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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参展商的一封信
全面防控方案，助您安心参展

各位亲爱的参展商：

首先感谢贵司对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的支持！

在国家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工作决策部署下，作为展会的主办方，广州光亚法兰克福

展览有限公司既要保证展会顺利开展，同时保障所有参与展会的企业、观众和员工的健康安全更是我们工作

的重中之重。请知悉：8月3日至6日即将开幕的【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我们已经安排

了高标准的清洁消毒措施、完善的展会疫情防控方案以及快速的应急方案。

1.我们设立了疫情防控小组
   疫情防控小组由展会负责人担任组长。在展会的入口厅，和各个展馆都有负责的组员，展前和现场我们将 

   公示防控小组成员的联系方式，若您在参展期间有任何突发的紧急状况，请务必联系您所在展馆的负责

   人。

2.现场专设隔离区和医务室
   我们将在现场搭建隔离区和医务室，配备口罩、红外线体温计和一次性手套等基本防控用品，并会邀请专  

   业医生驻场。

   展馆AB区设有医疗室，地点如下：

   A区：珠江散步道4号馆1号柜台     电话：020-89130120

   B区：珠江散步道9号馆4号柜台     电话：020-89124120

   询问集中隔离场所问题，请致电“12345”或“12320”热线电话；急诊就医请致电“120”急救电话。

3.展区的卫生保障
  3.1组织外包单位进一步提高保洁垃圾清理的频次和效率, 保证生活垃圾及时清理;进一步加强对卫生间、电 

      梯间等传染风险高的重点区域的保洁工作。

  3.2制定规范的消毒作业安全操作要求，确保消毒消杀作业过程的用药安全、人员安全、场地安全。

  3.3公用垃圾桶全部加盖、密闭，并及时清运；同时在展厅门口、公共区域显要位置等部位增设废弃口罩专 

      用垃圾桶，垃圾桶内外及周边场地每天使用含氯消毒剂或酒精进行喷洒消毒，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3.4展览进场前及撤展后，分别对展览租用如展厅、办证大厅、医疗点、珠散柜台等场所进行全方位、无死  

       角消毒消杀。

4.加强门禁管理
  4.1展前

  · 设置合理的登记方案，入场前设缓冲区，严控缓冲区人员数量、进出及分布。

  · 尽可能的提前收集展会相关人员信息并存档。

  · 根据参展展位面积大小，及所在馆号。安排参展商分时段分批入场及离场。

  · 鼓励专业观众提前线上登记，避免现场在入口大厅停留过长时间。对于各买家团的入场时间，做到提前规  

    划，分批分时段安排入场及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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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展会期间

 · 我们会加强门禁管理，对所有入场人员（含入馆车辆司乘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并检查健康码后，方可进入展会 

   区域。入场人员需全程佩戴口罩。

 · 外籍人员参与展会的，提供近7天内有效的核酸检测报告，且检测结果为阴性的可进入展馆。

 · 如有体温高于37.3℃或有咳嗽、乏力或腹泻等症状者一律禁止进入活动场地，引导至隔离区，并妥善安排至定点

   医疗机构就诊。

 · 对所有人员进行实名注册登记。建立人员信息库，并将相关信息根据类别分类，每日存档。

5.展会区域管理
   5.1主场搭建商负责提醒各承建商佩戴口罩，以及对工作人员进行实名注册工作。

   5.2疫情期间，保证标准展位、光地、大会活动区内桌椅和展示柜摆放间隔1.5米。

   5.3于展商报到处、主场服务柜台、现场登记区、问讯处和入口设置排队隔离设施，地面按照1米间隔做好点位地  

        贴，尽可能保证人与人之间距离大于1米。

   5.4现场设置防疫警示标识、测温指示牌、明确参观须知、疫情防控要求、医务室隔离区位置及相关联系方式。

6.现场工作人员管理
   6.1 展前

   · 统一对工作人员进行防疫知识培训，讲解防疫技巧和处置措施。

   · 提前做好健康排查，建立工作人员健康档案。

   · 展前为现场工作人员投保肺炎疫情防控疾病险，并推荐参展商为企业参展人员购买相应保险以降低风险。

   6.2 展会期间

   · 确认现场工作人员都有绿色的健康码。

   · 工作人员需洗手及测量体温后，方可上岗。

   · 每天测量两次体温，实行工作人员每日健康登记制度，工作人员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口罩。

7.防控用品的准备
  展会现场，我们将配备口罩、消毒液、免洗洗手液、一次性手套、纸巾、消毒湿巾和体温计等防控用品，确保展  

  会期间防控需求。

我们将时刻关注疫情的发展动态，积极与相关部门保持联系与沟通，及时调整各项应急措施和部署。感谢各参展商

一直以来给予我们的信任、支持与理解，【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与行业伙伴一起并肩作战，

共克时艰，共同迎接疫情过后美好的未来！

                                                                                  【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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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牧国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68号中洲中心
北塔2004单元
电 话：（86）20- 34099773 34099783
传 真：（86）20- 30499395
联系人：方学明 18028625699
               陈大航 13527864215

广州横竖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新塘汽车城大道东凌广场A座2601
电话：（86）20- 28106852，28106825
联系人：刘小姐  
手  机：15818863625

广州市天圆展览设计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38号世港国际A栋3楼
电话：（86）020- 89205870
联系人：钟文息 13527766880
               王  勇  13760896415

广州叁迪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番禺区汉溪大道298号保利大都汇B8栋1812
电 话：（86）20- 84711271
传 真：（86）20- 38391419
联系人：潘小姐  
手  机:13710273167

广州众悦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天河软件园建中路66号佳都商务大厦西塔601- 602
电话：020- 85556825
联系人：程晓华
手机号:13825098286

广州恒太展示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天河区汇彩路领汇创展商业中心D9栋2层 
电 话：（86）20- 23368535
联系人：高先生 
手 机：13760784437

广州米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黄埔村大涌街16号201房
电 话：（86）20- 29884189
联系人：詹福生
手 机：13697471669

广州壮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智慧城天慧路18号6楼
电话：（86）20- 32615418
联系人：鲁先生
手  机：18620907252

广州波镨展览设计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黄埔古村柳塘大街23号1- 3层
电话：（86）020- 85697404
传真：（86）020- 38055948
联系人：曾 诚 13128627606   林丽艳 13728025604

广州雅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龙步西路龙怡苑A1201
电话：（86）20- 82599004
传真：（86）20- 82599004
联系人：左红莲  
手机： 13042038436

广州天川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艺苑南路13大院5栋201－2
电话：（86）20- 34258115
联系人：袁涛
手机：  13751893352

广东林志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中山大道中130号汇诚大厦901室
电 话：（86）20- 82303850
传 真：（86）20- 32204100 
联系人：尹  娟：18666071080  
              江合文13544488895

广州市天雕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122号东景广场E栋502室
电 话：（86）20- 23373923 23373419
传 真：（86）20- 89852720
联系人：金小姐13535095055 
              李 工 13924176779

广州裕飞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666号1510室 
电 话（86）20- 28382677 
联系人：赖小姐   
手  机：1371164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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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首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村东横三路8号B栋401房
电话：（86）20- 29840768
传真：（86）20- 82526796
联系人：曾先生  
手  机：15920323209

广州磊翔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金鱼街1号D栋303室
电 话：（86）20- 82514658
传 真：（86）20- 82514658
联系人：郭先生 
手  机： 13826132997

广州东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中洲中心南塔C座1009
电话: （86）20- 84386090
传真：（86）20- 89883580
联系人：YO YO 18666629511
               黄海智18620150509

彼恩展览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赤岗西路畅流工业园10号楼101
电话：（86）20- 84225914
传真：（86）20- 84216630
联系人：萧飞 
手 机：13539799911

广州展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会展南四路大家庭花园159号商城309室
电话：（86）20- 31950072
传真：（86）20- 31950073
联系人：朱鑫 13424047958
              朱文18922488579

广东弗洛国际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灵山东路吉大创意园B区339
电话：（86）20- 29017257
传真：（86）20- 29017257
联系人：王小姐  
手 机  1372527 6414

广州双宬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圃兴路中邦商务中心C座205房
电 话：（86）20- 32373052
传 真：（86）20- 32373025
联系人：刘才
手 机：13794346249

艾创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00号保利世界
贸易中心C座西塔2112
电 话： （86）20- 22233579；021- 33680869
传 真： （86）20- 22233515
联系人：宾志成  
手  机：13002012689

广州优迈展览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北路707号E座2203室
电 话：（86）20- 38906613
传 真：（86）20- 38906085
联系人：胡小姐 13560186461  
              胡先生13556015012

广东国优广告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842号百团千军大厦二楼
联系人：曾招荣   13725459887
               喻  婷   15918564062

广州领帆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新港东路2429号科技大楼第一层108房
电 话：（86）20- 89115137
联系人：王成康 13380025315
              赵明诛18221356772

广州笔创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天河区珠村豪汇商务中心B座6层
电  话：（86）20- 82023009
传  真：（86）20- 82023009
联系人：刘小姐 
手  机：1862046 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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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昊明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437号琶洲会展
创意园A栋508- 509室
电 话：020- 34261153
联系人：杨永益
手机：13560145878

广州品智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黄埔区科丰路85号万达广场C2栋705
联系人：常  雪13660600552
               张贝加13422135859
               潘  炎 13924002987

圆桌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新港东路1068号中洲中心南塔C座1911- 1912室
电话：（86）20- 89231116
传真：（86）20- 89231116
联系人：陈燕芳
手  机：13611400004

广州天易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汉溪大道奥园城市天地五区6栋2022
电话：（86）20- 82316991
传真：（86）20- 82316991
联系人：夏辉明
手机： 13422222837

广州市展弘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花都三东大道与凤凰北路
交叉口东18- 21号1- 3层 
电话：020—29071588
联系人：陈小姐
手机微信：1379810 5588

和平展览（北京）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海珠区琶洲会展创意园A栋2111室
电话：（86）20- 31959682
联系人：刘文斋
手机： 18910296836

广州鼎毅展览设计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增城区新塘大道西361号悦顺大厦
15楼S09- 11
电 话：（86）20- 82324002
联系人：梁霞
手 机：1892756 4007

广州市博大展览装饰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夏东二路尚龙大厦A座7楼
联系人:艾琳
电话:020- 36406269
手机:13826201192

广州交易会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凤浦中路679号广交会大厦8楼 
电话:（86）20- 89268266
传真（86）20- 89268222 
联系人:解小姐13922249725 
            孙小姐13826183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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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国内联络         

大会主场                                              
承建商

大会指定国内    
展品运输商      

大会指定海外
展品运输商 

支持单位      

展会荣誉                   中国商务部引导支持展会／美国商务部认证展会／中国十佳专业品牌展会 

大会网络伙伴            阿拉丁照明网www.alighting.cn     阿拉丁商城www.alighting.com      阿拉丁国际站www.lightstrade.co

李小姐 电话：（86）20 3604 7286 
传真：(86) 20 3604 7797 

黄小姐
电话：(86) 20 36047180
移动电话： (86) 17328674768
电邮：gyhy168@163.com

联系人： 王维先生/周圣杰
电话：+86 (020) 3652 2522
移动电话：+86- 13427546845/13510480135 
电邮：  Nanco.wang@aptshowfreight.com

Contact: Wangwei/Zhoushengjie
Tel: +86- 020- 3652 2522
Mob: +86- 13510480135
Contact: Mr. J im Zhou 
Email: J im.zhou@aptshowfreight.com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光亚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智慧城天慧路18号

广州壮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智慧城天慧路18号6楼

上海安普特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371- 1号楼28楼A2146号

APT SHOWFREIGHT SHANGHAI CO.,LTD. 
GUANGZHOU BRANCH
APT Showfreight Shanghai Co., Ltd Guangzhou Branch 
Room A2146, 28 Floor, Building 1 371 Wushan Road,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PR.C

亚太地区智慧绿建筑联盟 (APIGBA)
亚洲智能建筑学会 (AIIB)
蓝牙技术联盟
中国智能家居产业联盟 (CSHIA) 
加拿大大陆自动化建筑协 (CABA)
EnOcean 联盟
大中华酒店工程师协会
中国公共机构绿色节能产业创新联盟
广东省陈设艺术协会
广东省房地产行业协会
香港电器工程商会有限公司 (HKECA)
KNX协会
LonMark国际协会
现代建筑电气杂志社

千家智客
房采圈
深圳市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协会
社团法人台湾智慧建筑协会 (TIBA)
马来西亚电业公会 (TEEAM)
亚洲太平洋电气工事协会联合会 (FAPECA)
广东省自动化学会 (GAA)
香港机电工程商联会 (HKFEMC)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智能分会 (CEEDI)
CSA 联盟
《影院砖家》
《屏端互联线上影音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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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重要日期及展览会日程安排

递交服务申请表格的截止日期（具体服务内容及申请表格请查看附件）

I. 请按表格所述日期将表格返回至相关服务商

展览会日程安排

布展
2022年7月31至2日（星期日至星期二）           上午9:00至下午5:00       光地展台搭建商进场
2022年8月1至2日（星期一至星期二）                     上午9:00至下午5:00       标准展台展商进场

展期
2022年8月3至5日（星期三至星期五）                    上午9:30至下午6:00       展览会开放
2022年8月6日（星期六）                      上午9:30至下午2:00       展览会开放

撤展
2022年8月6日（星期六）                      下午2:00至晚上9:00       撤展

请注意：
1、为确保贵司物品安全，我们强烈建议参展商在展览会开放前半小时到场，8月3日参展商可于上午8:30进场，看
      管展品及财物。               
2、观众登记处将于闭馆前半小时关闭。
3、参展商撤展车辆必须在2022年8月6日下午2: 00以后方可进入展馆。
4、超过布展撤展的指定时间段仍需要加班的展台，须在所述指定日下午3点之前前往大会指定主场服务商- 广州壮展 
     展览服务有限公司现场服务柜台办理相关手续，如超时工作通知于当日下午3点之后收到，将另外加收20%手续  
     费。超时加班费标准：17:00- 23:00为18元/平米/3小时，23:00- 2:00为27元/平米每3小时。
5、如需7月30号提前进馆加班，参展商可于7月15日前向大会指定主场服务商- 广州壮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申请，并     
      缴纳提前进馆加班费，办理提前进馆车证。提前进馆收费标准：35元/平方米/ 8小时。
6、加班费如有变动，以现场计价为准！ 

序列                     内容                                       表格号码        页数         截止日期

1                  参展人员              参展商入场证申请                表格 1                                

                       展位楣板 - 公司名称                表格 2

                                              （标准展位必填）   

                                           临时翻译工作人员聘请             表格 3

                                                预定酒店服务                           表格 4  

2               货运服务              安排运输表格                           表格 5

3               展台搭建服务      增订额外展台设备               表格 6  

                                                增订设备附图                           表格 7  

                                            电力及设备供应               表格 8  

                                            光地展商委托书                表格 9  

                            光地展台安全承诺书               表格 10  

                                            施工违规扣罚规定               表格 11  

4                其它            知识产权投诉受理

2022- 7月15日

2022- 7月15日

2022- 7月15日

27

28

29

33

36

40

41

42

30- 31

34- 35

38- 39

2022- 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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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重要日期及展览会日程安排 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展览会规章

1. 政府法令
   本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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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效
        的入境签证。
    b)大会将尽力协助展商申请入境签证，但不保证申请人一定取得签证。
    c)签证申请失败亦不构成取消参展合约的原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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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及样品），例如印刷品、投影片、录像带或其它对观  
 众展示的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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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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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携带展品入场。
    展商必须：
    a)通知大会指定运输商为展品清关。
    b)我们建议参展商不要以手提行李形式把展品带入中国境内，因为这可能被海关扣留或征收不必要的税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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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要以手提行李形式把展品从海外地区，  
    或中国国内其它地区带入会场，请先向大会运输商联络，以办理有关的清关手续。
    c)会场内派发的赠品及纪念品，须缴付进口税。参展商必须在派送赠品前，经由大会指定运输商向海关提出赠品  
    清单，并详列数量及价格。
    d)请随身携带所有海关开立的收据，以便需要时提出证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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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人士参观。

6. 防火安全规定
   a)展览馆内严禁吸烟。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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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主办单位可依据相关部门授权，发布其它规定。

7. 保险事宜
    主办单位负责整个会场保安，但对涉及或影响参展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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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参展商必须自行负责办理保险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对展位上的陈列品、展品、展位的固定装  
     置和附属设施的保险：同时主办单位对由其它第三者所遭致的盗窃、火警或由于公共（包括持有人的责任）和  
     其它自然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或损害，亦不负责赔偿和法律责任。

8. 摄影、录像和录音
   展览馆内不得摄影、录像和录音。

9. 展品的接收
   主办单位不负责接收或贮存任何展品或展位物料，参展商应自行安排职员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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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展品的装饰
    a) 所有装饰品必须摆放在展位范围内。
    b) 任何面对通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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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11. 展品的拆运
    参展商展品只可于 2022 年 8 月 6 日下午 2：00 起开始拆卸。主办单位对拆运期间展品的损毁及遗漏一概不    
      负任何责任。所有遗留的材料，将由主办单位视作被抛弃的情况处理，其中产生的费用将由参展商承担。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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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由展馆负责接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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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展商资料派发
      参展商只可在展位范围内派发其宣传资料，不得在走道及馆内之公众地方派发。

14. 声量控制
      为了在展馆内营造一个安静的商务交流环境 , 参展商严禁对参观来宾或其他参展商带来噪音滋扰 . 展会期间噪
      音指数应控制在 75 分贝以下 . 参展商必须严格执行主办方设定的场地声量控制的相关条例 . 主办方将贯彻执行
      以下设定的场地声量控制的相关条例以及感谢您对此的支持与配合 .
      相关条例 :
      1) 展会期间噪音指数应控制在 75 分贝以下 .
      2) 如果没有预先得到主办方的核准而声量超过了 75db，且接到声量投诉的展位，参展商将会收到口头的警告
          且会被要求降低声量。
      3) 对于收到口头警告后仍未遵循规定的展商，主办方将发出正式的书面警告。
      4) 对于收到书面警告后仍未遵循规定的展商，主办方将切断展商 2 小时的展位电力供应以示惩罚。

15. 政治议题
      所有参展商，尤其是来自台湾的参展商，请不要任何广告、宣传品及名片上运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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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政府对 
   此等字眼非常敏感，公安人员随时巡查会场，违反规例的物品可能会被没收、充公。

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展览会规章



11

第三章      展商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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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展览馆位置及服务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展览馆位置及服务

展览馆位置

地址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中国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 380 号

展览会场地                 B 区 2 楼 11.2 展厅                                   

通往展览馆路线

由白云机场： 乘出租车约 50 分钟，或乘坐机场巴士进入市区乘出租车。

由广州火车总站： 乘出租车约 30 分钟，或乘坐地铁 2 号线在昌岗站换乘 8 号线在新港东站 A 出口，约 20 分钟。

由广州火车东站： 乘出租车约 20 分钟，或乘坐地铁 3 号线在客村站转乘 8 号线，在新港东站 A 出口，约 20 分钟。

参展商报到处        12.2 展厅门外（1 号柜台）（珠江散步道）
 

展览馆内服务

服务 地点（珠江散步道）                                 服务详情
商务中心 A 区 2- 6 柜台、4- 2 柜台、5- 2 柜台
                                  B 区 9- 3 柜台                                          提供传真、复印、互联网、印刷及售卖电话卡等服务
电子商务中心 A 区 8.1 号馆 1 号及 4 号柜台旁                互联网、打印、手机充电
邮局 A 区 1- 6 柜台、B 区 13- 2 柜台               国外及国内快递、邮件及包裹
电讯商 A 区 3- 4 柜台                                           中国移动服务柜台
银行 B 区入口近中平台方向                              中国银行及建设银行
餐厅 A 区 2.1 展厅观众入口正对面
                                  B 区 9.2 展厅对面地下                              饮品、食物及其他小卖 （麦当劳）

卸货入口 11.2 展厅南门        7.6 米（宽）×  5.3 米（高）



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展览馆位置及服务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展览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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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贵司参加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此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已踏入第十九届，在展会规模和行业影响力上已居世界第一。我们从
2004年开始已在展会现场使用电脑化观众登记系统，为与会者提供更佳的服务及吸引更多世界各地专业买家。

为配合我们进一步提高展会的专业水平，由现在开始，贵司客户可循下列途径登记成为展会观众：

网上预登记
为节省买家于现场排队登记时间，我们提供网上免费买家预登记服务

微信预登记
请发展商特定微信邀请函邀请你们的买家提前预登记，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
会）填写观展登记，成功提交后凭借预登记编号，便可到预登记处打印入场证。

现场登记
如贵司客户未能赶及在网上进行预登记，亦可现场关注微信公众号“ 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观展
登记或现场登记柜台办理登记手续，如前所述，凭登记编号亦可获免人民币50元入场费。
请注意每位买家只需登记一次，重复登记将不会获发入场证。如需更多请柬，请与我们联络。
请提醒贵司所邀请的客户于展会范围内带上入场胸卡，所有未配带胸卡的人士，会被要求离场。
谢谢你的合作，并预祝贵司展出成功！

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参展商预先登记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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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参展商预先登记须知 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标准展位参展商须知 

9 平方米（3 米 × 3 米）标准展位设备及服务包括：

●  完整展位搭建
●  墙到墙地毯
●  展位楣板（3.5 米高），写有展位编号、公司中英文名称
●  （1× 2.5m 高）三面围板
●  1 张桌子及 2 张椅子
●  3 支射灯包括电费
●  1 个 3A 插座（用电量限 500W 以内）
●  1 个垃圾篓
●  参展商名录
●  买家邀请函
●  宣传及市场信息支持

9 平方米标准展位设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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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标准展位参展商须知 

1. 所有标准展位均须由展馆进行设计和安装，所有标准展位展商须填妥表格 2《展台楣板》，并于规定期限前回传 
    至大会主办单位。
2. 所有标准展台设施均属租用性质。
3. 参展商不准擅自对标准展位的结构作任何改动，也不得拆除其中的组合件，如果参展商需要在展位内拆除或改动  
   任何标准设施的位置（例如射灯），参展商必须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前将注有清楚显示展台设计图连同清晰的
   指示交予大会主场承建商，逾期将不予受理。
4. 不得在标准展位的结构上附加任何额外的展位设施或装饰物。
5. 任何标准展位的独立装饰皆不能超过 2.5 米，或超越指定的展位范围，包括展位楣板、宣传对象及标志等。如设  
    施或装饰可能超过 2.5 米高，请与大会主场承建商联络及查询。
6. 不可在隔板或地板上钉上任何钉子或任何其它附着物。如果展位的固定装置及设施有所损坏，则由参展商负责赔 
    偿损失。
7. 标准展位内提供的插座只可用于电视机、电脑、饮水机等一般家用设备，严禁用于展示设备机械接驳或者照明接
    驳。若展商自带灯具，必须另外申请照明电源开关箱；若有展示设备或机械需要使用电源的，必须另外申请动力
    电源开关箱；照明电源和动力电源两者不得合用，必须分开申请；多项插座不允许使用，以防由于超负荷造成短路。
8. 参展商如须租用额外展位设备，如电话、家具、水电供应，以及聘用临时工作人员等，必须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之前将表格 6《租用额外展台设备》及表 8《电力及设备供应》填妥并传真至大会相关供应商，产生的费用  
    须事前全数缴付。
9. 所有租用申请须于规定限期前缴付所需款项，该项申请方算成功；尚未缴款的申请将不予受理。即便大会主场
    承建商在规定期限后收到了付款凭证的传真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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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如在 2022 年 8 月 3 日中午 12 点前展台无代表出现，主办方有权不经展商批准将展台用做它用，并不予退款。
11. 布展期间所有进馆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帽进场。安全帽佩戴要求具体如下：
    （1）筹、撤期间所有进馆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帽；
    （2）安全帽必须符合国家质量标准《安全帽（GB2811- 2007）》、《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 GJ 80- 2016）》等，有出厂合格证标签或安鉴认证，且在保质期内；
    （3）安全帽必须调整好松紧大小，系紧下颚带，防止脱落，避免发生人体坠落或二次击打时安全帽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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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标准展位展商须知 

国内联络：
广州壮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区天慧路 18 号 6 楼
电话： (86) 20- 32615416
联系人：黄小姐   QQ：490040012 ( 微信同号 )

请告知广州壮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有关您展位的基本信息

展台类型：标准展位

参展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台面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灯具及插座：      □ 保留        □ 不保留

请告知广州壮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有关您委托搭建商的资料

搭建方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络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搭建注意事项：
1. 标准展位内装修尺寸规定：3 米墙 <2800mm，6 米墙 <5800mm，9 米墙 <8800mm，12 米墙 <11800mm；高度   
<2400mm。
2. 参展商 / 承建商必须在 2022 年 7 月 15 日前将设计图一式两份邮寄到大会指定主场搭建商处审核。
3. 任何未经主办方和主场承建商审核批准的展位设计，皆不可以会场内施工。若展台的设计对其他参展商造成任何 
    妨碍，主办单位主场承建商有权要求参展商更改设计。
4. 所有标准展位内装修的展台须向大会指定主场搭建商缴纳施工押金 5000 元，若未缴纳则不允许进馆搭建。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表格仅限标摊简装展位适用，必须于2022年7月15日
前随报图资料快递至大会主场承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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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光地搭建须知

主办单位只为光地的参展商提供所要求的场地面积，参展商须依照主办单位及展馆订立的规则及条款，自行兴建摊
位。展台搭建前，参展商须向大会指定主场搭建商 - 广州壮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缴纳施工管理费，未缴纳则不允许
进行搭建。

承建公司
光地参展商可自行指定承建公司搭建展位，承建公司的资料，如公司名称及地址等，需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之
前由参展商填妥表格 9《光地展商委托书》，随报图原文件递至广州壮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以取得核准。主办单
位有权因任何原因拒绝该展商聘用某承建商，且不需向参展商作出解释。

展位设计申请
所有展位设计图须在 2022 年 7 月 15 日之前，原件一式两份交至大会指定主场搭建商—广州壮展展览服务有限公
司批核。提供的展位图样比例不得少于 1：100，并需在设计平面图与设计立面图上清楚标明地板，高度，设备，
颜色，物料，活动的展架，视听器材，展品重量和运输材料等。特装参展商或者施工单位需提交以下资料（全部要
加盖施工单位公章）
1) 设计方案彩色效果图、平面图，侧面图、立体图（包括平面尺寸，立面高度尺寸及材料说明）
2) 配电系统图（说明用电总功率，总开关额定电流 / 电压等级 (220V/380V), 采用电线规格型号和敷设方式）
3) 配电平面图（注明展位的总配电箱位置；灯具等用电器的种类、功率和安装位置）
4) 填写附表《电力及设备供应》- 表 8（加盖参展企业单位及施工单位公章）
5) 填写附表《光地展商委托书》- 表 9（加盖参展单位及施工单位公章）
6) 填写附表《光地展台安全承诺书》- 表 10（加盖参展单位及施工单位公章）
7) 施工违规扣罚规定 - 表 11（加盖公章及负责人签字）
8) 施工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9) 展台搭建现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10) 展位保险单复印件
      备注：所有报审特装的资料必须以 A4 纸规格邮寄原件。报审资料必须注明：展会名称、展会时间、展位号码、    
参展单位名称、施工单位名称、施工单位联系人、联系电话。

请注意：若于2022年8月2日下午3时，光地仍未进行任何工程，大会指定搭建商将会在该位置搭建标准展位，费用
将由参展商支付。

展位设计审批
主办单位和大会指定搭建商在核准展位设计申请前，可要求更改或修正设计图样，并有权考虑驳回申请。特别设计
的展台必须获得主办单位和大会指定搭建商的书面核准，才可进行施工。

特别设计展台的参展商须确保其承建商，在设计展位时清楚了解以下事宜。违反以下原则，可能导致主办单位及展
览中心要求修改其装置，因此产生的费用将由参展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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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地展台场地的测量皆以公制单位为准，参展商须于施工前确认展台范围是否依照主办单位发出的图面规划，若
    有不符，需及时通知主办单位，以做修改。主办单位对于任何施工后的错误报告将一概不予负责。
2. 展台的任何部分皆不可超越光地的指定范围，包括射灯及参展商展位楣板 - 公司名称及标志。特装展台限高为 
    单层 4.5 米，双层 6 米。
3. 两层展位的搭建指引：展位净面积须在 90m2 以上（含 90m2），必须按有关消防申报要求经审批后，方
   可搭建两层特装展位。两层展位的总高度不能超过 6 米，第二层的搭建面积不能超过地面面积的 1/3，且只能        
   用于业务洽谈。为确保消防安全，第一层展位必须自行配置悬挂式 6 公斤干粉灭火器，20m2 配置一个，20~30m2  
   配置两个，以此类推。
4. 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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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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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5. 参展商的展台楣板，公司名称及展台编号须放在显眼位置及面向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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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展商须在地毯及任何地面平台铺设防护措施。展位地毯必须使用正规的地毯胶布，严禁使用立时得等难清洁材
    料，如有违反，清洁费用由参展商支付。
7. 所有搭建物不能封顶，如封顶，必须通过大会承建商向展馆及有关部门申报并办审核后方可施工。
8 不得在现场使用油漆，刷灰，面积小于 1 平米的补漆，补灰除外。补漆时必须在通风处进行并使用无毒油漆，水   
   泥地面上覆盖干纸或塑料膜，不得在展馆冲洗油漆材料。
9 所有在公众视野范围以内的展台结构，需加以修饰至大会认可的标准（包括围板的背面，与其他展台之间的位置 
    及通道部分）。未美化的展台将由大会统一安排处理，其衍生的费用，需由参展商承担。
10. 不得在展厅人行通道、楼梯路、电梯门前、消防设施点、空调机回风口等地段随意乱摆、乱挂、乱钉各类展品、  
       宣传品或其它标志。 不得改变展馆地面、墙、门窗或建筑物其它部分的结构，不得打入钉子、螺丝或钻洞。 
       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应由责任方承担。 
11.  如展商摆放与展会无关的产品（即非照明或非建筑电气的产品），一经发现，主办单位有权立刻封掉其展位， 
       并无需作出任何赔偿及保留一切追究权利。
12. 展览馆内严禁使用喷漆，焊接及电锯。
13. 所有用于建造展位的材料均需具有阻燃性，并接受展览会场与大会的检验。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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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参展商于展览会场被发现违反上述相关政府部门及单位规定而导致无法  
       参展，则参展商须承担一切责任，与大会无关。
14. 展品的运送，装卸及光地展位的费用需由参展商自行负责。此类工作均需依照主办单位的安排及规定期限内完 
       成。
15. 搭建商必须 2022 年8月6日下午 2: 00 后才可进行任何清拆展台活动，如有违反，搭建押金将不获退还。
16. 参展商须自行负责保险事宜，主办单位在现场操作时对参展商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毁，皆有赔偿豁免权。
17. 参展商及其委托的搭建商必需将所搭建材料及展品于2022年6月12日晚上9点前自行撤离，并清理遗留在 
       现场的搭建废物或剩余材料。任何遗留在现场的物品将被视作废弃物，参展商及其委托的搭建商须承担处理所 
       产生的费用。
18. 布展期间所有进馆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帽进场。安全帽佩戴要求具体如下：
      （1）筹、撤期间所有进馆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帽；
      （2）安全帽必须符合国家质量标准《安全帽（GB2811- 2007）》、《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 GJ 80- 2016）》等，有出厂合格证标签或安鉴认证，且在保质期内；
      （3）安全帽必须调整好松紧大小，系紧下颚带，防止脱落，避免发生人体坠落或二次击打时安全帽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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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安全

1. 展览会场内的电力只限于照明及能源供应。

2. 展场内用电安装须提前向大会承建商申报，经审核后，在大会电工监督下方可实施，严禁擅自装接电源和乱拉电线。
   电力安装位置图需要连同展位设计图一并交至大会主场承建商核准。电力供应一般为 380 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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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先向大会主场承建商预定。不可使用拖线板或转接器。

3. 展位需要使用施工用电，需申请临时用电，同时展位承建商必须自备施工配电箱（配置隔离开关、空气开关、漏
   电保护开关）安装到展馆施工电箱上；施工临时电源线应采用带护套铜芯软线，中间不得有接驳头，必须配置保 
   护开 关；严禁将电源线直接插入电源插座内或挂在开关刀闸端用电，必须采用插头和紧固端口螺丝连接。

4. 所有电力设施及配线的安装均需符合展馆规定，安装时应遵守用电安全规程，严禁乱接、乱拉电线和擅自安装电 
   气设备（含照明灯、广告灯饰）。确需安装者，事先务必向大会承建商申报，开关及所有电力配送管线必须安装  
   在展位范围以内并且是明显、安全、便于操作的位置，自备电箱一定要带漏电保护（空气开关、漏电开关）。

5. 若有展示设备或机械需要使用电源的，必须另外申请动力电源开关箱；照明电源和动力电源两者不得合用，必须 
    分开申请，以防由于超负荷造成短路。

6. 所有电气的安装应由持有有效证件的电工装接；施工使用的电动工具应经检验符合安全要求。  如违反规定使用 
    不合格产品或者违规操作所引起的事故和纠纷，由参展商及展台承建商全权负责。

7. 展位电气施工安装完成后，在正式供电前，参展方和承建商应做好配电系统的安全自查工作。展馆方电工与承建  
    商电工共同检验确认合格无误后，才能合闸供电。

高空作业

1. 展馆人字梯限高 2m，梯上只允许 1 人作业，并至少安排 1 人扶梯；不可站在人字梯最顶端作业；梯子移动时不 
    允许站人。

2. 超过 2m 以上高度施工需用脚手架，且不超过 2 层；脚手架上最多容纳 2 人同时作业，施工时必须系上安全带（安 
    全扣需扣在架上），若脚手架底部带滑轮，需安排 1- 2 人帮扶固定。

3. 施工作业超过 2 层脚手架高度，施工时需用工程升降车。

4. 施工人员禁止攀爬、站立在展位展架上作业，高空作业时禁止进行工具抛递传送。

5. 筹、撤期间所有进馆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帽，安全帽必须调整好松紧大小，系紧下颚带，防止脱落，避免发生人体 
    坠落或二次击打时安全帽脱落。

6. 施工人员必须穿着劳工鞋方能进馆作业，不得穿拖鞋、凉鞋等鞋子，着装不得露肩赤膊；施工人员酒后、带病或 
   身体不适者，严禁进入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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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

所有参展商、承建商及工作人员等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以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的有关
消防安全规定。

1. 展馆内严禁吸烟。违者视情节给予严肃处罚。

2. 保持通道畅通，主通道宽度不得小于 3 米。疏散门要打开畅通，不得加锁。严禁在通道和楼（电）梯前室布展和   
    摆放样品，违者责令其拆除。

3. 在施工、装修、布展中不得阻挡、挪用、圈占、损坏消防器材和设施。装修构架及摊位顶部不准以任何形式覆盖，  
    以免阻挡消防喷淋和烟感探头发挥功能。

4. 展馆单层展位限高 4.5 米，双层展位限高 6 米。特装展位施工过程中，每个展位需配置至少 2 个手提式灭火器（建  
    议 5KG 干粉灭火器）。 

5. 对展样品的包装箱、杂物、纸屑和多余的展样品应及时清理并运出展馆，严禁将其存放在摊位内、柜台顶或板壁 
    的背面，违者展会保卫人员和服务员有权予以清理。

6. 严禁将有毒或危险品带入展场。如：烟花、炮竹、汽油、天那水、酒精、煤气、氢气、氧气及有危险、剧毒性的   
   化工产品等，此类展样品只准有代用品。若施工、表演确系需要，事前必须报展馆审批，使用时派专人负责，以    
   确保安全。

7. 参展商自行搭建展台事先必须向大会承建商申报。经批准后方可施工装修材料应使用阻燃夹板或不燃材料，否则  
     一律视为违章，并责令拆除。

8. 在展馆内严禁使用电炉、电水壶、电熨斗、碘钨灯等电热器具及大功率灯具，（二楼以上严禁使用霓虹灯。霓虹 
    灯具的安装高度不低于 2.5 米），经有关部门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

9. 认真做好清场工作，确保下班后安全。
    重点是：（1）清理易燃杂物、火种和其它灾害隐患 （2）切断电源 

    以上规定敬请各展商重视并严格执行，如有违反必追究其经济及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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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保险：

展位搭建施工单位（如展位施工搭建、设备安装等）必须为其搭建的展位购买公共责任险、雇主责任险、展位财产
险、工程一切险。展位搭建施工单位同时必须向大会主场承建商提供以上保险的相关证明文件。
展会期间，主办单位不会为其参观者或参展商的财物、展品的损失或损坏负责，建议参展商在展览会期间为其展位的
相关人员、展品等财物投保。

展位搭建保险费用参保准则：（按展位搭建施工单位在展会内负责搭建展位面积总和计算） 
36平方米以下，参保费用为250元；
36平方米以上至72平方米（含72平方米），参保费用为300元 ；
72平方米以上至200平方米（含200平方米），参保费用为520元；
200平方米以上至500平方米（含500平方米），参保费用为720元；

展商或者搭建商可扫描下图二维码自行购买保险，自行购买成功后请把电子保单发至QQ邮箱:
945722461@qq.com ，或者把电子保单发至微信18665044296。

如需咨询可联系：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559号太平洋大厦
联系人：何小姐
电话：18665044296

请于7月25号前购买好保险，凭保单领取施工证办理凭证！

光地展台搭建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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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办证流程

一、参展商报到流程

光地参展商可于7月31日开始，标准展位参展商可于8月1日开始，凭合同复印件及公司名片到现场
参展商报到处先行报到，凭领证凭条移步到领证处领取参展商证。

B区参展商报到处：珠江散步道12- 1柜台；领证处：12- 2柜台

特别提醒：
1、如有额外增订展具等设备的标准展位参展商请于报到前跟大会主场承建商确认并付清相关费用。
2、光地参展商报到前请与委托承建商确认并付清光地展台搭建押金、电费及施工安全管理费。

*根据相关防疫部门要求，每位到场人员必须实名制登记。请使用与身份证一致的姓名和本人手   
 机号登记，并携带身份证件到场，以便核对。 如暂时无法提供具体人员姓名，请务必告知 
 所有到场人员，携带身份证件到场验证后打印参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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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筹撤展办证

注意事项:
1.货车通行证使用对象:在展览筹撤展期间运送装搭材料、展品和设备等进出展馆的货运车辆。

2.收费标准:每车每证 50 元,押金 300 元。

3.证件有效期与押金清退:车辆在车证有效期内每经过入口和出口验证计时点一次视为一个有效期

  (一个车证仅能一个馆一次进出)，当次进馆免费停留时问 150 分钟。超时收费，从押金中扣除，每超

  过半小时扣 50 元，余额原路退还，扣完为止。

4.不要在马路、公共区域等计时区外装卸货物，进出计时点位务必出示车证，并确认时间。

日常展览筹撤展人员及货车
办理流程 （展商版）

           参展企业进入https://rczl.ciefc.com
“证件办理”栏目提前注册广交会展馆日常展
会证件申报系统账号，并报送企业名称、企
业类别、作业展厅、办证联系人、账号等至

主办方

 参展企业填写
《广交会展馆日常展览办证资质单位名单》，

并报送至主办方。

       参展企业登录广交会展馆日常展会证件
申报系统，在线填写并提交筹撤展人员及
车辆证件信息，待制证点初步审核后，

生成办证回执单

 参展企业通过扫描“展会车证申请二维码”，
在线填写公司名称及筹撤展车辆证件信息，

提交后获得电子回执单

主办方收集名单后，统一报送给
广交会展馆客服中心

主办方收集名单后，
统一报送给广交会展馆客服中心。

1. 网页端方式 2. 扫描二维码

制证中心根据名单，激活参展企业账号，
并设置参展企业办证资格

制证中心导入名单，创建并激活参展企业
账号，并设置参展企业办证资格

打印办证回执单、签字并盖章 参展企业凭电子回执单及车辆行驶证图片
到制证中心现场确认，并缴纳办证费

现场办理 现场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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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筹撤展办证

筹撤展人员出入证和筹撤展货车出入证
办理流程 (搭建商)

登录“广交会展馆日常展会证件申报系统”: https://rczl.ciefc.com
注册账号 (注:所有办证施工单位需进行免费注册)

报送企业名称、企业类别、作业展厅、办证联系人、账号等, 提交到主场搭建商, 
等待展馆审批，激活账户

通过审核后，登录系统生成及打印办证回执单，签字并加盖公章

办证人员必须在布展前7天带同办证回执单前往展馆制证中心办理领证手续

       筹撤展人员出入证 

激活账户后，在线填写筹撤展人员的身
份信息，上传身份证及照片(白底或蓝底
个人近期证件照, 头需占整张照片的三分
之二以上), 待制证中心初步审核

       筹撤展人员出入证 

办证人员到达制证中心缴纳办证费用(人
民币40元/人/证) 后，制证中心会打印及
派发证件
(制证中心地点及办公时间请参看附件D)

       筹撤展货车出入证 

办证人员到达制证中心缴纳办证费用(人
民币50元/车/证+300元停车押金)后，制
证中心会打印及派发证件
(制证中心地点及办公时间请参看附件D) 

        筹撤展货车出入证
激活账户后，在线填写筹撤展车辆及驾
驶员信息，上传驾驶员身份证、驾驶证
及照片(白底或蓝底个人近期证件照，头
需占整张照片的三分之二以上) ，待制
证中心初步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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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筹撤展人员出入证

 1.使用对象:在展览筹撒展期间需进馆从事展位装搭、货物运输/装卸、设备安装等人员均需办理通行证。

 2.收费标准:每证收费40元(赠送人身意外保险费10元)。

 3.证件有效期:通行证在证件载明的展览筹、撤展期间有效，不需重复办证。分期举办的展览，每期需办理证件。

 筹撤展货车出入证

 1.使用对象:在展览筹撤展期间运送装搭材料、展品和设备等进出展馆的货运车辆。

 2.收费标准:每车每证50元,押金300元。

 3.证件有效期与押金清退:车辆在车证有效期内每经过入口和出口验证计时点一次视为一个有效期

  (一个车证仅能一个馆一次进出)，当次进馆免费停留时问150分钟。超时收费，从押金中扣除

（每超过半小时扣50元，余额原路退还，扣完为止。）

需办理货车证的车辆类型部份例子: 

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筹撤展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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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D 制证中心位置图及办公时间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中国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 380 号

制证中心共设置 2 个办证资格注册现场审核和制证中心，以及 1 个临时办证点，贵司可就近选择任何一个
地点进行资格审核或办理证件。

具体位置
•A 区 地点: 6. 1 号馆外西北角。
•B 区 地点: 地铁琶洲站 A 出口, 展场东路制证点。 (即广交会境外采购商报到处)
•C 区 地点: 地铁琶洲站 C 出口, 16.1 馆。 (即广交会境外采购商报到处)

办证时间
每天 9: 00-18:00。

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筹撤展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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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服务项目及相关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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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表格1参展商入场证申请

观众仅限业界人士。敬请提醒您的客户切勿携带18岁以下人士到场。
*本届展会采用分时预约进场方案，为避免人流高峰，观众请提前线上预约。凡进馆人员须在展前进行线上实名登 
  记，请携带本人身份证进场，以便核对验证。

为配合贵公司宣传活动，我们将提供：★ 邀请函
额外的宣传物品可根据参展商的要求予以提供。

观众入场

宣传活动

参展商证将于布展期间(7月31日至8月2日)在12- 1柜台“ 展商报到处” 发放给所有参展商。参展商证发放安排如下：
1. 参展商证将采用实名认证, 请提交将派驻展览会现场的所有工作人员的资料予主办单位。参展商证只供本人使用，
不得转让。现场领证时请出示有关身份证明文件和绿色健康码作验证, 人证必须合一。
2. 所有现场增补的参展商证，参展商请持本人身份证明文件于布展期间到12- 1柜台“ 展商报到处” 办理增补手续。
凡未持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和绿色健康码者，主办单位将不安排发放参展商证。
3. 所有参展商和工作人员必须于布展、撤展、展会期间在展馆范围内携带参展商证。持证的人士方可进入展馆。
主办单位将根据展台大小派发适合数量的证， 请见下列分配数量: 
9 -  27 平方米最多可获 6 张 ，28 -  54 平方米最多可获 10 张 ，55 -  72 平方米最多可获 15 张 
73 -  100平方米最多可获 20 张 ，101- 180 平方米最多可获 40 张 ，180 平方米以上最多可获 50 张

*根据相关防疫部门要求，每位参展人员必须实名制登记。 请使用与身份证一致的姓名和本人手   
 机号登记，并携带身份证件到场，以便核对。 如暂时无法提供具体参展人员姓名，请务必告知 
 所有参展人员，携带身份证件到场验证后打印参展证。

参展商入场证

国内联络：
广州光亚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智慧城天慧路 18 号

请注意：
1.参展商于场内必须配带参展商入场证，否则会被要求离开展厅
2.入场证需提前申请，以便现场领取。

额外申请入场证：_______________个。展会现场额外申请的参展商入场证需缴付人民币（50元/张）

请填写参展证申领信息：
公司名称（必须为参展公司名称）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姓名                          手机号                                    国家                 省份                   职位

姓名                          手机号                                    国家                 省份                   职位

姓名                          手机号                                    国家                 省份                   职位

姓名                          手机号                                    国家                 省份                   职位

姓名                          手机号                                    国家                 省份                   职位

1

2

3

4

5

身份证           护照           港澳通行证          台湾通行证

身份证           护照           港澳通行证          台湾通行证

身份证           护照           港澳通行证          台湾通行证

身份证           护照           港澳通行证          台湾通行证

身份证           护照           港澳通行证          台湾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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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联络：
广州光亚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智慧城天慧路 18 号

以下请以正楷清楚填写！

1. 请填上显示于展位楣板上的公司名称。
2. 参展商必须填写些表格以说明展位楣板上的中英文公司名称。
3. 展位楣板上的中英文名称，只会在参展商提供的情况下印上。
4. 公司标志将不会显示于展位楣板上。
5. 参展商不得擅自改动楣板，否则需向主办单位按人民币 2,000 元 /9 平方米交纳罚款。（包括楣板加高，标摊改光地等）

公司名称（中文限 20 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称（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总公司所属国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注意：若我们在 2022 年 7 月 15 日仍未收到此表格，展位楣板上的信息按照参展申请表上处理。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表格须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前提交资料

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表格 2 展位楣板 - 公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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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表格3代聘临时翻译服务人员

国内联络
广州市欧文思翻译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祝小姐
电话：（+86）13922706465
微信号：zyj- jenny   
QQ：774793326@qq.com
电邮：sales@gzfanyi.com
           774793326@qq.com

编号
 1
 2
 3
 4
 5
 6

临时员工职位
   翻译员（英语）

翻译员（日、德、法、饿、韩语）
翻译员（意大利、西班牙语）

翻译员（阿拉伯、土耳其等其它小语种）
展会礼仪

国内模特、外籍模特

每日收费（以8小时一天计算）
人民币400元/天

人民币1000元/天
人民币1200元/天
人民币1500元/天

人民币400- 600元/天
视具体情况而定

请填写以下表格，并列出要求：

聘请员工类别        聘请员工数量                                           工作日数 总价

请注意：
1、 以上费用每人每天工作时间为9:00- 18:00，工作时间不足一天的，按一天计算。
2、 如需特殊语言的翻译服务，请与主办单位/翻译服务提供单位联络，并会以个别报价形式通知。
3、 如果参展单位需要翻译服务超过8小时，每小时的超时费用按全天费用的20%收取，不足一小时按一小时计算， 
       且参展单位应安排提供晚餐。
4、 如在递交申请表的截止日期后取消申请的，参展单位需为每一个申请缴付半天的费用作为违约金。
5、 费用请与翻译服务提供单位直接联系，提前缴付。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表格须于
2022年7月15日前传真至
（86） 020  3867 7599

请参考以下聘请临时员工的收费详情：

总价

公司名：广州恒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服务项目：翻译.礼仪.模特.演绎
地址：广州市荔湾路49号之309B室
联系人：邹小姐13119500750
               陈小姐1371072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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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预定酒店服务                   

星级 / 区域  酒店名称                         房间类型                  房价             交通指引及接送        地址     早餐及上网费用

豪华客房

豪华江景客房

高级客房

豪华客房

豪华客房

行政小套房

洲际高级大床房

洲际高级双床客房

豪华单人房

豪华双人房

高级房

豪华房

豪华大床房/双人房

高级客房

商务客房

精选客房

高级客房

精英商务房

活力豪华房

豪华双人房

商务复式

高级大床房/双人房

商务大床房/双人房

华厦城景客房

臻品阅城客房

商务双人房

高级商务双人房

高级客房（单/双）

商务客房（单/双）

标准单/双

豪华单/双

豪华单人房

标准双人房

酒店在展会期间安排穿梭巴士接送                      
步行10分钟

步行5分钟地铁：8号线地铁
（近新港东地铁站F出口）

酒店在展会期间安排穿梭巴士接 
地铁：2号地铁（越秀公园D出口） 

酒店在展会期间安排穿梭巴士接送

酒店在展会期间安排穿梭巴士

酒店在展会期间安排穿梭巴士接送

酒店在展会期间安排穿梭巴士接送

地铁：8号线（沙园站）     
距离展馆15分钟酒店

酒店在展会期间安排穿梭巴士接送

酒店在展会期间安排穿梭巴士接送  
地铁：8号线地铁（赤岗站A出口）

酒店在展会期间安排穿梭巴士接   
地铁：8号线地铁（赤岗C出口）   
酒店至展馆5分种车程

酒店在展会期间安排穿梭巴士接送  
地铁：2号线地铁(海珠广场站B出口)

酒店在展会期间安排穿梭巴士接送 
地铁：8号线（磨碟沙B出口）     
距广州琶洲展馆仅2分钟车程（1.5公里）

地铁：8号线（磨碟沙站C出口）仅
100米

地铁：五号线（员村B/C出口）酒店
在展会期间安排穿梭巴士接送

中国广州市海珠区会展东路1号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638号

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122号

广州市阅江中路828号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明路
222号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299号

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22号

广州市海珠区暄悦东街19号

广州市海珠区革新路137号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358号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43号

广州市海珠区石榴岗路13- 2号

广州市海珠广场桥光路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37号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84号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二横路员村
新街8号近中山大学附属六院

广州市天河区石牌东路148号

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广州南丰朗豪酒店

 

中国大酒店

广州保利洲际酒店

 

广州康莱德酒店

云莱斯堡酒店

广州粤大金融城国际酒店

广州保利悦雅酒店

船舶太古酒店

 

广州轰谧斯酒店

广州邦泰国际公寓

广州石榴酒店

广州华厦大酒店

广州琶洲酒店

广州沃嘉酒店

广州美港酒店

广州天河良友
启程酒店

包含早餐
免费宽带上网

包含单早
免费宽带上网

不含早餐（行政55房含
单早） 免费宽带上网                                

包含早餐                           
免费宽带上网

包含早餐                           
免费宽带上网

包含单早餐                           
免费宽带上网

包含双早免费宽带上网

包含单早                           
免费宽带上网

含早            
免费宽带上网

含早            
免费宽带上网

包含早餐                           
免费宽带上网

包含早餐                           
免费宽带上网

包含早餐                           
免费宽带上网

包含早餐                           
免费宽带上网

        
含早餐                           
免费宽带上网

包含早餐                           
免费宽带上网

包含早餐                           
免费宽带上网

 五星

准五星

四星

商务及
公寓

¥ 1150+6%

¥ 1250+6%

¥  880

¥  980

¥  650

¥ 1,200

¥ 1000

¥ 1150

¥ 1150

¥ 1250

¥ 700

¥ 750

¥ 518 

¥ 550

¥ 600

¥ 358

¥ 398

¥ 398

¥ 438

¥ 458

¥ 558

¥ 438 

¥ 468 

¥ 370

¥ 490

¥ 400

¥ 460

¥ 288

¥ 358

¥ 358

¥ 398

¥ 348

¥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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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表格 4 预定酒店服务

★国内订房电话                                                                                   
广州光亚会议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智慧城天慧路 18 号 6 楼
联系人：胡先生      
电话： 020-  3604- 7679  18688396882
邮箱：hotel@alighting.cn
      

★ 酒店价格产生变动时会及时通知，详情请参考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官网：     
 酒店：www.alighting.cn/zhanlan/jd.aspx 
 

★银行信息：
广州光亚会议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林乐路支行
账号：44058601040008035
★付款方式：
   1、前台现付
   2、信用卡支付
   3、电汇（请在电汇凭证上注明客人姓名 / 展会名称 / 预定的酒店名称并传真到我公司）

所有的预定如果有变化请在展览会 15 天前通知我方，过期不做任何的调整和承担任何责任。
填妥酒店住宿申请表格：
Please fill in the Hotel Accommodation Application Form:       
 

酒店名称               房间类型             房间数量          抵达时间              离开时间                    客人名字

Hotel Name          Room Type          Quantity          Arrival Time          Departure Time          Guest Name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表格须于
2022年7月25号前邮箱至：hotel@alight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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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运输保险及责任

指定运输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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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展商可自行投保或委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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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国内代理的联络方
式。

当展品送抵展位后，指定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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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展商应该与其货物运托代理一起办理所有的出口单据或文本，同时，指定运输商广州办事处也应确定您的托运商品
的件数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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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指定运输商广州办事处签发“ 归国装运指
令” 。

即使运输单据已经交给指定运输商，委托指定货运商对展品的责任将由清点货物后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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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于指
定货运代理商设置的办事处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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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表格5安排运输表格

1   安装从以下地点到展位的运输（展览期间存放空箱）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邮：

2   安排从广州市货站到展位的运输（展览期间存放空箱）

进馆服务
出馆服务

进馆服务
出馆服务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项目                             展品描述                     有否包装            尺寸(cm)长× 宽× 高                毛重(kg)

此表格须于
2022年7月15日
前提交资料

上海安普特物流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联系人： 王维先生/周圣杰
电话：+86 (020) 3652 2522
移动电话：+86- 13427546845 / 13510480135
电邮：Nanco.wang@aptshowfreight.com

如展品内容未能尽录，请自行复印继续填写。

截止日期
1. 展品清单及此服务要求表格请于2022年7月15日之前传真到指定运输商。
2. 展商若选择空运或汽车运输自行发货到广州，并由指定运输公司从货站代为提货并送至展馆的，请在发运之日起3天内  
将提单传真到指定运输公司，如选择铁路运输方式发货的，请在发货之日起3天内将铁路货运单并快递到指定运输商。
3. 展商自行发货的展品请于7月25日前到达广州货站。

注意事项
1. 展品中若有单件展品（连包装箱在内）超过5,000公斤，或/及(长)3米× (宽)2米× (高)2米，请在7月15日前提供详细尺
码重量资料，指定运输公司将另外做出报价。
2. 指定运输商收取的所有服务费用中并不包括任何保险费，为维护展商权益，指定运输公司提醒展商自行安排适当的全
程保险（包括展品运输至展馆，展览期间和展览后的展品回运）。保险范围应包括我司及代理的责任事故的保险。
3. 为了能向你提供更好的服务，请填妥此表并在截至日期前传真到指定运输商。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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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表格 6 增订额外展位设备

欲增订标准展位内容，请填写以下表格并传回广州壮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所有价格包括物料供应及安装，使用期限
一个展期。增订额外展位设备及用电、上网费用由壮展公司代收。

广州壮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智慧城天慧路 18 号 6 楼
邮编：510660
电话： (86) 20- 32615411
联系人：邓小姐

编号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F10

F11

F12

F13

F14

F15

F16

F17

F18

F19

项目

展柜（玻璃层板)

玻璃高柜(不含灯具）

报到台

地柜

玻璃矮饰柜（不含灯具）

展台

高低展柜（A）

高低展柜（B）

平搁板

斜搁板

铝合金门

展板

铝合金方台

玻璃圆台

铝合金咨询台

折椅

黑皮折椅

银扶手椅

饮水机

价格（元）

320

580

230

210

320

160

300

300

45

55

120

55

140

160

160

40

40

55

350

规格（mm）

L1000×W300×H2000

L1000×W300×H2000

L990×W495×H1000

L990×W495×H750

L990×W495×H1000

L990×W495×H300

L990×W495/495×H1000/750

L990×W495/495×H750/300

L990×W310

L990×W310

L1000×H2400

L990×H2480

L650×W650×H680

R400×H800

L950×W450×H760

展会期间含配一桶水

数量 总价 备注

需提前预订

需提前预订

需提前预订

此表格必须于2022年7月15日
前邮件回传至: zzguangzhou@163.com

公司名称:                                          展位号码: 

联络人:                                          职位: 

电话:                                             传真:                            E-mail: 

签名及公司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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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表格 6 增订额外展位设备

编号

F20

F21

F22

F23

F24

F25

F26

F27

F28

项目

资料架

吧椅

单人沙发

双人沙发

90 升冰箱

140 升冰箱

安全帽

标摊加横梁（加高）

标摊加横梁（不加高）

价格（元）

230

120

450

750

650

850

20

200

100

规格（mm） 数量 总价 备注

需提前预订

需提前预订

需提前预订

需提前预订

需提前预订

需提前预订

需提前预订

需提前预订

需提前预订

付款方式:
收到预定确认后将开具付款通知单
1) 根据主办方及主场承建商要求付款：

帐户名:         广州壮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收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黄埔支行
帐号：          3602115509100008009

2) 逾期租用：
      于2022年7月10日至7月30日收到的增订展台设备申请，将额外收取20%的附加费。
      2022年7月30日后只接受现场申请及现场支付相关费用。

3) 取消租用：
     2022年7月10日之后收到取消租用通知，将收取50%租用费用。
     2022年7月30日以后不接受任何取消租用。 
 

公司名称:                                          展位号码: 

联络人:                                          职位: 

电话:                                             传真:                            E-mail: 

签名及公司盖章:                                          日期:  



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表格 7 增订设备附图

注意事项 :
1. 请将增订的展位设备，一并标示于展位图上 ( 如射灯、层板等 ) 。
2. 如有增订搁板，请清楚标示位置及高度。

左面背板
 

后方背板
9 平方米 :                                                         18 平方米 :

右面背板
 

请传真或电邮此表格至 
广州壮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智慧城天慧路 18 号 6 楼
邮编：510660
电话： (86) 20- 32615411
联系人：邓小姐

1m2

1m2

1m2

1m2 1m2

此表格必须于2022年7月15日
前邮件回传至:zzguangzho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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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展具租赁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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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表格 8 用电及设备供应

国内联络：
广州壮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智慧城天慧路 18 号 6 楼
电话： (86) 20- 32615416
联系人：黄小姐    QQ：490040012 (微信同号)

标摊适用：此表格于2022年7月15日前
邮件至：zzguangzhou@163.com 
光地适用：此表格于2022年7月15日前随报图资料
快递至大会主场承建商

用电明细

设备

40瓦日光灯
100瓦长臂射灯
3A/220V 单相插座（最大功率500w，仅供标摊申请）
6A/220V（1.3KW）
10A/220V（2.2KW）
16A/220V （3.5KW）
6A/380V （3KW）
10A/380V（5KW）
16A/380V （8KW）
20A/380V（10KW）
25A/380V （13KW）
32A/380V （16KW）
40A/380V（20KW）
50A/380V （25KW）
63A/380V （30KW）
100A/380V（50KW）
150A/380V（75KW）
250A/380V（125KW）
300A/380V（150KW）
350A/380V（175KW）
临时用电

42寸液晶电视
55寸液晶电视
无线宽带（不可组网）
有线
宽带

有线
组网
光纤专线

自来水使

单价(元) 数量 总额(元) 备注

130
130
130
400
500
800
700
1200
1400
1600
1700
2000
2500
3000
3600
5900
8800
14700
17700
21300
200
300
1300
1700
700
1500
2900
5500
1200起

1200

需付2,000元押金
需付2,000元押金
需付1,000元押金
需付1,000元押金
需付1,000元押金
需付1,000元押金
需付1,000元押金

5M宽带适用(适用5个终端,可自行有线组网)
15M宽带适(适用10个终端,可自行有线组网)
30M宽带适用(适用20个终端,可自行有线组网)

10A/220V
10A/380V

仅用作布展期间展位施工的
电动工具电源，不得用于展
示测试等其它用途

提供网络交换机及网线，每端口400元，
3个端口起租，每增加一个端口增加400元
10M专线（仅包含一个普通公网IP，可自行有线组网，不限终端数量             8000元/条/展期
20M专线（仅包含一个普通公网IP，可自行有线组网，不限终端数量）      14000元/条/展期

公司名称:                                          展位号码: 

联络人:                                          职位: 

电话:                                             传真:                            E-mail: 

签名及公司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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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展位必须自备展位用电总控制电箱，按规范配备安全可靠的空气断路器和漏电保护器（30mA，动作时间  
           小于 0.1S ),安装在安全、明显、方便操作和检查的位置；展位用电总控制电箱的总开关保护整定值应低   
           于或等于接入展馆固定电源箱开关保护整定值的80％，确保展馆供电系统的安全运行。如展位开关保护 
           整定值不能适 配，参展商或其施工搭建商应自行调整用电，直至符合此要求。
      2、电话线及ADS L专线现场均不接受申请，如有需要请提前递交申请表格至广州壮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3、会场内更改任何电箱/电源，须在以上价目以外，另收50%附加费。不足1千瓦用电按1千瓦计价。

付款方式:

收到预定确认后将开具付款通知单

1) 根据主办方指定搭建商付款要求付款：

帐户名:         广州壮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收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黄埔支行

帐号：          3602115509100008009

2) 逾期租用：

      于2022年7月10日至7月30日收到的增订展台设备申请，将额外收取20%的附加费。

      2022年7月30日后只接受现场申请及现场支付相关费用。

3) 取消租用：

     2022年7月10日之后收到取消租用通知，将收取50%租用费用。

     2022年7月30日以后不接受任何取消租用。 

租用额外展台设备 - 守则

租用家具及电器设备条款：

1.所有物品只供租用，展商须对租用物品的损坏或者丢失进行赔偿。

2.展商携带敏感仪器最好自行配备稳压器以防止电压波动。

3.对租用家具/设备有任何不满须在开展前向广州壮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提出声明，否则所有物品将被视为状态良好。

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表格 8 用电及设备供应

公司名称:                                          展位号码: 

联络人:                                          职位: 

电话:                                             传真:                            E-mail: 

签名及公司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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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联络：
广州壮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智慧城天慧路 18 号 6 楼
邮编：510660
电话： (86) 20- 32615416
联系人：黄小姐   QQ：490040012 (微信同号)

请通知广州壮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有关您所用展位搭建商的资料

搭建方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络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搭建商注意事项 

1. 为了提高整体形象和统一标准，参展企业所定标准展位不得改为特装展位。
2. 参展商/承建商必须在2022年7月15日前将设计图一式两份邮寄到大会主场承建商处审核，所需资料详见  18  页, 
    7月15日止仍未报图企业将产生逾期审图费（8元/平米）。
3. 任何未经主办方和主场承建商审核批准的展位设计，皆不可以会场内施工。若展台的设计对其他参展商造成任何   
    妨碍，主办单位主场承建商有权要求参展商更改设计。
4. 所有光地展台或者需要装修的标准展位的展台须向大会主场承建商缴纳施工管理费(45元/m2)及施工押金，若未缴  
    纳则不允许进馆搭建。押金相应金额如下：
   100平米以下(含100m2)押金20000元，101m2- 200m2(含200m2)押金30000元，201m2以上押金50000元。
5. 参展商/搭建商违反搭建守则，如在撤展时间开始前进行清拆活动，或撤展后清拆不干净，将严格按违规扣罚规定
    处罚。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表格 9 光地展商委托书

此表格必须于2022年7月15日前随报图资料快递至
大会主场承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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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地展台的参展商请填写此表。务必将此表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前随报图原件递交给大会主场承建商。

参展商名称                                   光地面积 

展馆、展位号                                   公司地址 

参展商负责人                                 手机                                 身份证号码 

搭建商名称                                   公司地址 

施工负责人                                     手机                                 传真 

展位搭建尺寸                      长　　　宽　　　　高　　　     搭建面积 　 　 　 　 　 　

搭建层数 　　　　  层                第二层面积

简述主体结构构造
和构件连接方式及
其主材料使用说明

参展单位承诺

施工单位承诺

我单位承诺，督促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搭建工程强制性技术规范、标准和《展
览会安全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并按规定配置灭火器材，确保展览
期间 ( 含筹、撤展 ) 的展位结构安全、施工安全以及展台用电安全。对本展位因施
工安全问题所引发的展位坍塌、坠物、失火等原因造成现场人员生命及财产损失，
并与施工单位共同负有 100% 的责任并承担由此而引起的所有后果，展会主办方
不负任何责任。
本单位承诺接受大会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切实落实安全保障措施和整改措施，
随时消除隐患，确保安全。
                                                        
                                                                    负责人签名：             参展商 ( 盖章 )：
　　　　　　　　　　　　　　　                                时间：2022 年      月     日

我单位承诺，在进行展位搭建施工中，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搭建工程强制性技术规
范，标准和《展览会安全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施工，并按照规定配置灭火器材，
确保展览期间 ( 含筹、撤展 ) 的结构安全、施工安全以及展台用电安全。对所承建
的展位因施工安全问题所引发的展位坍塌、坠物、失火等原因造成现场人员生命
及财产损失，并与参展单位共同负有 100% 的责任并承担由此而引起的所有后果，
展会主办方不负任何责任。
本单位承诺接受大会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切实落实安全保障措施和整改措施，
及时消除隐患，确保安全。                                                        
                                                                   
                                                                 负责人签名：             搭建商（盖章）：
　　　　　　　　　　　　　　　                                时间：2022 年      月     日

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表格 10 光地展台安全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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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展会施工安全有序的顺利进行，参展商及其搭建商须确保遵守大会的规则与条例，如有违反，将会被扣罚施工
押金，详情如下：

我公司已详细阅读展商手册上的特装施工管理规定及扣罚守则并接受大会监管，如有违反同意根据以上条款扣减相应
押金。

参展单位名称：                                                                     展馆及展位号 ：                         

施工单位负责人：                                    手机：

 施工单位（盖章）：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施工押金扣罚守则

展位因施工使用不符合安全规范的材料存在安全隐患而未按时整改；展会进场至展会结
束期间出现展位倒塌而造成人员伤亡的。

私接电源、超负荷用电、聘用无资质电工，因以上原因造成用电故障或产生安全问题的。

展会进场至展会结束期间出现展位倒塌但没造成人员伤亡的。

展位现场搭建与报馆图纸不符，发现展台超高或超出展位范围的。

进场 / 撤场期间产生垃圾、废弃物料未及时处理或随意堆放丢弃的。

撤展时野蛮拆卸展台、推倒展台。

背板未做美化处理或美化不达标，影响展会或相邻展位形象的。

遗失电箱、遗失电箱挡板、损坏防水快速接头、损坏电箱外壳、烧坏空气开关等。

不得使用弹力布作为搭建材料；所有搭建材料必须符合国家 B1 级防火标准。

违规使用明火、电焊、电锯等明火作业，或违规使用易燃易爆物品（如汽油、煤油灯）。 

布撤展期间高空作业未佩戴安全帽或安全带。 

距地面 2 米以上施工作业未使用脚手架，高空作业无人扶梯。 

私自在展馆设施上做不符合规定的操作，如悬挂、打钉、安装固定装置等。 

发现未购买展位保险又在施工搭建的。 

违规撤展导致损坏其他展位、损坏展馆固定设施的。 

扣罚金额

扣除全部押金

扣除全部押金

5000 元

2000 元

2000 元

2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展馆定价

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表格 11 施工违规的扣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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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光地参展商报图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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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光地参展商报图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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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展览会场刊

有关展览会场刊的资料

展览会场刊内之参展商资料按英文字母排列，一家参展公司可免费获一个资料列位置。

展览会场刊内，参展商的资料将会以公司英文字母排序中列出。

敬请提供贵公司的中英文名称，如果不能提供英文资料我们可以根据贵司所提供的中文翻译成英文。

展览会场刊参展商资料的样本：

请注意：展览会场刊资料则按照参展申请表上的资料处理，如果参展商需要修改，可联络主办单位。
             （最终会刊参展商资料样式以主办单位实际印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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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知识产权投诉受理

国内联络：
广州光亚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智慧城天慧路 18 号
电话：（86）20 8523 8884
传真：（86）20 8527 2455
联系人：张舜禹 先生
电邮：data@alighting.com.cn

展览会现场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本规则根据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版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局 2006 年第 1 号令《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自
二 00 六年三月一日起实施）制定，旨在加强本展览会期间对专利、商标、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保护。

主办单位本着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展览会良好健康发展的原则，于展会期间邀请当地知识产权局（针对专利、著作
权侵权）、工商局（针对商标侵权）相关人员及熟悉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的律师，共同组成展会现场知识产权投
诉受理机构（以下简称投诉受理机构），提供知识产权法律咨询、依照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及本展览会知
识产权投诉受理规则协调处理展览会期间发生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

投诉受理：
展商在展览会期间若认为其它展商出的产品侵犯其专利、商标、著作权的，可以向展会现场投诉受理机构提出投诉，
投诉人应提供以下资料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合法有效的知识产权权属证明：涉及专利的，应当提交专利证书、专利公告文本、专利权人的身份证明、专利法  
 律状态证明；涉及商标的，应当提交商标注册证明档，并由投诉人签章确认，商标权利人身份证明；涉及著作权  
 的，应当提交著作权权利证明、著作权人身份证明；相关专利权利证明材料，包括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的发明、  
 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或外观设计专利图片或者照片；专利法律状况检索报告或专利登记簿副本等；
2. 涉嫌侵权的展品名称、被投诉展商名称及展位号等基本信息；
3. 投诉人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影本、投诉人与知识产权享有人不为同一人的，需另提交知识产权实施许可合同影本；
4. 涉嫌侵权的理由和证据；
5. 委托代理人投诉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6. 投诉受理机构所可能要求的其它数据；
 投诉人须保证所提供的所有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对因提供虚假投诉数据或其它投诉不实给投诉人带来损失  
 的，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受理机构对侵权投诉将不予受理：
1. 投诉人提供的资料不符合投诉受理机构要求，经通知补充有关资料后仍未予补充的；
2. 投诉人或者请求人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的；
3. 专利权正处于无效宣告请求程序之中的；
4. 专利权存在权属纠纷，正处于人民法院的审理程序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调解程序之中的；
5. 专利权已经终止，专利权人正办理权利恢复的；
6. 商标权已经无效或者被撤销的；
7. 投诉受理机构认定的其它情形。

知识产权投诉受理机构在收到符合要求的投诉资料后，会及时通知被投诉人，并要求其在半日或一日内进行答复。
被投诉人认为不侵权的，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否则应立即撤下被投诉的展品，并在展览会期间不现展示。

此表格须于 2022 年 7 月 20 日前提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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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须于 2022 年 7 月 20 日前提交资料

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知识产权投诉受理

国内联络：
广州光亚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智慧城天慧路 18 号
电话：（86）20 8523 8884
传真：（86）20 8527 2455
联系人：张舜禹 先生
电邮：data@alighting.com.cn

被投诉人在答复期内不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或者提供的材料不能证明其不侵权的，又不主动撤下涉嫌侵权产品的，投
诉受理机构有权要求被投诉人暂停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在展会期间展出、销毁或停止发放介绍侵权展品的宣传资
料、更换介绍侵权项目的展板。如果被投诉人拒不执行投诉受理机构的上述要求，投诉受理机构可将有关投诉数据和
相关信息移交相关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投诉人在展览会结束之后，应当就有争议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通过法院或者行政机关途径解决，否则，投诉人在下次
展览会期间就相同的展品侵犯同一知识产权再次提出侵权投诉的，投诉受理机构有权不予受理。对于多次在展览会上
展出侵权产品，且影响展览会声誉的，展览会组委会有权取消该展商的参展资格。展会知识产权侵权投诉受理机构在
展会期间将协调和配合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

请参展商签名并盖上公司盖印传真至本公司
我司收到并已阅览有关展览会期间的《展览会现场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我司特此保证所有的展览物品都有其本身的
知识产权、合法并且有效的许可证，所有的展览物品、其包装和广告的宣传材料不能侵犯其它物品的知识产权。我司
将准备所有展览物品的知识产权证明书或合法及有效的许可证。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络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连公司盖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览名称：2022 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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