不准悬挂任何装饰物。

4、严禁参展商在展馆内烧煮、烧烤、明火操作、切割金属，严禁在展馆内使用各类加热器和电热器。 

5、参展商不得在展馆内调漆、喷漆或用汽油、酒精等易燃物进行清洗作业。

6、展馆内严禁吸烟。　

三、用电安全责任　 

参展商如需用电，须通知展馆电工，经同意后方可接电。不准插排落地，不准私自乱拉、乱接电线和

电源。 

四、治安管理责任　　　

1、严禁在展馆内寻衅滋事，打架斗殴。　

2、严防盗窃，参展商自行负责保管贵重物品及现金等。

3、参展商自行负责保管展位区域内的物品。参展人员须按规定时间到、离展馆，如自身原因造成物品

损坏、丢失，由参展商自行承担责任。

4、展会期间所有展品展具，未经组委会批准，一律不准携带出场馆。　 

五、展会期间，参展商需保证展位搭建的质量，如违反安全规定，组委会有权要求其限时整改、查封

展位直至清除出馆，由此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失，参展商承担一切责任。

六、组委会推荐指定特装搭建商为参展商搭建特装展位。

展位号及名称：

参展企业签章：                                       责任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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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D in the OFFICIAL CATALOGUE

刊登在展览会会刊资料

Deadline递交期限:
2022年4月1日
1st April,2022

Booth No.

展位号: 

           

A. 公司联系资料-中文 Exhibitor Information in Chinese  

（国外公司可填写中国代理商/经销商/办事处资料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can fill in Chinese 

Agent/Distributor/Local Office）

公司名称：                                                     

地址：                                                          

电话：                             

电邮：                             

网址：                             

B. 公司联系资料—英文 Exhibitor Information in English

Company Name:                                    

Postal Address:                                             

Tel:                 

Email:                          

Website:                                        

The above contact is our上列联络处为我司的：(  ) Agent/Distributor 代理商/经销商；(  ) Local 

Office中国办事处；(  ) Others, please specify 其它，请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mpany Profile 公司简介

The Chinese company profile should not more than 200 Chinese words,and English version 

shall not not exceed 200 words, if exceeded its limit,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will retain 

the right to delete and will not inform the relevant company. If only provide the Chinese 

version,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does not provid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vices, the exhibitors 

will take all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fects of the part of Chinese and English company 

profile. 

公司简介中文不超过200字、英文不超过200字，如超出限制，组委会将保留删改权，不再告知有关参

展商。只提供中文描述，组委会概不提供英文翻译服务，由此造成公司简介中英文部分的缺损由参展

商自己负责。

Maximum200 words in Chinese中文描述: 

Maximum200 words in English英文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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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为     第十三届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     参展企业，

企业名称：                                     

展位号：                  

规格：                       ，现委托                                                    

公司为我方展台搭建商，且证明：

1、该搭建商经考察审核合格确认为本展位唯一指定搭建商，且具有搭建资格；

2、该搭建商已同本企业签定相关搭建合同，确保展台安全施工及正常运行；

3、我公司已明确组委会施工管理相关安全细则，并通知我方指定委托搭建商在现场

确保施工安全；

4、配合组委会施工并对展台安全进行监督，如违反组委会相关施工安全规定，组委

会有权对展位进行处理；

    本企业承诺将对搭建商进行监督，若违反组委会施工管理相关规定，组委会有

权追究我方一切责任。

                               

                                 参展企业 （盖章）

                                 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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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_____________

搭建商名称：                                           

     根据《山东省消防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广饶国际博览中心相关规章制

度有关规定，为明确甲、乙双方责任，做好布展、参展期间的安全、治安、消防工作，特签订本特装

搭建安全承诺书，具体内容如下：

    1、严格遵守广饶国际博览中心相关规章制度，服从组委会施工管理人员的施工管理和监督检查，保

       证展台和人身安全。

    2、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正确佩戴经相关单位检测合格的安全帽，调整好松紧大小，帽绳必须拴紧下颚 

       带，防止脱落。

    3、高于两米以上要有高空作业许可证。高于2.5米的人字梯不许进场，不得使用劣质梯子；梯子上  

       只允许1人作业，1-2人在梯旁防护；不允许站在最顶端作业，梯子移动时不允许梯上站人。

    4、脚手架上只允许1人作业，带轮的脚手架必须站1-2人帮扶和注意碰撞，脚手架移动时不允许架上  

       站人。施工人员不允许站或骑在展位顶部、桁架、展柜顶部上方作业。

    5、馆内不得穿拖鞋、光膀作业，严禁酒后作业、疲惫作业。

    6、施工现场的安全和防火由施工单位负责，施工单位必须确定一名施工现场安全责任人在施工现     

       场，全面负责施工现场的安全、防火工作及施工队伍的管理。

    7、展台结构必须牢固、安全，搭建材料应使用难燃或经过阻燃处理的材料，符合环保要求，线材必

       须使用双层绝缘导线。

    8、展台结构严禁未按要求在展馆顶部、柱子、围栏及各种专用管线上吊挂、捆绑，所有结构应和自

       身主体结构连接。

    9、严禁私自利用展馆顶部网架作为吊装展台结构的工具，如有违反组委会有权对该单位作出处罚。

    10、展馆防火卷帘门下不得搭建展台结构，如有违反，组委会有权对该单位作出处罚。

    11、使用玻璃装饰展台，应采用钢化玻璃，并确保安装可靠，以防破碎伤人。

    12、每展台应单独申请施工用电、展期用电，严禁私拉乱接电源。电器操作人员应持有劳动部门颁 

        发的特种作业电工操作证。

    13、展台施工不得使用易燃、易爆物品，禁止明火作业，施工人员禁止在展馆内吸烟。

    14、展台施工人员需配戴组委会核发的施工证件，一人一证，定人定岗，严禁证件与展位不符和倒

        证现象的发生。

    15、照明灯具、霓虹灯灯具、各种用电设施及材料应具有国家专业安全认证，应按照国家电气规程

        标准施工、安装、使用。禁止直接在展馆装饰物上安装灯具作为灯箱。

    16、搭建商不得私自动用展馆配电箱、水源、气源等固定设施。

    17、如有申请悬挂点的参展商，最终位置及数量确认以组委会核实为准并必须使用飞机带，悬挂作

        业人员必须持有劳动部门颁发的高空作业操作证。

    18、施工过程中，因违反上述规定，组委会将视情节轻重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因违反上述规定，  

        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和责任，由搭建商负责，并承担由此给组委会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

    19、要求参展商在设计特装搭建效果图时，按照消防法规，留足消防疏散通道，严禁参展商的展位 

        遮挡消防栓、手报器等消防设施，阻塞消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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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在审查确定特装搭建效果图和特装工程方案时，要求平面设计图、立体设计图、效果图三图齐 

       全，并严把特装设计方案消防安全评审第一关，针对展会的特点单独制定消防应急方案。

   21、在施工、装修、布展中不得阻挡、挪用、圈占、损坏消防栓、摄像头等消防安全设施，任何物体 

       必须与天花板保持0.8米以上的净空。任何物体不得影响喷淋头、烟感探头发挥功能。

   22、展位搭建不得封顶，严禁使用弹力布（弹力网眼布）。督促搭建人员对木质易燃材料必须双面涂

       刷防火涂料三遍，广告灯箱要留有散热孔和符合防火要求。

   23、展厅内如只设一条通道的，该通道宽度不得小于5米，展厅内设两条或以上通道的，通道宽度不 

       得小于3米。

   24、电线需穿阻燃管，严禁裸露接线，乱接、乱拉电线和擅自安装电气设备（含照明灯、广告灯 

       饰）。确需要安装者，必须事先向组委会申报，并由组委会负责安装。若自行安装，必须经技术

       保障部技术审核、书面批准。

   25、特装展位要配备消防器材：灭火器由搭建商交押金领取，≤36平方米配备一组。＞36平方米配备

       2组。 

   26、展会开幕后，搭建商需留电工、木工等工种人员值班，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27、参展商及搭建商对本展位施工安全质量承担责任，如因违规施工等行为造成展位坍塌、坠物、失

       火等并造成现场人员生命及财产损失，均由参展商及搭建商承担赔偿责任，组委会不承担任何损  

       害赔偿责任及连带责任。

   28、撤展期间，各搭建商不得野蛮施工、违规撤除展台，违者组委会将视情节轻重给予严肃处理。

   29、搭建商应随时接受组委会管理人员的监督检查，对提出的不安全隐患立即整改。 

   30、经组委会确认，搭建商在施工期间无违反本责任书及其他相关管理规定的行为且验收合格，组委 

       会可如数退还搭建商参展装修施工押金；如搭建商在施工期间，违反本责任书及其他相关管理规 

       定，给组委会造成经济损失和不良影响的，组委会有权要求搭建商立即停止施工，并酌情扣留部

       分或全部装修押金作为违约金；因搭建商过失，造成重大责任事故，搭建商需承担法律责任，并

       赔偿组委会的全部经济损失。 

搭建商（盖章）：

授权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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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名称 第十三届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

搭建商 电话

参展企业 电话

施工地点（展位号）

施工时间 2022年  月  日    9：00—18：00，

撤馆时间 2022年  月  日    16：00后

施工面积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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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建商负责人 姓名： 手机：

搭建商安全责任人 姓名： 手机：

吊点数量 各点悬挂物重量：

搭建材料

用电情况 施工用电： 展期用电：

用    水：         处

电    话：         部

申报人 电话

入场组意见

注意：

1、请将搭建人员身份证号、电工及其他特殊工种的技术证书复印件附在本表之后。

2、标准展位改为空地展位后，所有标准按照空地展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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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装展台办理施工需提供以下材料：     
              

序号 文件名称 备  注

1 搭建商资质证明 营业执照复印件、施工资质复印件 

2 委托搭建证明 需参展商加盖公章 

3 特装展位施工申报表 需搭建商加盖公章

4 特装搭建安全承诺书 需搭建商加盖公章

5 消防安全责任书 需搭建商加盖公章

6 展台施工图 需标注电路、配电箱安装位置

7 展台立面效果图 需标注尺寸、效果图需提供彩色图纸

备注：以上资料需在2022年4月30日之前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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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展企业需提交资料

                          参展申请表

                             楣板

                           会刊资料

                      特装企业需提交资料

企业提交资料

参展申请表

会刊资料

参展企业安全承诺书

委托搭建证明（非指定搭建商搭建）

搭建商
提交资料

搭建商资质证明

特装展位施工申报表

特装搭建安全承诺书

消防安全责任书

展台施工图

展台立面效果图

主场搭建收费服务

二、请参展商接到通知后立即通知各自的搭建商，并提前准备好上述相关资料到现场办理

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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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 山东省地图

● 广饶县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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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位置为广饶国际博览中心,位于广饶县乐安大街以北，国安路与顺安路之间。

      广饶县出租车电话：0546-6663456 / 0546-6666111 / 0546-6666333

● 广饶国际博览中心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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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组委会

地址：山东省广饶国际博览中心（山东省广饶县乐安大街997号）	邮编：257300
电话：0546-7797755	/	7793720	/	7799000	
Email:	grltzzlb@126.com
网址：http://www.chinagrtae.com

中融商汇（北京）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和义西里二区36号院2号楼-1至5层101内1层C10620			
邮编：100078
电话：010-64395356	
E-mail:	zhengchong@zonro.cn
网址：www.zonro.cn

The 13th China (Guangrao) International Rubber Tire 
& Auto Accessory Exhibition Organizing Committee
Address: Guangrao International Expo Center,Shandong, China (No.997 Le'an Street, 
Guangrao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Zip code: 257300
Tel: +86-0546-7797755  / 7793720 / 7799000
Email : grltzzlb@126.com
Website: http://www.chinagrtae.com

Zhongrong Shanghui (Beijing)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o.,Ltd
Address: Floors 1-5, building 2, yard 36, heyixili Second District, Fengtai District, Beijing 
C10620 on the first floor in 101        
Zip code: 100078
 Tel: +86-010-010-64395356
Email : zhengchong@zonro.cn
Website: www.zonro.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