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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参展商手册

欢迎参展“第19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 2017）”
本届展会的基本信息如下：

展会时间：2017年9月6日—9日（周3—周6）     展会地点：中国•深圳会展中心

为了更有效地协助您完成参展筹备工作，请详细阅读本手册介绍的注意事项及表格，务必遵守本手册的

各项管理规定；根据您的展位情况将相关表格在截止日期前回传至指定联系人，多谢合作！

本手册内容及相关表格可登陆CIOE网站下载： www.cioe.cn
敬请在展览期间携带本手册以便随时查阅。

申请非深车通行证（截止日期：2017年7月31日）

2016年起，非深圳核发机动车号的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在工作日早晚
高峰期 （7时至9时，17时30分至19时30分），在深圳全市所有区域的
所有道路禁止行驶。来深参加全国、全省性大型会议、展会等活动的车
辆，可以按照《非深圳号牌车辆临时通行证办理规则》提前办理临时通
行证。
CIOE2017展会期间，预计来深参展的外地车辆较多，组委会通过与深圳
交管局协商，可由组委会为有需要的参展商小型车辆统一申请办理展会
期间的临时通行证。
1、参展企业需如实填写申请信息，如因填写信息错误、图片格式不符等
原因导致的申请不通过，由申请企业自行承担责任。
2、每个企业最多允许申请3个临时车证。
3、未能通过系统申请的参展企业，也可通过深圳交管局网站www.stc.gov.
cn自行申请。

CIOE “展商服务系统”信息填报指引
CIOE官网“展商服务系统”现已开通，该系统用于参展商在线申请参展商证件、提交会刊资料、提交参展产品、申请非深
车通行证、生成专属邀请函等。参展商可从CIOE网站首页http://www.cioe.cn，进入各专业展后,点击右侧“展商服务系统”
进入填报页面。该系统各项服务均有提交截止时间限制，敬请贵公司尽快登录填报，以确保参展相关工作顺利进行。

提交会刊（截止日期：2017年7月31日）

1、本系统默认保留各参展商在上届展会
前已通过本系统提交的会刊资料。2016年
已通过本系统提交过会刊资料的参展商，
登陆后按要求更新企业资料提交即可。
2、2017年新参展商或2016年未通过本系
统提交会刊资料的参展商，请登录后按要
求提交。

申请参展商证件（2017年新增要求，截止日期：2017年8月25日）

根据深圳会展中心安保工作要求，参展商证件需列印使用者信息。请各
参展商于2017年8月25日前登录http://www.cioe.cn/hktj “CIOE参展商服务
系统”，选择“参展商证申请”功能，填写相应数量的现场参展工作人
员信息（姓名、部门、职务、手机、邮箱等），以便报到时快速领取参
展商证件及相应资料。提供给各参展商的参展商证数量按展位面积分配

（见下表）：

展位面积（m2） 9m2 18-27m2 36-54m2 63-72m2 73m2以上
参展商证数量（个） 4个 7个 15个 20个 25个

• 组委会以系统关闭时展商提交信息及数量打印参展商证。
• 未按上述要求填报现场参展工作人员信息的参展商，需持相应数量的现

场参展工作人员名片于9月4-5日9:00-19:00期间前往205服务台打印参
展商证，为避免排队等候，请所有参展商网上申报；

• 9月5日19:00后不再提供参展商证件。

  提交参展产品（截止日期：2017年8月20日）

1、每家参展商可通过本系统提交现场展
出产品的信息（最多三个），参展商提供
的产品图片及文字信息不得违反知识产权
及相关法律规定。 
2、参展商所提供的资料经编辑采用后，
将广泛用于CIOE官网及APP、官方微信和微
博、群发推广电邮、中国光电网等平台宣
传，CIOE组委会保留编辑修改权。
3、参展商如在展会期间举办商务交流、技
术研讨、媒体见面会或产品发布等活动，
也可通过本功能提供简要信息，以便展商
活动受到更多的媒体传播及现场关注。

邀请买家参观
参展商通过该功能可生成企业专属的邀请
函，一键转发给邀请客户在展会期间拜访
参展商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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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CIOE2017)

参展商报到通知
欢迎贵公司参加 2017年9月6-9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的第19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现将参展商报到及展会
现场相关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展商报到

报到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二楼大厅205服务台
报到要求：由参展商指定的现场负责人持名片和有效证件及本报到通知的扫描、复印件并加盖公司章报到。
报到时间：

 （36 ㎡及以上特装展位） 
报到：2017年9月4日至9月5日　08:30-17:30
布展：2017年9月4日至9月5日　08:30-22:00

 （36 ㎡以下标准展位） 
报到：2017年9月5日　08:30-17:30 
布展：2017年9月5日　08:30-22:00

二、特装施工单位报到

【1、4、6、7、8、9号馆】2017年9月3日13:00-17:00（只限报到）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二楼大厅206 服务台

【2、3号馆】2017年9月3日13:00-17:00（只限报到）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二楼大厅212服务台

展出时间： 2017年9月6-8日　 8:30-17:00  9月9日  8:30-16:00
撤展时间： 2017年9月9日  16:00-22:00

三、布、撤展行车要求

受深圳市道路交通管理限制，布、撤展期间，载重为1.5吨及1.5吨以上的大货车只能在每天 00:00-07:30、
09:30-17:00、20:00-00:00 时段，凭市交警局统一发放的《会展中心布、撤展货车通行证》进入市区规定路
段。请有需要的参展商在2017年8月10-20日期间联系相关人员领取大货车通行证。
（大货车通行证仅限参展商直接向展会组委会申请）。

根据深圳市交警局及深圳会展中心要求，布、撤展货车进入展馆时间如下： 
布展
2017年9月4日至5日，8:30-22:00（布展）
撤展
2017年9月9日，展馆地面停车场仅供撤展时货车停放，小车停入地下车库或遵从疏导至周边停车。
  16:00-20:00 仅限蓝牌货车进入地面停车场撤展；
  20:00 以后所有车辆进入。
请参展商提前与布展公司做好协调，以便顺利布展与撤展，因为协调原因影响正常布展或撤展的，一切后果与
责任由企业自行承担。

温馨提示：非深圳核发的机动车号的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在工作日早晚高峰期 （7时至9时，17时30分至19时30

分），在深圳全市所有区域的所有道路禁止行驶。CIOE组委会拟为有需要的参展商统一申请办理今年展会期间的临时通
行证，详细资料见本手册相关说明，资料收集截止时间为2017年7月31日。展商和观众也可以登录深圳交管局网站www.
stc.gov.cn自行申请。

请各参展商仔细阅读此报到通知。本通知将另附单张随《参展商手册》一同邮寄，也可在CIOE网站单独下载。参展商报到时
需持加盖公司章的此报到通知、报到人有效证件及名片方可领取报到资料袋，由组委会收回报到人签名的报到通知及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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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展商证件配备

根据深圳会展中心安保工作要求，参展商证件需列印使用者信息。请各参展商于2017年8月25日前登录http://
www.cioe.cn/hktj “CIOE参展商服务系统”，选择“参展商证申请”功能，填写相应数量的现场参展工作人
员信息（姓名、部门、职务、手机、邮箱等），以便报到时快速领取参展商证件及相应资料。提供给各参展商
的参展商证数量按展位面积分配（见下表）：

展位面积（m2） 9 m2 18-27 m2 36-54 m2 63-72 m2 73 m2以上
参展商证数量（个） 4 个 7个 15个 20个 25个

• 组委会以系统关闭时展商提交信息及数量打印参展商证。
• 未按上述要求填报现场参展工作人员信息的参展商，需持相应数量的现场参展工作人员名片于9月4-5日9:00-19:00期间

前往205服务台打印参展商证，为避免排队等候，请所有参展商网上申报；

• 9月5日19:00后不再提供参展商证件。

五、展会现场资料一览

《大会会刊》：收录所有参展商名称、联系方式、产品简介的光电黄页，可作为全年工作的工具书
《参观指南》：收录展会现场所有资讯的导览手册，人手一份免费派发
《中国光电》杂志：中国科协主办、CIOE编辑出版的行业杂志，展会现场专设展位派发 
《中国光博快讯》：展会期间的每日快报，大量派发
免费公交地铁券：政府提供给大型品牌展会展商与观众的专属福利，现场领取可免费乘车

六、其它重要告示

1、深圳会展中心全馆严禁吸烟，违者将被处以重罚。 
2、布撤展及参展期间人员较多，参展商应特别加强对个人物品及参展贵重物品的看管，如有丢失责任自负。
3、参展商及搭建商应严格执行布展及撤展时的安全施工制度（如在场施工人员配戴安全帽等），切实保证搭
建施工过程中的人身安全及用火用电等安全。布撤展及参展期间发生的安全事故需由参展商负全部责任，并按
大会规定购买相应的展览责任险（详见“条例规则-参展-第十点”）。
4、为保证您的顺利参展，本手册的各相关表格或申请事宜，请严格按照要求时间内完成。
5、参展商不得将展位转让或分摊给没有参展的企业，一经发现，现场将补交同等面积的参展费用，并被列入
违规名单，下届将不被优先安排展位。
6、参展商不得展出与展会无关的展品，并严禁在展馆内进行零售活动，一经发现，组委会有权将其清退出展
场，并不予退还展位费用。
7、在展会期间，如有资料、物品需运出，请到展会服务台由组委会工作人员开具《展品出门条》后才可运
出。
8、第19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于 2017年9月9日16点闭幕。闭幕前，不允许任何参展商封装展品或以任何理由
撤展，组委会在15点开始由工作人员统一向各展台收取参展商现场调查表，并将《物品出门条》发放到展位
上。
9、请各展商提前做好出差计划，以便按规定时间撤展，违反撤馆规定的参展商将需向大会组委会支付赔偿金 
5,000 元人民币，并被列入违规名单，下届将不被优先安排展位。

参展商名称 （盖章） ：   展位号：                    报到人签名 （正楷填写） ：

-—————————   ————————  ————————————

        电话 ： ————————————

请各参展商仔细阅读此报到通知。本通知将另附单张随《参展商手册》一同邮寄，也可在CIOE网站单独下载。参展商报到时
需持加盖公司章的此报到通知、报到人有效证件及名片方可领取报到资料袋，由组委会收回报到人签名的报到通知及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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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引：

1、经深圳机场、火车站、高铁站、口岸等前往深圳会展中心，均可搭乘地铁至“会展中心”站，由D出口出站；

2、途经深圳会展中心的公交线路包括：

       深圳会展中心北门（福华三路）：3，50，64，71，80，121，235，371，379，M221，M223，M224，M347，M390，B612，B686，机场9

       深圳会展中心东门（金田路）：34，K113

       深圳会展中心南门（滨河路）：229，337，338，382，353，369，J1，E13

       深圳会展中心西门（益田中路）：64，71，76，80，235，398，M347

3、组委会为开展期间前往展会现场的展商和观众提供免费公交、地铁乘车券，可至展会现场各服务台领取。

深圳会展中心布撤展车辆进出馆路线示意图

1、凭通行证可在有效期内（每天7:30-9:30,17:00-20:00除外），通行以下路段：益田路（深南路至滨河路段）、
      滨河路（皇岗路至益田路段）、金田路（深南路至滨河路段）、皇岗路（滨河立交以南段）、福华三路；
2、请按通行证指定路线、入口、具体时间进入深圳会展中心；
3、请按主办机构规定的分段时间入馆卸货，请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搭建材料的搬卸工作；
4、请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确保布展的有序进行。

第19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 2017)

展馆分布图

号馆
HALL 2 号馆

HALL 1 号馆
HALL 9

号馆
HALL 8号馆

HALL 4号馆
HALL 3 号馆

HALL 7号馆
HALL 6

光通信展

红外技术及应用展

光通信展

LED技术及半导体制程设备展

激光技术及智能制造展

精密光学展
镜头及摄像模组展

精密光学展
镜头及摄像模组展

CIOE光电子
技术创新馆

中国蓝宝石技术
及触摸屏展

3D玻璃/陶瓷加工展区

手机摄像头/生物识别展区
红外技术及应用展



深圳会展中心管理责任有限公司文件

深圳会展中心关于加强展会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展会、活动主（承）办单位：

为进一步强化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安全管理，消除展会现场火灾隐患，遏制火灾事故发生，深圳市公安局

消防监督管理局专门召开约谈会，要求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的所有展会和活动，必须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深圳会展中心展馆使用管理规定》要求，落实展馆

和展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确保展会安全举办。现将加强展会消防安全管理的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展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主（承）办单位要严格落实所主（承）办相关展会的消防安全主体责

任。举办展会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展馆相关要求，制定展会安全保障方案，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层层落

实责任制，开展消防安全管理，确保消防安全。
二、做好展区消防安全规划

主（承）办单位要坚持“安全第一”优先保障消防安全的原则规划展区，严禁堵塞、占用消防通道和安全

出口，消防通道宽度须满足展馆和公安部门要求，现场展区规划必须与向公安部门申报批准的图纸一致。
三、展位搭建材料消防要求

在深圳会展中心内搭建的展台必须使用不燃或难燃材料。地毯、木夹板、布幔等可燃材料必须经充分防

火处理使其阻燃性能达到难燃（B1级），建议全面使用难燃木夹板和阻燃地毯。馆内禁止使用聚氨酯（泡沫

类）、泡沫KT板、易燃塑料制品、普通海绵、弹力布、纱制品等易燃材料，材料的燃烧性能不明确的，须提供

材料检验报告，证明其燃烧性能满足相关要求。公安消防部门特别强调泡沫KT板属聚氨酯材料严禁在展馆内使
用。各主（承）办单位必须对搭建材料严格把关，避免不符合消防要求的材料进馆。会展中心将严格按照公安

消防部门的要求对搭建材料进行监管。
四、加强展会电气安全管理

电气安全隐患是导致展会火灾的主要原因。展台搭建必须有符合规范的电气图纸；电气设备及线路的安装

应符合相关电气安装施工规范和消防安全要求，并有漏电开关保护；安装操作人员须有有效的特种作业操作证

书；展会地面线路必须在线管或线槽内敷设、连接确保规范、可靠；开关及线缆的负荷承载应控制在设计容量

的80%内。严禁私自增加用电负荷；严禁使用塑料双绞线和花线；严禁使用发热量大的灯具和用电设备。
五、加强展会消防隐患排查力度

主（承）办单位在展会期间，要切实加强现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治工作，安排专人负责展会消防安全

检查工作，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并向深圳会展中心安全管理部门报告。
六、其他消防安全要求

特装展位总体限高6米；多层展位需由参展商自行安装感烟探测器；特装展位结构性封顶不超过展位面积三

分之一；特装展位每50平方米应配置至少1具ABC型干粉灭火器（4KG）；展位搭建不得遮挡、埋压、圈占、堵塞

和挪用展馆消防设备设施；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展馆；禁止在展馆范围内进行明火作业和演示活动；

严禁在展厅及非指定区域吸烟。

以上消防安全要求未尽事宜，请遵照《深圳会展中心展馆使用管理规定》（2014版）执行。

深会展 [2016] 105号

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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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览
会
会
刊
A

编号 发布位置 成品尺寸（mm）
（宽×高）

设计尺寸（mm)
（宽×高，含出血位）

A-01 封面 150×158 156×164
A-02 封底 150×230 156×236
A-03 封二 150×230 156×236
A-04 前扉 150×230 156×236
A-05 封三 150×230 156×236
A-06 后扉 150×230 156×236
A-07 跨页 300×230 306×236
A-08 内页 150×230 156×236
A-09 会刊腰封 440×70 446×76

参
观
指
南
B

编号 发布位置 成品尺寸（mm）
（宽×高）

设计尺寸（mm)
（宽×高，含出血位）

B-01 封面 210×210 216×216
B-02 封底

210×285 216×291

B-03 封二
B-04 前扉
B-05 封三
B-06 后扉
B-07 内页(限15家)

参
展
商
手
册
C

编号 发布位置 成品尺寸（mm）
（宽×高）

设计尺寸（mm)
（宽×高，含出血位）

C-01 封面 210×210 216×216
C-02 封底

210×285 216×291

C-03 封二
C-04 前扉
C-05 封三
C-06 后扉
C-07 内页(限15家)

中
国
光 
电
杂
志
D

编号 发布位置 成品尺寸（mm）
（宽×高）

设计尺寸（mm)
（宽×高，含出血位）

D-01 封底 210×285

216×291
D-02 封二 210×285
D-03 扉页 210×285
D-04 封三 210×285
D-05 后扉 210×285
D-06 跨页 420×285 426×291
D-07 内页 210×285 216×291

中
国
光
博
快
讯
E

编号 发布位置 成品尺寸(mm)
（宽×高）

设计尺寸（mm)
（宽×高，含出血位）

E-01 封面半版 240×148 240×154
E-02 封底 240×334 240×334
E-03 封二 240×334 240×334E-04 内页整页

E-05 1/2 内页 240×165(横式) 240×165(横式)
118×334(竖式) 118×334(竖式)

E-06 封面LOGO 75×18 75×18
《中国光博会快讯》是展会期间出版的每日快报，每期印量30000份，内容包括展会每日
新闻、参展参会期间商业活动内容预告和时间表、参展参会企业新技术新产品介绍、展
台和产品图、新技术产品论文、现场采访报道、厂商特约报道、周边服务设施介绍等。

第19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2017）

宣传品广告提供要求

1、出血位为每边3mm；     2、含有文字的设计内容距离裁切框至少10mm以上，且文字需转曲线； 
3、含插图的矢量文件，插图分辨率需300DPI以上；  4、文字内容保持与裁切框10mm以上，以免被遮罩或裁切。

其
他
赞
助
项
目
F

编号 项 目 成品尺寸(mm)
（宽×高）

设计尺寸（mm)
（宽×高，含出血位）

F-01 礼品赞助
（独家赞助） / /

F-02 参观券（门票）之
企业LOGO / /

F-03 观众入场证及吊带    
 （独家赞助） 100×75 106×81

F-04 参展商胸卡及吊带    
 （各展） 100×75 106×81

F-05 无纺布资料袋
（独家赞助） / 420×340×90mm

(宽x高x深) 两面
F-06 资料袋—纸袋 / 420×340×90mm

(宽x高x深) 两面
F-07 大会瓶装饮用水 / 200×50mm

展
馆
内
广
告
项
目
G

编号 项 目 成品尺寸(m)
（宽×高）

设计尺寸（m)
（宽×高）

G-01 展厅悬挂 6×8m 6×8m

G-02
展商报道处、观众

登记处KT板（独
家）

3.5×1.2m/块 3.5×1.2m/块

G-03 观众填表台KT板
（独家） / /

G-04
室内条幅

(二楼服务区北入口墙
体,3块）

4×14m 4×14m

G-05
室内条幅

(各展厅内二楼观展平
台护栏)

26×1.2m 26×1.2m

G-06 室内条幅
(1号展厅内观光电梯) 3×12.6m 3×12.6m

G-07 室内幕墙
(5、6号馆入口幕墙) 2.93×1.18m/块 2.93×1.18m/块

展
馆
外
广
告
项
目
H

编号 项 目 成品尺寸(m)
（宽×高）

设计尺寸（m)
（宽×高）

H-01 双皮落地气球 3m内径 3m内径
H-03 北广场两侧天桥长

廊KT板 5m×1m×15 5m×1m×15
H-04 台阶封板广告 17.7×4.9m 17.7×4.9m
H-05 三角广告板 

（双面） 10.5×3.7m 10.5×3.7m

H-06 北广场 
台阶地贴 2.9×0.16m×16 2.9×0.16m×16

H-07 北门幕墙 2.93×1.18m/块 2.93×1.18m/块
H-08 通道/东西室外幕墙 2.93×1.18m/块 2.93×1.18m/块
H-09 通道/南北室外幕墙 2.93×1.18m/块 2.93×1.18m/块
H-10 东西门电梯观光条

幅 3×10.2m 3×10.2m

各
专
业
展
网
站
W

编号 项 目 成品尺寸（像素px) 设计尺寸（像素px)       
（宽×高）

W-01 首页横幅广告 1920×350 1920×350
W-02 首页左侧方块广告 280×215 280×215
W-03 首页通栏广告 773×108 773×108
W-04 首页右侧按钮广告 200×85 200×85
W-05 首页LOGO广告 132×47 132×47
W-06 栏目页通栏广告 773×108 77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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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CIOEC）

会议活动一览
时间：2017年9月6-8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会议/活动名称 时间 地点

第19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2017）开幕式 9月6日09:00-10:00 深圳会展中心六楼茉莉厅

全球光电子技术及产业发展与趋势高端峰会 9月6日10:00-12:00 深圳会展中心六楼茉莉厅

2017中国NB-IoT产业联盟高端会议 9月7日10:00-17:30 深圳会展中心六楼桂花厅

2017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智能光网 业务创新
5G时代光通信技术和业务创新发展论坛（主论坛） 
专题一、大连接 智能化推动家庭宽带 
专题二、光通信网络与技术的演进与发展趋势 

9月6日09:30-18:00 深圳会展中心五楼牡丹厅

5G时代光网络发展高峰论坛 9月6日14:00-17:00 深圳会展中心五楼牡丹厅

2017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智能光网 业务创新
光电子器件与光电集成技术研讨会（分论坛）

9月7日09:00-12:00 深圳会展中心五楼牡丹厅

4K云享  光网联通
2017年中国联通超宽带接入产业联盟高峰论坛

9月7日14:00-17:30 深圳会展中心五楼牡丹厅

2017中国国际大数据云计算高峰论坛
专题一、大数据时代数据中心与光互联
专题二、大数据应用/云计算

9月8日09:00-17:00 深圳会展中心五楼牡丹厅

2017光纤传感技术及产业化高峰论坛
专题一：新型光纤传感机制与传感器
专题二：分布式光纤传感及传感网络
专题三：光纤传感技术的应用与产业化

9月8日09:00-17:00 深圳会展中心五楼玫瑰3厅

2017深圳“现代光学制造工程与科学”国际研讨会
专题一：光学产业发展趋势及市场分析专题
专题二：光学加工与检测技术专题
专题三：光学技术在AR/VR中的应用及发展
专题四：微纳加工制造技术专题

9月6-7日09:00-17:30 深圳会展中心六楼郁金香厅

2017深度学习与机器视觉研讨会 9月7日09:00-16:30 深圳会展中心8号馆会议区域（3号门）

2017中国光电子产业化论坛暨投融资峰会 9月7日09:00-17:00 深圳会展中心4号馆

2017国际红外成像高端论坛
——非制冷红外成像技术的海量应用

9月7日09:00-17:00 深圳会展中心五楼菊花厅

2017国际激光技术高端论坛
——从新技术到新应用

9月6-7日09:00-17:00 深圳会展中心六楼水仙厅

2017中国光电产业投资对接大会 9月6日下午 深圳会展中心六楼桂花厅

2017中美光通信技术交流研讨会 9月7日下午 深圳会展中心五楼玫瑰2厅

光电产业其他会议活动（技术推荐、技术培训、产品发布、
联谊、洽谈交流会）

9月6-8日 深圳会展中心会议楼层（五层、六层）

所有会议日程以现场为准。各会议最新信息请关注：www.cioe.cn   www.optochina.net

http://www.cioe.cn
http://www.optoch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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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Â 光通信展 / 红外技术及应用展 （6号馆会议区） 

9月6日 下午：光通信熔接机 专场

9月7日 上午：光通信器件 专场

9月7日 下午：光通信测试仪器 专场

9月8日 上午：光通信线缆 专场

9月8日 下午：红外 专场

ÂÂ 精密光学展 / 镜头及摄像模组展 （8号馆会议区） 

9月6日 下午：光学测量测试技术 专场

9月7日 全天：2017机器视觉创新技术与应用研讨会 

9月8日 上午：超精密加工技术 专场 

ÂÂ 光电子技术创新馆 （4号馆会议区）  

9月6日 下午：科研院所及其孵化企业创新技术专场（一）

9月7日 上午：光电新材料新工艺 专场

9月7日 下午：高校科技园区及其入驻企业创新技术专场（一）

9月8日 上午：科研院所及其孵化企业创新技术专场（二）

9月8日 下午：高校科技园区及其入驻企业创新技术专场（二）

第19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2017）

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会主题
时间：2017年9月6-9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联系人：魏    珂    0755-88242531 / 13602601075
邮    箱：Coco.Wei@cioe.cn

联系人：张国印    0755-88242533 / 13556889959 
邮    箱：Guoyin.Zhang@cioe.cn

联系人：王    峰    0755-88242540  /  18603032857 
邮    箱：Fendi.Wang@cio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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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及联系方式
★展览地点：

展馆名称：深圳会展中心     展馆地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时间安排：

参展商报到时间： 

特装展位：2017年9月4日至9月5日　08:30-17:30  标准展位：2017年9月5日　08:30-17:30

报到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二楼大厅205服务台

参展商布展时间：  

特装展位：2017年9月4日至9月5日   08:30-22:00  标准展位：2017年9月5日   08:30-22:00

特装施工单位报到： 

【1、4、6、7、8、9号馆】2017年9月3日13:00-17:00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二楼大厅206服务台

【2、3号馆】2017年9月3日13:00-17:00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二楼大厅212服务台

展览时间：

参展商：2017年9月6日至9月9日　08:30-17:00        观  众： 2017年9月6-8日  09:00-17:00

        2017年9月9日 09:00-16:00

撤展时间：2017年9月9日16:00-22:00   货车进入展馆时间：2017年9月9日16:00-20:00 蓝牌货车

                                  20:00 以后所有货车

★展会布、撤展期间，交管部门将对深圳会展中心周边道路实行交通管制，1.5吨及以上的大货车需持证通行。请有需要的参展商在2017

    年8月10-20日期间联系相关人员领取大货车通行证。 （此服务仅限参展商向展会组委会申请）

★服务单位联系方式：

★组委会办公室：

地    址：中国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海岸大厦东座607室         展会现场办公：深圳会展中心二楼207办公室
电    话：0755-86290901  朱小姐  0755-88242524  李小姐
传    真：0755-88242599  网    址：www.cioe.cn  邮    箱：cioe@cioe.cn

★展位预定、会议论坛及广告申请：

光通信展 / 红外技术及应用展（ 1、6号馆）    
魏    珂  0755-88242531  手机：13602601075 邮箱：coco.wei@cioe.cn

激光技术及智能制造展（2号馆）
张    丹  0755-88242543  手机：13823205064 邮箱：sunny.zhang@cioe.cn

精密光学展 / 镜头及摄像模组展 （7、8、9号馆） 
张国印  0755-88242533  手机：13556889959 邮箱：guoyin.zhang@cioe.cn

LED技术及半导体制程设备展 / 中国蓝宝石技术及触摸屏展（2、3号馆） 
罗 亚  0755-88242537  手机：13006677998 邮箱：akee.luo@cioe.cn

CIOE光电子技术创新馆（4号馆） 
王 峰  0755-88242540  手机：18603032857 邮箱：fendi.wang@cioe.cn

★国际事务：

邓 芳  0755-88242546  手机：18898613479 邮箱：erin.deng@cioe.cn

★论坛会议： 

贺小珈  0755-88242563  手机：13128700961 邮箱：jesse.he@cioe.cn

★新闻宣传：

杨    丽 0755-88242554  手机：18682118340 邮箱：cathy.yang@cioe.cn

★现场活动：

肖建文  0755-88242549  手机：15018538727 邮箱：Jianwen.Xiao@cio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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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代收服务：

收货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康桥花园保鼎威物流园B区联华仓库
联系人：
Sally Lu 卢  丽
86-755 25153812 / 13590420048 / Sally@seaever.com
Joanna Li 李金苑
86-755 25153902 / 13510949955 / Joanna@seaever.com
Rainy Wang 汪鑫晨
86-755 25157891 / 15920031884 / rainy@seaever.com

★进出馆搬运、承运服务：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会议展览中心1号馆8号门
1-109 
传真：0755-82848748 
联系人：陈忠春 0755-82848646  
    

★保险服务：

上海仁信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200052）延安西路1228弄2号嘉利大厦20楼
C座   
电话总机：021-51087550

会展风险管理经理：

李 欣 先生 电话：021-51087550-1008   
邮箱：13381618018@163.com    
陈伟君 先生 电话：021-51087550-1010   
邮箱：13641696864@163.com
其他分机：    
倪先生：021-51087550-1013       
陆先生：021-51087550-1014  

★快递服务：

德邦物流深圳会展中心服务点

收货地址：会展中心一楼东区通道东6号商铺
联系电话：谢遵善  15602483356  18128860080

安能物流深圳会展中心服务点

收货地址：会展中心一楼西区通道东3号商铺
联系电话：刘小燕  13714339720

★翻译、礼仪服务：

宜至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杜小姐
服务热线：400-808-2626
联系手机：13533880012
电子邮箱：crystal.du@eshowyz.com 
公司网址： www.eshowyz.com

★住宿、交通、旅游：

深圳市亚联网旅行社有限公司

电  话：0755-82191186 
传  真：0755-82178250 82311215
王先生：13622378899    QQ：1042023419
钟小姐：13510600601 QQ：844571520
刘小姐：13510067011 QQ：183206810
谢小姐：13925222300
E-mail: leo@aun.cn

★海关报关运输：

★金怡国际展运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湾仔谭臣道98号运盛大厦26楼
联系人：Jerry Kan 简华钿
电话：( 852 ) 2563 6645
传真：( 852 ) 2597 5057 
邮箱：jerry@jes.com.hk 

广州办事处：广州金怡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东风中路501号东建大厦西座2005室
联系人：Mr. Hill Gao 高文峰
电话：020-8355 9738
传真：020-8355 3765
邮箱：feng@jes.com.hk 

★安普特物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湾仔摩理臣山道9号天乐广场31楼
联系人：Mr.Xeric / 谭国明先生
电话：（852）2877 0515   
传真：（852）2877 0192
移动电话：（852）9459 0671
邮箱：Xeric.tam@aptshowfreight.com

上海安普特物流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3008号皇都广场C座33楼3310-3311
联系人：Mr.Jacky Xue / 薛勇先生
电话：0755-8282 4434
传真：0755- 8282 4514
手机：13823711686
邮箱：jacky.xue@aptshowfreight.com

★深圳市泰德胜物流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CICI WEI 魏玲 
86-755 25157982 / 13537870803 / cici@seaever.com
Sophia Lei 雷宏宏
86-755 25157980 / 15999606375 / Sophia@seaever.com
Annie Tan 谭 双
86-755 25153932 / 13510454132 / Annie@seaev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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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承建商：

1、6号馆：深圳市中智兴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商报路天健创业大厦721-729

特装图纸审核负责人：赵继兵

电话：0755-81488483-622  传真：0755-28153794

手机：18128860285

邮箱：sz-zzx@zzexhibit.com

水、电、气、网络、展具租赁联系人：

黎美华：0755-81488483-621

郑丽敏：0755-81488483-638

传真：0755-28153794    邮箱:project@zzexhibit.com

账户信息

境内汇款：

账户名称:深圳市中智兴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信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

账    号:74414 101826 0296 1427

境外汇款：  

BANK ADDRESS:5/F.,Citic Buiding,Citic City Plaza,No.1093 

Shennan Road,Central.Shenzhen,China

SWIFT CODE:CIBKCNBJ518

ACCOUNT:74414 101826 0296 1427

BENEFICIARY:Zhong Zhi Xing Exhibition Engineering Co., Ltd.

ADDRESS:The sixth floor of west, yajie Building, Meilin Street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POSTAL CODE:518031

TLX:420473

4、7、9号馆：深圳市中诗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学苑大道田寮大厦1212室

电话：0755-83748293、83748459转8015 / 8078 

传真：0755-83747292 / 83210849 

联系人：廖小姐、王小姐

E_MAIL： kf@zhongshifair.com.cn  

24小时客服热线：400-636-2278

账户信息

境内汇款：

账户名称：深圳市中诗展览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深圳振华支行

账    号：813681344310001

境外汇款：

Beneficiary: SHENZHEN ZHONGSHI EXHIBITION CO., LTD.

Add: Building 19, Zone A, Tanglang Industrial Park,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China

A/C NO: 41004700040001670

Bank: Agriculture bank of China, Shenzhen Huaqiang Branch

Swiftcode: ABOCCNBJ410

2、3号馆：深圳会展中心展装工程部

特装搭建联系人：

张继红   0755-82848713    viven66@chtf.com

陈小华   0755-82848710 xiaohua@chtf.com

陈艳华   0755-82848715 cyh@chtf.com 

吴素洁   0755-82848766 wsj@chtf.com

报图邮件：2084722949@qq.com    咨询电话：0755-82848712

预租联系人：翟石梅         预租邮件：zl@chtf.com

预租电话：0755-82848711         预租传真：0755-82848714

预租QQ：292932124         预租网址：www.szcec.com 

账户信息

境内汇款：

账户名称：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深圳中心城支行

帐    号：8149 8322 6810 002 

境外汇款：

联系人：翟石梅 邮件：zl@chtf.com

电话：0755-82848711 

传真：0755-82848714

8号馆：深圳市联合创展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人： 罗 杰 0755-28761986 / 18664989187 

    王玨芝 0755-28761986 / 13048356624

传真：0755-28761986

邮箱：857027848@qq.com

预租QQ：857027848

账户信息

境内汇款：

账户名称：深圳市联合创展展览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信银行罗湖支行

账号7442810182600086341

境外汇款：

联系人：罗先生 13923474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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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展

一、时间安排

 参展商报到时间： 

特装展位：2017年9月4日至9月5日　08:30-17:30       标准展位：2017年9月5日　08:30-17:30
报到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二楼大厅205服务台

 参展商布展时间：  

特装展位：2017年9月4日至9月5日   08:30-22:00       标准展位：2017年9月5日   08:30-22:00

 特装施工单位报到： 

【1、4、6、7、8、9号馆】2017年9月3日13:00-17:00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二楼大厅206服务台
【2、3号馆】2017年9月3日13:00-17:00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二楼大厅212服务台

二、布展说明

组委会提供标准展位的统一搭建。标准展位参展商如需自行搭建装修，需于8月10日前向组委会提出书面申请，否则由
此产生的拆装费用由参展商承担。

三、布展施工及消防管理规定（据《深圳会展中心展馆使用管理规定（2014版）》文件）

（一）布展限高：根据，展位的总体结构限高6米（包括地台高度和悬挑造型等），展厅内局部有天花顶板的区域搭建时
限高4米，大跨度（超过6米）、多层结构以及高难度复杂结构必须增加支撑确保安全可靠，并需有资质的建筑设
计部门出具的结构安全评估文件以备展馆现场查验。以上需各展位施工单位现场勘测。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发现的
任何安全问题，施工单位必须无条件按要求进行整改。如违反以上相关管理规定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责任自负，情
节严重的将取消下届展会的布展施工资格。

（二）展位结构性封顶不得遮挡所有消防烟感及喷淋设施。原则上不得超出展位总面积的1/3，如超出必须增设灭火及报

警设备。展位不得使用霓虹灯大功率太阳灯碘钨灯等高热量灯具，必须使用冷光源灯具。木材、天花布幔、灯箱

围幔等易燃、可燃材料必须经过阻燃处理（防火B1级）。结构内部不得使用纸质或海绵等等任何易燃材料。不得

使用弹力布等易燃布料。

（三）展位搭建不得超出规定面积，不得以任何形式遮挡占用所有消防设施和通道空间及各出入口和空调通风口（远离

通风口1.5米）。地面以外的任何墙体及设施不得用于悬挂和张贴。

（四）按照每50平方米1个的标准自行配置5kg ABC型干粉灭火器。

（五）特装展位需自带配电箱。展位使用电线必须为合格的带护套线，要求容量充足，连接必须用接线柱。

（六）遵守展馆布展施工的其它规定。

四、现场服务与管理

（一）组委会指定的主场工程搭建商在会展中心现场服务台负责咨询、接待、办理布展手续等相关事项，对参展、施工

单位的布展施工进行全面监督和管理，提供下列服务：

1、受理《施工许可证》审批手续。              2、保单审核。                       3、申报加班。           

4、水电申报及设备安装。                            5、消防咨询。                       6、安全清洁押金。 7、收费。

（二）展具租赁等服务详见指定主场搭建商资料。

（三）展馆悬挂管理规定

1、展馆屋顶的悬挂作业必须由展馆专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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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展馆屋顶悬挂作业内容一般仅限于广告条幅和指示性轻质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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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特别申明

展馆将竭诚为参展商提供优良的悬挂作业服务，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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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展厅均设有双波段火灾探测器和红外光束图像烟感探测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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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范围内的，将视为正常偏差不予校正。

4、关于悬挂事宜请直接联系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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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展

一、开展期间进出馆时间

参展商：2017年9月6-9日  08:30-17:00

观    众：2017年9月6-8日  09:00-17:00  9月9日   09:00-16:00

二、展品与资料进出馆管理

所有进、出馆的物品均需接受门卫的查验。布展期间和开展期间展品只进不出，需出馆的物品，须持有组委会开具

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物品出门条》，经组委会盖章后才能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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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展位管理

（一）严禁转让、转租（卖）或合用展位。如展位使用单位与展位申请单位不一致，均视同违规转让或转租（卖）展

位。包括：

1、以联营名义将展位转给联营单位使用。

2、以借用名义将展位转给（借给）其它单位使用。

3、未经许可擅自对调、对换展位。

4、其它违规转让、转租（卖）或合用展位的行为。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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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展会期间各参展商不得从事现场物品买卖活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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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会未结束前，任何展台不准拆卸。

（五）对违规的单位，作如下处理：

1、没收违规转让或转租（卖）展位所得。

2、对情节严重者，取消参展资格（已交展位费用不予退还）。

四、展品及宣传品管理

（一）展品

在展位内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展品，视为违规展品，禁止参展，并由该参展商承担责任。

1、携带展会参展产品范围以外与展会主题无关的展品。

2、携带不能说明来源或归属的展品。

3、其它不符合规定的展品。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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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做好知识产权的自我保护工作。详

细要求见本手册P12“条例规则—参展—第十四条”

（二）宣传品管理

1、参展商携带的各种资料，仅限于在本展位派发，不得在他人展位和通道上派发，也不得在通道上摆放宣传品和宣

传资料。

2、派发的各种资料的内容和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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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不得代替他人分发宣传资料和宣传品，由此而引起的一切纠纷由派发者承担连带责任。

五、参展安全管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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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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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全体参展人员应自觉遵守大会的各项规定，共同维护大会秩序，不参与法轮功邪教组织等非法活动，提高警惕，

预防各类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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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有进馆人员应佩带相关证件，服从并配合保卫人员的检查。不准将证件转借他人和带无证人员进馆，违者将给

予处罚。

（五）展品应按规定摆放，不得将展品摆放在展位以外的任何地方，严禁乱摆卖。要服从大会有关工作人员的检查与纠正。

（六）认真做好防火工作，参展商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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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商的负责人为该展区（位）的第一防火责任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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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人员汇报，把火灾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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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正常发挥。

（八）每天闭馆前，参展商应积极配合保卫人员认真做好闭馆前的清场工作，主要是清除展区（位）内的可燃杂物、火

种和其它灾害隐患，切断本展区（位）的电源，保管好贵重物品和关好门窗。

（九）闭馆前，应将贵重样品存放展柜和保险柜内或采取其它有效保护措施，开、闭馆时要清点数目，并由专人负责看

守和管理，参展商应按时进馆，并不得提前离馆，以确保展样品的安全。

特别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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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丢失，责任自负。

六、餐饮服务

9月4日-9月9日展会布展、开展期间，展馆专设餐饮区为搭建商、参展商及观众提供经严格管理的餐饮服务，展馆以外

购买的餐盒禁止带入展馆。

七、快递服务

德邦物流深圳会展中心服务点 收货地址：会展中心一楼东区通道东6号商铺

联系电话：谢遵善  15602483356  18128860080

安能物流深圳会展中心服务点 收货地址：会展中心一楼西区通道东3号商铺

联系电话：刘小燕  13714339720

八、交通管理

（一）布（撤）展期间所有货车须凭深圳市交通警察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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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车辆进入会展中心必须遵守展馆安全规定，按照交通标识和导向指示行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

九、展位清洁

布、撤展期间，标准展位和公共区的清洁工作由主场承建商与展馆负责，特装展位的清洁由参展商自行解决。展会

期间，参展商应保持展位清洁。现场清洁工主要负责清运垃圾和展馆公共区的清洁工作，同时提供展位内有偿的清洁服

务。撤展期间，特装展位的参展商必须将本展区（位）的所有垃圾清运出展馆，经现场工作人员确认后，方可领回清洁

押金。 

十、保险责任与风险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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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还

应该为自己展台中的工作人员购买意外保险及第三者责任保险。尤其要确保其展台搭建公司购买了意外险及第三

者责任险。关于搭建商保险（特装摊位）具体如下：

各展台搭建商必须为整个布展/撤展期间和展会期间购买赔偿额不少于400万元人民币的公众责任险。 

各展台搭建商必须在布展前向主办单位提供上述保险证明。主办单位保留禁止无保险的展台搭建商进入展馆的权利。

1、每个特装展位必须将搭建商(承揽方)、参展商(定做方)列为被保险人。 

2、每个特装展位保险责任要求： 

- 展览场所的建筑物、各种固定设备及地面、地基的损失；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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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请工作人员的人身伤害，所引起的抚恤金、医疗费和其它有关费用；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50 万元；每人

累计赔偿限额：40万元。 

- 第三者的人身伤害，所引起的抚恤金、医疗费和其它有关费用。累计限额人民币：200 万元；每人累计赔偿限

额：40万元。 

每份保单保费为人民币 500 元。 

3、特装展位可以自行选择其他保险商的保险单，但保险单内容必须符合"每个特装展位保险责任要求"的各项规

定。

4、展览会责任险专用投保采用在线投保方式，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登录网址www.rxig.com --- 导航栏选择"会展保险"--- 选择"在线投保"--- 选择"第19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CIOE2017"点击下一步进入在线投保"--- 填写表格后点击"提交"---下载投保确认函 --- 根据确认函上保费代收

账号支付保费 --- 确认保费到账后的次日将保单正本与发票快递给投保人。

5、参展商如需对自己的展品进行财产及责任风险转移的，可以选择投保财产损失保险，上海仁信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将为各参展商提供的统保优惠费率，具体承保条件请事先联系仁信保险经纪的风险管理经理。

 

上海仁信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为本次展会提供最优惠的统保条件及服务，包括在展览会现场办理保险投保手续、现

场安全督促、现场保险事故及赔款处理等服务工作。请参展商或搭建商事先联系与咨询：

上海仁信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200052）延安西路1228弄2号嘉利大厦20楼C座   电话总机：021-51087550

会展风险管理经理：
李欣先生  电话：021-51087550*1008    邮箱： 13381618018@163.com lix@rxig.com    
陈伟君先生 电话：021-51087550*1010    邮箱： 13641696864@163.com cwj@rxig.com
其他分机：     021-51087550* 1013 倪先生 021-51087550* 1014 陆先生
现场保险理赔服务：

如果发生保险事故请立即对出险现场进行拍照取证，并拨打现场报案电话：

李欣133 8161 8018  陈伟君136 4169 6864

保险索赔单证要求：
出险通知书，需加盖公章；

损失清单，需加盖公章；

被保险人事故情况说明或受损方事故处理报告，需加盖公章；

被保险人事故情况说明或受损方事故处理报告，需加盖公章；

事故现场照片；

被保险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支付凭证；

维修或购置发票原件；

被保险人与主办方的光地租赁合同复印件；

保险人要求的其他单证。

（二）有贵重物品及展品参展，建议该参展商与会展中心指定的保安公司签订看护合同。额外支付费用聘请保安员在展

期全天看护展位。

（三）在组委会不能控制的情况下，由于任何限制和条件，导致展台装修和拆卸不能完成或会展中心不能提供的各项服

务或完全取消或部分取消展会变更规则与条例，组委会概不负责。

十一、噪音控制规定

（一）展台发出的音量不可对参观者或其它相邻的参展商构成干扰。

（二）声像设备展示的音量应低于50分贝。

（三）对屡次违反而不听劝告者，展会现场管理机构有权采取强制措施给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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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关于销售假冒伪劣和乱摆卖的处罚

为保证参展商及观众的利益，维护中国光博会形象，严禁展会现场乱摆卖和兜售假冒伪劣产品（假冒伪劣产品的认

定以国家规定的相关条例为准）。

（一）如现场发现与申报不符的展览项目，将予驱逐、没收，并将其记录在案，作为以后审核参展的条件之一。

（二）因售卖假冒伪劣产品而引起的后果，由展位租用单位和售假单位及个人承担全部责任。

十三、境外参展商特别注意事项

（一）政府法规

参展商必须服从并遵守中国及当地的所有相关法规。

（二）签证申请

1、参展人员必须确保自身符合入境国家的全部签证与健康要求。组委会可提供一定的帮助。

2、如果参展商人员因没有获得签证而无法参展，合约不能为之取消。

（三）海关规定

展馆为海关管辖的区域。展馆内的所有物品在展览期间是免税的，但没有得到海关的许可之前，任何物品均不得带

出展馆。此外参展商还应注意以下事项：

1、请自行联系组委会指定的承运商，以便办理展品清关手续。

2、对于携带入境的手提物品，在带进或带出展览大厅前，都必须通知组委会指定承运商进行报关并获得海关许可。

3、所有将在本次展览中发出的宣传物品，包括印刷品、名片、资料、礼品等，均需提前交给海关查验，否则不予入场。

4、请妥善保存海关发出的所有收据，以便大会指定承运商向海关代领回展品。

5、展览期间可分发小礼品，但需缴交进口税。参展商在分发小礼品之前应该通过组委会指定承运商向海关提交物品

数量与价格清单。

6、会后展品销售应按中国有关规定执行。

十四、保护知识产权管理规定

1、展会现场知识产权维护处设在深圳会展中心二楼204室。
2、参展商必须保证其在展期展示的展品及宣传活动均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如有任何侵犯行为，主办单位有权禁止

其参展，并由侵权方承担一切损失与责任。主办单位不对由此引起的诉讼及纠纷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3、所有商业宣传活动只可在摊位内进行，严禁展商未经许可进入其他展位拍照、摄像。

4、主办单位已采取措施，设置专门单位，处理主办单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办的展览会中关于参展产品侵犯他人知

识产权的投诉。该措施旨在协助参展商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和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为此，所有参展商须严格遵守下列

措施中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

4.1、如果您自身的知识产权被侵犯，可向展览主办单位知识产权维护处进行投诉。

4.2、如果您在展位接到他人投诉，可将投诉转给展览主办单位知识产权维护处协调处理。

4.3、投诉人向展览主办单位知识产权维护处投诉时，应提供下列书面证据以证实其投诉：

• 知识产权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企业所有人，需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

     —个人所有人，需提供有效身份证。

• 如果由知识产权拥有者之代理人代表提出投诉，应提交代表委托书或授权书。

• 商标—可在中国法院执行的有效商标注册证原件或认证复件，包括任何续期证书或续期证明。

• 著作权—可在中国法院执行的有效著作权登记证原件或认证复件, 包括任何续期证书或续期证明。

• 专利—可在中国法院执行的有效专利证明原件或认证复件, 包括任何续期证书或续期证明, 连同有效的专利缴费证

明，以及由投诉人的中国专利代理人或法律顾问发出的书面意见，证明该中国专利为有效并被参展商于展览会展示的展

品侵权（若有）。

• 中国法院针对侵权货品的命令。

此外，投诉人应提交一份已填妥的「投诉表格」，列明投诉细节，包括：参展商名称、展位编号、日期、投诉人名

称、投诉性质的简述、及被投诉产品/照片/产品目录等的描述。如果主办单位根据上述提供之书面证据, 认定投诉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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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为有效而被投诉之参展商需要答辩, 主办单位会通知有关参展商，并要求该参展商从该摊位移除有关物品，且

不得在此后的展览期内再展示，除非该参展商有证据足以证明其有权展示有关货品。不过，以上行动只是协助调解投诉

人及被投诉之参展商于展览会之纠纷, 不得被视为认定该参展商确实侵犯了投诉人的知识产权。如有需要，投诉人及参

展商应寻求独立法律意见及要求中国法院做出适当的判令。

如果投诉人出示由中国法院发出的关于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货品的判令，主办单位会要求参展商马上从该摊位移除有

关物品，且不得在此后的展览期内再展示，除非该参展商能提出证据令主办单位相信相关货品不受该判令的影响，或即

使该判令做出规定，他们仍有权展示相关产品或材料。

如果参展商拒绝依照上文所列指引合作，主办单位有完全及绝对酌情决定权终止该参展商的参展权, 而不退还该参

展商已支付的参展费用，并禁止该参展商、其任何母公司、联营公司、分支机构和/或附属公司参与主办单位未来举办的

任何及/或所有展览会。

所有投诉人及参展商都明确了解，主办单位、其雇员及代理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须为参展商或其它人士侵犯任何

知识产权而承担责任。虽然主办单位会采取合理的行动要求参展商尊重投诉人的知识产权，主办单位无法断定侵权行为

是否确实发生。如有需要，投诉人及参展商应寻求独立法律意见及要求中国法院做出适当的判令。 

投诉人同意承担因投诉人提出的投诉而导致或由其后果而产生或不论如何引致对主办单位做出的任何种类的一切申

索、责任、损失、赔款、费用（包括法律费用）及任何收费，向主办单位做出补偿，以免主办单位受到损害。

主办单位明确保留不时修订本简介规则和规定的权利。

十五、危险物品和空气压缩机

1、展场内严禁明火作业和使用没有灯罩的灯具或易燃及爆炸性气体。

2、参展商须向货运公司提交清单，同时提供易燃、爆炸性及辐射性物品的清单，以便当地有关单位做出安全检查及

展馆方面做出适当预防措施。

3、为了消防安全之计，参展商必须经过申报才能在展台内存放必要的可燃液体。

4、展馆内严禁摆放空气压缩器，如参展商需要可以提前跟主场承建商联络。

十六、通讯服务

展馆设有收费的电话网络服务，可以展台接驳，费用由参展商自己负责，如受数量限制，申请以先到先得为原则。

具体联络指定主场承建商作安排。 详细要求见本手册P26  “展具及水电设施申请表2”

十七、其它规定

1、法律: 参展商须遵守所有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2、宣传资料审检

在展会上公开发放或播放的印刷品、影片、录像带、幻灯片等如涉及到政治因素，须得到有关方面的批准。展示宣

传中不得出现台独、法轮功邪教等内容以及其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的内容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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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   展

一、撤展时间

9月9日展览结束后，参展商应按撤展时间安排有序撤展，自行将特装展台撤出展馆。具体撤展时间安排如下：  

      观众： 15:00观众停止登记 

   16:00 展会闭幕，停止入场，观众离场。

      车辆：展馆地面停车场仅供货车停放，小车停入地下车库或遵从疏导至周边停车。

               16:00-20:00仅限蓝牌车辆进入地面停车场撤展；

               20:00 以后所有车辆。

      参展商、搭建商、主场承建商：             

   15:00 组委会工作人员将《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物品出门条》统一送到各展位。

   16:30 主场承建商停止展位水电供应，参展商归还有关租赁设备并领回押金，办理撤展手续，组织撤展。

   17:00 各馆隔离门关闭。

   18:00 开始拆撤展位。 

   20:00-22:00 货车进入地面停车场，展品、设备、展台放行出馆,撤展完毕。

二、撤展管理规定

（一）展会于9月9日16点闭幕，闭幕前不允许任何参展商封装展品或以任何理由撤馆，违反撤馆规定的参展商将需向大会

组委会支付赔偿金5,000元（人民币），并将不允许参加以后CIOE所举办的任何展会及活动。

（二）展会闭幕后，参展商随即可以开始收拾装置、用品及文件材料。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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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将参展商证、嘉宾证、撤展证等转交或变

卖给其它单位或个人。

（四）展览大厅的所有纸箱、板条箱不能摆放于通道，以便通道的地毯被移走。 

（五）展品运出展馆，凭展馆发放的放行条放行。

（六）爱护馆内设施，不得夹带搬走，不得损坏，违者除照价赔偿外，情节严重的给予重罚。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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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撤展时，参展商不得随意拆除、移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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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倍赔偿，情节严重者，交保卫组处理。 

（九）参展商必须遵守组委会发布的撤展时间及撤展规定。

三、撤展服务

（一）押金退还流程

1、将租赁器材在闭馆前30分钟内归还到原办理租赁的现场服务台，办理租赁押金手续。

2、在撤展结束前，将展台的垃圾清运出展馆，并由现场管理人员确认后，直接到现场服务台办理退还押金手续。未

清理垃圾的展台将不予退还清洁押金。

（二）展品回运

请咨询各指定承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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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理施工手续：

1、特装展位审图--截止日期：2017年8月5日以前，将以下资料交各馆主场承建商进行审核。设计方案的立体彩色效

果图、平面图、立面图（包括详细尺寸和材料说明）、结构图以及有关用电资料，连同《空地承建商资料申请表-表2》

Ｅmail给主承建商。（不接受传真）

2、办理进馆施工手续需向主场承建商提供以下材料：

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参展及施工资格证明；保单复印件；填写“特装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由各主场承建商提供

或在CIOE官网下载）；施工单位法人代表证书及施工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及电话号码等资料；

二、特装展台搭建需交纳费用：

特装展台施工管理费、安全清洁押金、展期内用电电费、施工临时用电电费、施工证（收费标准见表3、表4、表7）。

三、预租展具、用电等回执：

有预租需求的参展商需在2017年8月15日前将展具及水电设施申请表（见表3、表4）加盖章后传真至各馆主承建商，

同时汇预租款。

四、九平方米标准展位设计及配置：

1、6号馆标准展位： 2、3号馆标准展位： 

主场承建商

注：参展商不得在摊位支架和展板上钻螺丝、钻勾、油漆及锤钉，须于展览完结后除去所有魔术贴海报或墙纸，如有损坏，必须负责赔偿。其他设
备，如特别装饰、额外照明、展具或家私等，须另付费用，请参照租赁表格申请租订。效果图与主场搭建商实际搭建效果有少量区别，以现场实际搭
建展位为准。

每个标准展位基本配置：

1、阻燃楣板（参展商中英文名称及展位号）

2、围板（展位由铝质支架及三面白色围板组成；

     角位展位有两面围板及公司名称楣板）

3、阻燃地毯（由组委会统一颜色）

4、一张咨询桌

5、两把椅子

6、一个电源（220V/500W）

7、两支射灯

8、一个垃圾篓

4、7、8、9号馆标准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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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表 

海运货物发运至香港码头转深圳

文件截止日期 …………………… 2017年8月1日

货到截止日期
LCL 拼箱货物
FCL 整柜货物

2017年8月17日
2017年8月22日

空运货物发运至香港机场转深圳

文件截止日期 …………………… 2017年8月1日

货到截止日期 …………………… 2017年8月22日

所需文件

□   海运提单正本一份 / 电放海运提单副本一份 / 空运单副本一份

□   展品清单一份（海关审核的法定文件，参见附件）

□   保险单一份(如有)

□   一份机器中文说明书（如为机器则必须提供）

发运指示 

所有展品必须以“运费预付”发运并必须按下列要求显示收货人。 若展品以“运费到付”发运，我司将收取运费百分之五的垫付附加

费。若因收货人资料错误而产生额外费用，我司将另外收取。

海运 空运

Consignee:
APT Showfreight Ltd
31/F, Morrison Plaza, 9 Morrison Hill Road,
Wanchai, Hong Kong
TEL:(852)28770150 FAX:(852)28770505
Notify: same with consignee
CIOE 2017
Exhibitor Name: XXX        Booth No.: XXX

Consignee:
APT Showfreight Ltd
31/F, Morrison Plaza, 9 Morrison Hill Road,
Wanchai, Hong Kong
TEL:(852)28770150 FAX:(852)28770505
Notify: same with consignee
CIOE 2017
Exhibitor Name: XXX        Booth No.: XXX

临时进口

中国海关允许展品以”临时进口货品”名义进入中国，所有暂时进口的展品必须在展会结束后办理复出口。

中国海关接受ATA国际公约。临时进口保证金不适用于中国举行之展览会。

上海安普特物流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3008号皇都广场C座33楼3310-3311 

Contact/联系人: 

Mr. Jacky Xue / 薛勇先生 

Tel/电话: 86 (755) 8282 4434 

Fax/传真: 86 (755) 8282 4514 

Cell Phone/移动电话: 86-13823711686 

Email/邮箱: jacky.xue@aptshowfreight.com

展品运输指南

海关报关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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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到附加费

如展品于指定日期之后到达，我司将收取基本运输费之百分之三十(30%)的晚到附加费。

对于晚到货，我司会尽全力在展览会开幕之前将展品运至展台，但是不能给予任何承诺。即使不能如期送货至展台，我司亦需收取晚到附

加费。安普特物流有限公司保留拒绝操作在展览开幕前7天内到达香港港口/机场的晚到展品的权利。所有因晚到产生的附加费用由展商承

担。

包装唛头

为了方便识别，所有货物外包装上必须印上如下唛头

  CIOE 2017

 C/O APT Showfreight Ltd

 Name of Exhibitor  :  _____________________

 Stand Number  :  _____________________

 Case Number  :  _____________________

 Gross Weight/Net Weight :  _____________________

 Dimensions  :  _____________________

进馆

 ·一般展品会于进馆期间送到展场，我们会协助展商拆箱并将展品就位和暂存空箱于展览场地(如场地许可)。在布展期间，请参展商务必

在现场指导操作。有些情况下，港口或者会场的海关会在你方不在的情况下审查货品。

 ·展览会闭幕期间，参展商需现场督导我们进行展品的拆卸和重装，尤其是对大型或者精密设备。当用已使用过的材料重新包装展品时，

很难确保设备不受损坏和潮气影响。参展商由此须自行承担责任。

出馆

在展览闭幕前，我司会派发一份 “回运指示” 给各展商，展商需根据原有的展品清单向我司阐明展品的处理方式，如回运、消耗或散发

等，以便我们在展览结束后安排展品的回运。

在展览会闭幕的当天，我们会将空包装箱送还各展台并协助展商包装。为了确保展会闭幕的顺利进行，持有超重或者超限展品的展商可能

要在隔天完成展品的重装。我们的现场操作人员会通知展商确切的安排。

如没收到展商的回运指示，我们会将遗留于展场的展品交由海关处理，所有费用如税项等将由展商自行承担。

参展商需特别注意以下海关规则：

 ·除了已申报的内容，其它货品如个人物品或在中国境内购买的纪念品，不能够随展品一同回运。

 ·违反以上规则的货品将会被充公或从处重罚。

回运

货物回运前的复出口的海关手续至少需要1个星期的时间。如有任何急需回运的展品，请务必事先通知我司，并于展览会开幕前将所有指

示和文件交给我司。

展商可通过银行汇票或电汇至我公司账号:

收款行名称： HSBC Hong Kong

收款行编号： 004

SWIFT地址： HSBCHKHHHKH

收款人帐号： 813-221496-838 (USD / HKD)

收款人名称： APT SHOWFREIGHT LTD

 (银行汇款手续费用由展商自付)

* 海关报关运输详细规则、操作方式及报价请联系服务商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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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报关运输

A. 海外展品运输指南

（境外）金怡国际展运有限公司     （境内）广州金怡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Tel : 852-2563 6645      Tel : 86-20-8355 9738
Fax: 852-2597 5057      Fax: 86-20-8355 3765
Email : jerry@jes.com.hk      Email : feng@jes.com.hk
Ctc :   简华钿       Ctc: 高文峰
 

B. 运输指示及货运途径 (按一般展示用品)

1b. 展品从香港集货至深圳

展品文件及到货日期

1. 海关审查文件 (展品装箱清单表格 B ) 2017年8月1日

2. 从香港货运站提货至深圳 (空运 / 海运) 2017年8月17-18日

货运委托书及展品装箱清单必须在货到前3个工作天电邮或传真到我司办事处. 所有展品必须按上述运货时间表抵达. 晚于截止日期会加收

30%的晚到附加费, 且不保证送货至展台时间.

2b. 香港收货人  

Consignee air / sea)      Notify Party

JES Logistics Limited            JES Logistics Limited

26th Floor, Winsan Tower               /       c/o CIOE 2017 Shenzhen

98 Thomson Road

Wanchai, Hong Kong                  

Tel : (852) 2563 6645            

Fax: (852) 2597 5057 

提单上货物申报

请电邮或传真有关发货通知至香港金怡国际展运有限公司

3b.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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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误到场布展. 所有境外展品的往返空运或海运提单运费, 必需 ”运费预付”, 若由我司代垫付运费后, 将收取10%作为附加费用.

4b. 目的港: 香港 

请不要把展品直接发运到深圳机场或码头, 因清关时间与商检查验会比较长及手续烦覆. 如展品不能按时运到香港, 请先与我司联络以作适

当安排. 

5b. 文件

展品装箱清单文件的重量必须与空运单或海运提单相同. 请把下列清关文件必须在货到前3个工作天电邮或传真到我司办事处.

海运提单    (1份)

空运提单   (1份)

委托书    (1份) 

展品清单   (1份)

保险单    (1份己投保)

mailto:jerry@jes.com.hk
mailto:feng@je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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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货运预告

海运 - 请确保货物抵达目的港口之前3个工作天, 快递2份海运正本提单及2份展品清单给收货人.

空运  - 办理货物托运时, 请附加2份展品清单与空运单正本一起发运. 并在货物抵达机场前48小时内电邮或传真空运提单及展品清单给收货人.

7b. 货物熏蒸

所有木质包装货物 (如木箱、木托盘、木架) 必须要熏蒸. 箱外要有以下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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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b. 海关查验

深圳海关严格要求展商必须填写准确货物装箱内容, 并提供所有机械展品之型号及其组装配件的照片, 照片上要清楚显示型号, 机身编号

及在机器上之位置, 请将照片提供给我司及张贴于包装箱外方便海关现场查验. 若展商未能提供机械展品及其组装配件的照片, 我司将按深

圳海关对展品查验的规定在香港金怡仓库进行开箱及预先检查机械之型号和拍照,代展商在金怡仓库开箱查验之操作费用按其服务要求个

别报价.

9b. 宣传品审查

产品目录及小礼品, 例如: 原子笔, 钥匙圈, 宣传资料等等.. 此类物品若在展览会期间散发必须由中国海关审核其数量及价值或征税后才可

派发. 请展商提交 2 份各项散发样品供海关审查. 海关审查费 US$20.00 / 项 / 展商. 严禁光盘, 记忆棒与杂志进口作展览用途, 须申领特别

许可证.

10b. ATA单证册

展品临时进口中国可用ATA单证册. 但展品不能在中国出售或留购, 必须在展览会闭幕后原数复出. ATA进出口单证报关费US$220.00每运次. 

11b. 展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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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雨淋. 展品可使用结实木箱或铝箱包装并适合反复装卸, 纸板箱不适宜长途运输. 所有包装箱内须有防水, 防潮或真空包装并在箱外注

明易碎展品包及注明向上防压标记. 

12b. 超重或超大件展品

有重型展品及单一体积超过1000公斤或5立方米及其需用汽车吊和铲车在展场组装的展品之展商须及早到达展场, 以便指导重型展品的拆

箱和就位. 如需用汽车吊和铲车来对这些超重或超大件展品的拆箱就位和安放, 展商必须提前与我们联系及提供详细的超重或超大件展品

示意图以便我司展场操作. 展商如有需要, 可向我司索取有关服务的报价.

13b. 现场开箱或装箱

在进出馆期间, 我司会协助参展商开箱就位及会后装箱等服务. 请参展商安排有关人员现场督导回运装箱,对于包装箱己经破损, 残旧或无

包装材料的回运展品, 如货物发生破损, 短缺, 丢失等情况, 参展商并应对该操作负有全责. 无包装的回运展品如非由整体装集装箱载运, 

我司不予安排配载.  

14b.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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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自行购买展品的全程保险 (建议通过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代理的保险公司办理保险), 包括展期内保险及责任事故的保险. 展商请备妥保

险合同正本或其副本, 以备可能在展览会现场发现短少, 残损时申报检验之用.

15b. 回运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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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任何急需回运或转展的展品, 请参展商务必事先向我司提供相应运输时间和特别的安排. 若不按照此程序, 我们只能于展览会结束后办理.

16b. 付款条款

使用金怡公司或其指定代理的展商, 将会收到金怡公司或其指定代理的付款通知发票; 没有通过金怡公司或其指定代理的展商, 必须在展

览结束前, 付清全额费用

* 海关报关运输详细规则、操作方式及报价请联系服务商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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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泰德胜物流有限公司
TDS EXHIBITION LOGISTICS

联系方式

CICI WEI 魏玲 86-755 25157982 13537870803 cici@seaever.com

Sophia Lei 雷宏宏 86-755 25157980 15999606375 Sophia@seaever.com

Annie Tan 谭 双 86-755 25153932 13510454132 Annie@seaever.com

客服专员  exhibition@seaever.com

B1：境外展品文件及到货日期

　 抵达地址 截止日期

文件 Shenzhen Talent & Sea-Ever Logistics Co., Ltd. (Email, Courier) 2017年8月1日

海运
散货 香港码头 2017年8月17-18日 

整柜 蛇口码头/香港码头 2017年8月17-18日

空运 香港机场 2017年8月18-20日

陆运/快递 深圳仓库 2017年8月25日

B2.展品运输所需文件 

文件名 备注

装箱单 2 份副本

发票 3 份副本

提单 4 份副本

保险单副本 5 份副本

备注：境外展品如需通过以上任何方式发送到我司仓库，请发货前必须联系我司人员确定入仓事宜，如未提前联系产生的不良后果自行负

责。货运委托书及展品装箱清单必须在货到前3个工作天电邮或传真到我司办事处. 所有展品必须按上述运货时间表抵达. 晚于截止日期会

加收30%的晚到附加费, 且不保证送货至展台时间.

B3. 提单收货人 

Consignee   (air / sea)           Notify Party: SAME AS CONSIGNEE

Shenzhen Talent & Sea-ever logistics Co.,Ltd

c/o CIOE 2017 Shenzhen

Add: Room 1801-1802，Shenhua Commercial Building,

No.2018,Jiabin Road,Luohu District,Shenzhen,China 

Post code:518001

海关报关运输



展 商 服 务

21  

第19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参展商手册

Tel:0086-0755-25157980  Fax:0086-0755-25153911

Email: exhibition@seaever.com

 

提单上货物申报Exhibition Goods. (For CIOE 2017 Shenzhen )

请电邮或传真有关发货通知至深圳市泰德胜物流有限公司

备注 ：

展品收货人名称请按此标准填写, 不得写具体人姓名. 同时谨记不要将展览会或展馆名称, 参展商及主办 单位作为收货人, 以免

提货困难及延误到场布展. 所有境外展品的往返空运或海运提单运费, 必需 ”运费预 付”, 若由我司代垫付运费后, 将收取10%作

为附加费用.

B4. 包装唛头

   为了方便识别，所有货物外包装上必须印上如下唛头

       CIOE 2017

       C/O Shenzhen Talent & Sea-ever logistics Co.,Ltd 

       Name of Exhibitor  :                                         

       Stand Number   :                                         

       Case Number   :                                         

       Gross Weight/Net Weight :                                         

       Dimensions   :                                         

  

B5. 银行账号信息：

USD & HKD

户名(Account Name): SEA-EVER LOGISTICS LIMITED

地址(ADDRESS)RM 17-18,10/F LANDMARK NORTH 39 LUNG SUM AVENUE SHEUNG SHUI NT HONG KONG

帐号（Account Number）：561-788530-838

银行（Bank Name）HSBC Hong Kong

银行地址（Bank Add）: 1 Queen’s Road Central,Hong Kong

SWIFT CODE: HSBCHKHHHKH  (for telegraphic transfers)

银行代号 (Bank Code):  004  (for Hong kong payment only)

RMB

户名:  深圳市泰德胜物流有限公司

人民币帐号(RMB A/C):0402100069738

开户行: 平安银行深圳布吉支行

* 海关报关运输详细规则、操作方式及报价请联系服务商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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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截止时间及表格清单

服务项目/表格名称 截止日期 适用范围 回复对象 备注

1 提交会刊资料 2017年7月31日 所有参展商 必填项目 网上填报

2 申请非深车通行证 2017年7月31日 所有参展商 选填项目 网上填报

3 提交参展产品信息 2017年8月20日 所有参展商 选填项目 网上填报

4 申请参展商证件 2017年8月25日 所有参展商 必填项目 网上填报

5 参展商管理责任书 2017年8月25日 所有参展商 组委会 表1

6 空地承建商资料申报表 2017年7月20日 特装展台参展商 主场承建商 表2

7 展具及水电设施申请表（一） 2017年8月15日 有需求的参展商 主场承建商 表3

8 展具及水电设施申请表（一） 2017年8月15日 有需求的参展商 主场承建商 表4

9 会展中心压缩空气接驳服务 2017年8月16日 有需求的参展商 主场承建商 表5

10 展品代收及搬运服务 有需求的参展商 指定服务商 表6

11 施工管理、清洁押金、延时服务 有需求的参展商 主场承建商 表7

12 会务酒店申请表 有需求的参展商 亚联网旅行社 表8

13 翻译、礼仪服务申请表 有需求的参展商 宜至会展 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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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管理责任书

为保证第19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顺利进行，根据国家消防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中有关消防安全生产“谁主管谁负

责”的原则，中国光博会组委会办公室请参展商负责人（或委托负责人）为第19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布撤展及展览期

间的展位现场管理、治安消防责任人，具体职责如下：

1、保证参展展品按展品规定范围展出，并与报名申请表相符；不在中国光博会现场展出任何涉嫌知识产权不清的展

品，保证展品与技术的合法性，保证所有提交文件资料的真实、准确、合法。

2、不在展会现场任何地方销售任何参展产品，禁止现场现金交易，不在展位外、过道上乱发、摆放资料；不出现欺

诈、乱摆卖等恶劣行为；及时发现和整改参展商的违规行为；因售卖而引起的后果责任自负。

3、负责本届展会期间本展团、展区及周围附近的治安、消防和展位搭建安全，出现事故一切责任自负。

4、自行负责看管好自己的展品及随身携带物品，闭馆时将现金、贵重物品及重要文件资料等带离展馆，如有丢失或

损坏，责任自负。

5、自行负责本展区的施工安全，遵守展馆的物业管理规定，不进行任何可能破坏展馆房屋本体完整、造成设施设备

损坏、影响展馆展览环境的施工和使用行为。

6、自觉遵守国家各项消防法规和展馆的消防安全管理的规定，不使用可燃或易燃材料进行搭建和装修，不将易燃、

易爆、剧毒或有污染的物品带入展馆，用电、电器使用符合安全要求。

7、承诺展台发出的音量不对参观者或其他参展商构成滋扰，对于声像设备的展示，其音量承诺低于50分贝。

本责任书经双方代表签字后生效。

 

主办方：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参展商：   

经办人：       负责人：   

电  话：+86-755-86290901    电   话：    

传  真：+86-755-88242599    传   真：    

日    期：       日   期：    

截止日期：2017年8月5日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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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2017年7月20日

空地承建商资料申报表

表2

1.参展商资料

公司名称：                                                                                                                                                                  

展位号：                                             ；面积                                               尺寸                          X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邮箱：                                                                         

2.承建商资料

公司名称：                                                                                                                                                                  

展位号：                                             ；面积                                               尺寸                          X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邮箱：                                                                         

3.审核材料（请附后）

需提供的材料：三维效果图、平面图、立面图、电力施工图、用电量、材料说明、保单复印件。

* 审核后合格的图纸会加盖审核专用章以书面形式（或盖章确认后的扫描件，以邮件形式）在7个工作日内回执给该公司，不合格

的图纸将以书面或邮件形式回执给该公司，并通知其进行修改。注：图纸需以E-mail给各馆主场承建商

（以下由主场承建商填写）

收件人 收件日期

回复
内容

1、6号馆：深圳市中智兴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商报路天健创业大厦721-729 特装图纸审核负责人：赵继兵
电话：0755-81488483-622  传真：0755-28153794 手机：18128860285         邮箱：sz-zzx@zzexhibit.com

2、3号馆：深圳会展中心展装工程部
报图邮件：2084722949@qq.com 咨询电话：0755-82848712
 
4、7、9号馆：深圳市中诗展览有限公司
电话：0755-83748293、83748459转8015 / 8078  传真：0755-83747292 / 83210849 
联系人：廖小姐、王小姐  E_MAIL： kf@zhongshifair.com.cn    24小时客服热线：400-636-2278

8号馆：深圳市联合创展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人 ：罗杰   0755-28761986 / 18664989187   王玨芝   0755-28761986 / 13048356624
传真：0755-28761986  邮箱：857027848@qq.com   预租QQ：857027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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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具及水电设施申请表一
 公司名称： 展位号：                    联系电话：

序
号 名称 规格                     

（长宽高）
单
位

租
金 数量 序

号 名称 规格 单
位

租
金 数量

1 折椅 白色 只 25 　 17 电视柜 0.5×0.5×1 张 100

2 皮椅 黑色 押金200 张 100 　 18 桌布
1.8M*1.8M
押金100

块 50

3 简易桌 1×0.5×0.75 张 80 　 19 展板 1M×2.5M 块 80

4 咨询桌
1×0.5×1 张 150 　 20 拆除展位 3*3或2*3 个 240

1×0.5×0.75 张 100 　 21 现场改动展位、灯 块 30

5 圆桌
木制R1M/0.8M 张 100 　 22 白绒布套                

（高、低柜内使用）
1M×0.5M 块 30

玻璃R0.7 押金200 张 180 　 23 衣通 不锈钢杆 米 50

6 托板
直板    1M×0.3M 块 50 　 24 射灯 100W 支 80

斜板    1M×0.3M 块 60 　 25 石英灯 35W 支 80 　

7

高陈列柜（无灯） 1M×0.5M×2.5M 个 600 　 26 日光灯 40W 支 80 　

高陈列柜
（带1支100w射灯）

1M×0.5M×2.5M 个 650 　
27 柜内日光灯 L0.9M.40W 支 80 　

28 柜内石英灯 坐式35W 支 100 　

8 矮柜 1×0.5×0.75 个 200 　 29 弧形咨询台 1MH 张 500

9
低陈列柜（无灯）             1×0.5×1 个 400 　

低陈列柜                 
（带1支40w日光灯）

1×0.5×1 个 450 　

10 洞洞板（送16个钩） 1M×1.1M 块 100 　
30 卤素灯

70W 支 300 　

11 洞洞板（送32个钩） 1M×2.2M 块 150 　 250W 支 400 　

12 地毯 各种颜色（国产） M2 15 　 31 直（斜）托板调位 1 块 15 　

13 折门
1M×2.5M
(带锁50元押金)

个 150 　 32 三角牌
KT板制作
35CM*15CM

个 50

14 方桌 0.7×0.7×0.7 张 100 　 33 即时贴裱底 M2 40

15 资料架 押金200 张 150 　 34 割字
4CM以下

CM
0.5

4CM以上 0.3

16 活动隔离栏 1M 米 30 　 合计金额

展馆租赁人员签名： 展商经办人签名：

截止日期：2017年8月15日 表3

各馆主场承建商联系方式：
1、6号馆：深圳市中智兴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展具租赁联系人：黎美华：0755-81488483-621 / 18128801791  郑丽敏：0755-81488483-638 / 18128860299

传真0755-28153794   邮箱：project@zzexhibit.com

2、3号馆：深圳会展中心展装工程部

预租电话：0755-82848711 传真：0755-82848714  预租QQ服务：292932124 邮箱：292932124@qq.com
网上预租流程： www.szcec.com深圳会展中心官方网站首页、参展指引→展具、水电在线预租（点开）→右边、开始网上预租（点开）→选择展会名称→详细填写参展商公司资料（点下一步）→选择
相关类别→预订→结算→提交订单   

4、7、9号馆：深圳市中诗展览有限公司

电话：0755-83748293、83748459转8015 / 8078   传真：0755-83747292 / 83210849 

联系人：廖小姐、王小姐  E-MAIL： kf@zhongshifair.com.cn    24小时客服热线：400-636-2278

8号馆：深圳市联合创展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人 ：罗杰   0755-28761986 / 18664989187   王玨芝   0755-28761986 / 13048356624

传真：0755-28761986  邮箱：857027848@qq.com   预租QQ：857027848

注：1.以上物品报价均为出租价格，时间为一个展期。超过一个展期，出租价格加倍。租赁后，超过12小时不给予退换。                                                                               
2.上述物品报价包括运输、安装、拆卸、清洁、材料费、施工费或管理费。
3.馆内电源、水源不得迁向馆外使用，馆外用电、水需在馆内用电基础上费用增加100元管理费、安装费。
4.“馆内布展施工用电”布展期为2天，每增加1天，220V/15A其费用增加150元，380V/15A其费用增加200。施工临时用电自备材料。
5.以上租赁为现场价格，除带*号的展具外如提前15天以上预定汇款，可享受9折优惠！
6.预订或已送到展位的展具，如需退换，要扣除租赁展具费用的30％作为人工费，材料费及施工费。
7.标准配置的展具物品不得作有价退或换，展商不得私自搬拿其他展位上的物品。
8.网线、电话线需提前或布展期间申请，开展期间无法安装。租赁60A（含）以上电源需在开展前15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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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展具及水电设施申请表二
公司名称： 展位号： 联系电话：

水电租赁 水电租赁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租金 数量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
位租金 数量

35 馆内动力电源     
（三相电）

15A/380V 个 1100 *40 临时给水
DN20-25MM              
（6分软胶管）

处 100/小时

20A/380V 个 1500 *41 临时排水
DN40MM                     
（1寸半软胶管）

处 50/小时

30A/380V 个 2000 网络及其它
60A/380V 个 3600

*42 盆栽
大盆 盆 40

100A/380V 个 6800 小盆 盆 20

150A/380V 个 10000 *43 吸尘 展位内地毯吸尘 M2 6/次

36 馆内动力电源     
（单相电）

10A/220V 个 450
*44

ADSL
拨号上网
（4M）

设备押金1000元/台 条 1000

15A/220V 个 700 ISDN
专线网络 设备押金500元/台 条 1500

20A/220V 个 1100 *45 INTERNET端口 条 400

30A/220V 个 1400

*46 电话

国际长途IDD押金2000
元 部 600

60A/220V 个 2200 国内DDD 部 600

*37
馆内布展施工          

临时用电
（2天）

15A/220V 个 300 市话LDD 部 500

15A/380V 个 400

*47 组网

5个(含)以下动态IP地址 网 1500/展期

38

固定给水
（如同时需要
排水一个点，
加收100元）

DN15MM
（4分）

处 900 6-9个(含)动态IP地址 网 2000/展期

DN20MM
（6分）

处 1000 10个(含)以上动态IP地
址 网 2500/展期

DN25MM
（1寸）

处 1200 48
饮水机 立式，押金200 台 80

饮用水 桶装纯净水押金50 桶 20

39 固定排水

DN40MM          处 400

49 灭火器
ABC干粉 4KG 押金40 瓶 40

DN20-25MM              处 200
悬挂式8KG 押金120元 瓶 100

50 线路迁移 条 100/次

合计金额

展馆租赁人员签名： 展商经办人签名：

截止日期：2017年8月15日

各馆主场承建商联系方式：
1、6号馆：深圳市中智兴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展具租赁联系人：黎美华：0755-81488483-621 / 18128801791  郑丽敏：0755-81488483-638 / 18128860299

传真0755-28153794   邮箱：project@zzexhibit.com

2、3号馆：深圳会展中心展装工程部

预租电话：0755-82848711 传真：0755-82848714  预租QQ服务：292932124 邮箱：292932124@qq.com
网上预租流程： www.szcec.com深圳会展中心官方网站首页、参展指引→展具、水电在线预租（点开）→右边、开始网上预租（点开）→选择展会名称→详细填写参展商公司资料（点下一步）→选择
相关类别→预订→结算→提交订单   

4、7、9号馆：深圳市中诗展览有限公司

电话：0755-83748293、83748459转8015 / 8078   传真：0755-83747292 / 83210849 

联系人：廖小姐、王小姐  E-MAIL： kf@zhongshifair.com.cn    24小时客服热线：400-636-2278

8号馆：深圳市联合创展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人 ：罗杰   0755-28761986 / 18664989187   王玨芝   0755-28761986 / 13048356624

传真：0755-28761986  邮箱：857027848@qq.com   预租QQ：857027848

注：1.以上物品报价均为出租价格，时间为一个展期。超过一个展期，出租价格加倍。租赁后，超过12小时不给予退换。                                                                               
2.上述物品报价包括运输、安装、拆卸、清洁、材料费、施工费或管理费。
3.馆内电源、水源不得迁向馆外使用，馆外用电、水需在馆内用电基础上费用增加100元管理费、安装费。
4.“馆内布展施工用电”布展期为2天，每增加1天，220V/15A其费用增加150元，380V/15A其费用增加200。施工临时用电自备材料。
5.以上租赁为现场价格，除带*号的展具外如提前15天以上预定汇款，可享受9折优惠！
6.预订或已送到展位的展具，如需退换，要扣除租赁展具费用的30％作为人工费，材料费及施工费。
7.标准配置的展具物品不得作有价退或换，展商不得私自搬拿其他展位上的物品。
8.网线、电话线需提前或布展期间申请，开展期间无法安装。租赁60A（含）以上电源需在开展前15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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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2017年8月15日

会展中心压缩空气接驳服务

服务一（本服务项目由会展中心指定技术人员接驳，适用于非中央供气1、3、4、6、7、8、9号馆）

公司名称： 展位号： 联系电话：

序号 种类 功率
KW/HP

使用电压
220V/380V 压力 气量

(升/分)
租用价格
(元)/展期

打包价
(含电源、压缩机）

1.1 AW150012 15/20 380V 12公斤 1500 2000 3000

1.2 AW19008 15/20 380V 8公斤 1900 2000 3000

1.3 AW100012 11/15 380V 12公斤 1000 1200 2100

1.4 AW15008 11/15 380V 8公斤 1500 1200 2100

1.5 AW80012 7.5/10 380V 12公斤 800 1200 1900

1.6 AW105010 7.5/10 380V 10公斤 1000 1200 1900

1.7 AW9008 7.5/10 380V 8公斤 900 1200 1900

1.8 AW60012 5.5/7.5 380V 12公斤 600 1000 1600

1.9 AW6708 5.5/7.5 380V 8公斤 670 1000 1600

1.10 AW40012 4/5.5 380V 12公斤 400 1000 1600

1.11 AV4008 4/5.5 380V 8公斤 400 1000 1600

1.12 AW30012 3/4 380V 12公斤 300 800 1300

1.13 AV1608 1.5/2 220V/380V 8公斤 160 800 1300

1.14 AW3608 3/4 380V 8公斤 360 800 1300

1.15 AV2508 2.2/3 220V/380V 8公斤 250 800 1300

1.16 AV1208 1.1/1.5 220V/380V 8公斤 120 800 1300

1.17 AV808 0.75/1 220V/380V 8公斤 80 600 1100

1.18 AZ508 0.55/0.75 220V/380V 8公斤 50 600 1100

干燥机型号 干燥机报价（元） 过滤器流量（升/分） 过滤器报价（元）

1.19 HDR-10A、15A、20A 800 3500、6000、2400 400

1.20 HDR-7.5A 600 1500 300

备注：以上价格是一台空压机在一个展期间的租赁费；打包价包含压缩机电源，干燥机及过滤器可根据顾客需要提供并另行计价。请提前一星期预
定。

服务二（本服务项目由会展中心指定技术人员接驳，只适用于2号馆中央供气）

序号 种类 价格（元/展期） 备注

2.1 300升/分 900 1、此服务项目仅2号馆提供。
2、请服从展馆关于压缩空气接驳的相应管
理规定。

2.2 600升/分 1200

2.3 1000升/分 1500

备注：压缩空气接驳服务在布展前一周内提交预租清单并将预租款项汇入主场承建商帐号，给予9折优惠，否则按原价租赁。

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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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展览品代理收货服务

深圳市泰德胜物流有限公司
收货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康桥花园保鼎威物流园B区联华仓库

项目及费用：

1.1、深圳泰德胜仓库- 展位 RMB 150/CBM ， 最低收费 RMB500/展商

1.2、深圳泰德胜仓库仓租 自入仓起至送展日免3天，超过按RMB3 /CBM/天收取

备注：
1.  以上费用包含从泰德胜收货仓库到送至展位的服务
2. 泰德胜作为代收展品服务商，不接受运输费用到付， 且不承担非我司承运的长途运输过程中所出现的相关展品损坏、丢失责任，参展商需投保相应
的运输保险。
3. 发货到泰德胜仓库的展品，请在展品外包装上注明以下内容：
展会名称、参展单位名称、展位号、联系人、联系电话、展品尺寸及重量
4. 对于超限展品(单件产品超过2000公斤，长宽高任一项超过2m*2m*2m)，另加收25% 附加费， 并请展商发货前提前联系泰德胜确认入仓事宜。

联系方式
Sally Lu 卢  丽 / 86-755 25153812 / 13590420048 / Sally@seaever.com

Joanna Li 李金苑 / 86-755 25153902 / 13510949955 / Joanna@seaever.com

Rainy Wang 汪鑫晨 / 86-755 25157891 / 15920031884 / rainy@seaever.com

2. 进出馆搬运服务

序号 项目 规格 价格 备注

2.1 小件展品进馆服务 单件展品重量小于 50 公斤 50 元/m3 将展品送至展台

2.2 展品进馆服务 m3 90 元/m3 卸车并将展品运送至展台、就位

2.3 拆箱费 m3 30 元/m3 设备拆底托按照此价格执行（按设备体积）

2.4 装箱费 m3 30 元/m3 设备装底托按照此价格执行（按设备体积）

2.5 空箱搬运费 m3 40 元/m3 空箱由展位运送至空箱仓库

2.6 空箱存储费 m3 10 元/m3/天 存入之日起开始计费

2.7 展品存储费 m3 20 元/m3/天 存入之日起开始计费

2.8 机器翻身竖立组
装二次移位服务

3 吨叉车 200 元/小时
本项价格是在 2.2 基础上收取的。

2.9 5 吨叉车 300 元/小时

2.10 超限附加费

1.单件设备长超 5 米、宽超 2.1 米，或高超 2.4 米，任一项超限加收 10%超限费，几项超限其费用累加。
2. 单件重量超过 5 吨的展品，超重附加费按照 400 元/吨进出收取。
注：对于超限展品，展商未能事先联系会展中心而直接送至现场，会展中心不能保证可能即刻安排卸货、就位，并需加收
50%加急费。

2.11 出馆服务各项收费标准同进馆

备注: 1.请事先联系有关展品运输事宜，如实申报展品单件尺码和重量（包括毛重/净重）。如果由于未能事先预告，或不能提 供准确资料造成展品驳运/现场搬运无法正常进行，会
展中心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2.对于展览布撤展规定时间以外进出场的加收 50%加班费；
3.选择全部进出馆服务给予免除空箱搬运费、空箱存储费的优惠；
4.以上服务费中不包含保险费。为维护展商的权益，提醒展商安排适当的全程保险（包括展览期间）。保险范围应包括会展中心及其代理的责任事故保险。展商请备妥保险合同文本
或其副本，以备可能在展览现场发现短少、残损时申报检验之用；
5.严禁非指定承运商的搬运设备在展馆范围内使用（如吊车、机动叉车、堆高机等）；
6.严禁随车起重运输车（俗称随车吊、自卸吊）的车载吊车在展馆红线范围内使用，随车起重运输车在展馆红线范围内只可以作为运输车辆使用；
7.以上收费项目最少 1 个计量单位起计。

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忠春    电话：0755-82848646      传真：0755-82848748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会议展览中心1号馆8号门1-109

表6
展品代收及搬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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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服务

施工管理、特装展位安全清洁押金

序号 类型 价格

1 施工证工本费及管理费 5元/个

2 特装展位管理费 10元/㎡

3 特装展位安全清洁押金

面积 施工安全押金 清洁押金 合计总押金

100平以下（含） 6000 2000 8000

101-200平内（含） 10000 2000 12000

201平以上（含） 13000 2000 15000

备注：
1、以上费用均由主场承建商向参展商收取；

2、根据深圳会展中心规定要求，展会布撤展期间，特装展台施工搭建过程中产生的垃圾材料，需由搭建公司每天自行清运出展馆，否则遗留垃

圾按600元/车（240L塑料垃圾车）在清洁押金中扣除。主办单位及主场承建商会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口头告知并拍照存档，以此作为扣款的依

据。

3、公共区域如出现无法确认归属的垃圾堆放，将由其附近的展位共同承担清洁费用。

4、撤展结束后展商清理完展台，展馆指定的清洁人员确认签字后，清洁押金方可退回。
5、 展会期间展位未发生任何布撤展施工安全、人员纠纷等问题，施工安全押金方可退还。

延时服务

序号
延时时段
服务对象

17:30-22:00 22:00-24:00 备注

1 参展商（36-72㎡） 20元/㎡ 20元/㎡ 1.参展商16:00前申请
2.原则上不允许个别参展商24:00以后加班.
3.延时服务不提供空调
4.申请延时服务的展位不足36㎡的，按36㎡计
5.在特许情况下，24:00后的加班费20元/㎡·
2小时

2 参展商（72-100㎡） 18元/㎡ 18元/㎡

3 参展商（100㎡以上） 16元/㎡ 16元/㎡

深圳会展中心停车场收费标准

周一至周五8:00-20:00 ，小型车辆10元/10小时，超过10小时按1元 /小时收取；大型车辆15元/10小时，超过10小时按2元 /小时收取；

周六、日8:00-20:00， 小型车辆5元/小时，超过1小时按1元 /小时收取；大型车辆10元/小时，超过1小时按2元 /小时收取；

周一至周日 20:00-8:00 ，小型车辆1元/小时， 大型车辆2元/小时；

注：布撤展货车禁停，即撤即走；停车场咨询电话：0755-82848833 

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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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星级 车程 房类 价格 酒店地址

深圳四季酒店
★★★★★

步行1分钟 豪华房 1450元/单早 福田区福华三路138号

大中华喜来登酒店
★★★★★

步行6分钟 高级客房 1300元/单早 福田区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皇庭V酒店
★★★★★

步行5分钟 雅致客房 1100元/单早 福田区金田路2028号皇岗商务中心

深圳绿景锦江酒店
★★★★★

车程3分钟（上午免费
提供巴士到会展中心）

高级房 780元/含早 福田区新洲路

福青龙华天假日酒店
★★★★

步行10分钟 标准间 600元/双早 福田区彩田南路2030号

深圳楚天大酒店
★★★★

车程5分钟（早晚提供免
费巴士接送到会展中心）

高级房 450元/双早 福田区滨河大道9003号

深圳鹏威酒店
★★★★

地铁15分钟（早晚免费
巴士接送到会展中心）

高级房 370元/双早 罗湖区红宝路15号

新大洲酒店
★★★★

5分钟（早晚提供免费
巴士接送到会展中心）

标准间 400元/双早 福田区新洲北村109号

深圳禧程酒店
★★★

地铁10分钟 标准间 280元/无早 罗湖区红宝路151号

兴华宾馆
★★★

地铁8分钟

高级房 250元/含早

福田区深南中路2026号

豪华房 260元/含早

其它事项：

1、交通

2017年9月4日至9月5日，在深圳机场，AM9:30-PM5:00将有专人负责机场到达住宿酒店或会展中心的交通指引；如果您希望获得

更便捷的交通，还可以选择我们在香港机场和深圳机场提供的有偿接机服务。

我们与航空公司、火车站车票预订部门签订了友好协议，可以按最优惠的价格为您预订返程机票和火车票，并可现场取票。如团体提

前订票我们还有送机票的优惠活动。

2、增值服务

深圳毗邻香港、澳门、珠海，拥有世界之窗、大梅沙等众多旅游景点，为了使您在紧张的展览后放松心情，我们特准备多条旅游线路

供您选择。

主要线路：深圳一日游，珠海一日游，香港三天两晚游，港澳四天三晚游，若有其他地点的旅游需求，请致电会务联系人。

指定会务酒店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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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酒店申请表

参展单
位名称

中文

英文

地址

联络人 手机 电话 传真

QQ 微信 E-mail

预订酒
店名称

是否接机  □ 接机       □ 送机

客人姓名
酒店入住（离店）日期（9月3日-9月10日）

单价 合计 客人联系电话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备注 总计金额

 

其它事项：

⑴ 请参展商填妥以上表格传真或致电咨询本公司会务部联系人；

⑵ 参展单位将其会务费汇出后请同时将汇款凭证复印件传真至会务组；

⑶ 会务组根据收款的先后顺序安排房间；

⑷ 本会务组可长期给您提供全国各地、港、澳地区酒店预订及深圳、珠海、港澳游等服务；

⑸ 各酒店皆有会务房,有专人24小时服务,请客人留意客房内会务时间及其它方面的通知。

深圳市亚联网旅行社有限公司

电  话：0755-82191186 

传  真：0755-82178250 82311215

王先生：13622378899    QQ：1042023419

钟小姐：13510600601 QQ：844571520

刘小姐：13510067011 QQ：183206810

谢小姐：13925222300

E-mail: leo@aun.cn

开户名称：深圳市亚联网旅行社有限公司  (中国光博会唯一指定会务服务机构)

开户银行：建行深圳分行城东支行   支付宝账户：taobao@aun.cn 谢永玲

开户账号：4420 1505 9000 5251 3934  电子邮箱：leo@aun.cn

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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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礼仪服务申请表
表9

公司名称：                                                        展馆号+展位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请填上您的手机号码，以便展会现场能及时联系到您。

类  别 薪  金 申请人数 性别要求 雇用日期

礼仪、模特
展台接待*

500元/人/天起价

英语翻译 600元/人/天

日、韩语翻译 1000元/人/天

法语翻译 1100元/人/天

德语翻译 1100元/人/天

俄语翻译 1100元/人/天

意大利语翻译 1400元/人/天

西班牙语翻译 1400元/人/天

会议同声传译、  交
替传译、设备

另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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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款方式：（汇款、支付宝、现金）：

银行汇款 支付宝

收款单位：广州宜至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账    号：3602 0150 0920 1164 277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广州市粤秀支行）

姓名：杜妙玲

账户：13533880012   

广州宜至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杜妙玲 小姐  

客服 Q Q：996032238  手机：135-3388-0012

电话：+86-20-3469-2023   邮箱：info@eshowyz.com 

网站：www.eshowyz.com

	   微信公众号：Eshowyizhi	  



北京 电话：+8610 6476 1456        

上海 电话：+8621 6859 5270        

深圳 电话：+86755 8691 0100      

电邮：sales.china@viavisolutions.com

网站：www.viavisolutions.cn

立即跟随 VIAVI 微信

轻巧紧凑、易于使用的手持式 OTDR

• 重量约 0.9 千克
• 电池运行时间可长达 20 小时
• 一键全自动 OTDR 测试模式
• 专家测试 (Expert Test) 模式：任意参数自主设定
• 基于图标的 OTDR 测试结果显示
• 内置 CW 、功率计、可见光源选项
• 兼容光纤显微镜
• 使用 WiFi、LAN 或蓝牙进行远程操作/数据传输

业界最小巧的手持式双端口 100G 测试仪

• 支持从 DSx/PDH (1.5M/2M) 直至 112G OTU4 的全面速率测试
• 支持最新的 CFP4/QSFP28 (100G) 和 SFP28 (25G)
• 内置GPS接收器选项
• 其他选项：OTDR、CWDM光谱分析仪、光纤显微镜

简单分析
基于图标的 
OTDR 测试结果显示

SmartOTDR

MTS-5800-100G
重量 2.45 千克 

尺寸 17.8 × 24.1 × 8 厘米





 
 
 
 
 
 
 
 
 

• 100G DWDM Filters 

• 200G DWDM Filters 

• 200G LLR Filters 

• Band Separator Filters 

• High Reflection Isolation PON Filters 

• High Isolation Filter for OTDR 

• Mini size CWDM/LWDM for data center 

• Big AOI CWDM Filter/LWDM for QSFP+ 

• WDM Filters 

• LWDM for CFP2/CFP4 

• FWDM Filters 

• SWDM filters 

 

 

 

 

 

 

• P to P CWDM PON Filter Pairs 

• 10G EPON Filters 

• 10G GPON Filters 

• 100G EPON Filters 

• NG-PON2 Filters 

• Mux/Demux Optical block 

• Near Infrared Filters 

• High Reflection Mirror 

• PBS & PBC 

• TAP Filters 

• Mini Size Prism 

• Customized Fil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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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1490/1550 FWDM CWDM/DWDMModule CWDM/DWDM

Coupler CCWDM Athermal AWG

Mechanical Switch Switch Module 3 port Optical Circulator

Shenzhen Huayu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Ltd

深 圳 市 华 宇 光 通 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应人石社区天宝路二号新永丰工业园 C 栋四楼五楼

ADD:4-5/F Block C,Xinyongfeng industry Zone,Shiyian town,Bao'an district, Shenzhe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Tel：0755-23113212/23126002/23274885/13143421616 Fax：0755－23274885
E-mail: sales@sz-hydev.com
Website: www.sz-hydev.com



Hong Kong  Macau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Vietnam 

 

越 南  Vietnam

電話 Tel:       84-8-3838 8396

傳真 Fax:       84-8-3838 8397

電郵 Email:        vietnam@je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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