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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手册 

 

 

尊敬的各位参展商： 

欢迎您参加 “第二十一届国际摩擦密封材料技术交流暨产品展示会”。 

为了您能更好完成参展筹备工作，我们编写了这本手册，您可到这里

www.cfsma.org.cn下载，请您在准备各项参展事宜前仔细阅读本手册，如有未尽

事宜，可E-mail或电话咨询（ E-mail：cfsma8@126.com，010-88084309、

88084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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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会基本情况 

1、展会名称：第二十一届国际摩擦密封材料技术交流暨产品展示会 

2、批准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3、主办单位：中国摩擦密封材料协会 

4、展出时间：2019年5月5-6日 

5、地点：安徽国际会展中心1号馆 

 

二、第二十一届国际摩擦密封材料技术交流暨产品展示会组委会（主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摩擦密封材料协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甲11号建材大厦 C座15层（邮编100037） 

网址： www.cfsma.org.cn 

展位、展场广告咨询：010-88084682、88084632、88084653，传真：010-88084733 

E-mail：cfsma9@126.com 

 

三、日程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备  注 

3日 8:30-17:00 
特装展位布展 安徽国际会展中心 

1号馆 
 

4日 

8:30-17:00 

12:00-17:00 外商展位、标准展位布展 

全   天 代表报到 合肥丰大国际大酒店  

5日 

9:00 展览开幕式 安徽国际会展中心 
1号馆前 

 
9:30-17:00 参观展览 

13:30-17:00 综合报告会 会展中心报告厅 
凭代表证、参展证 

入场 

18:00-21:00 钻石赞助企业答谢晚宴 
合肥丰大国际大酒店

三楼国际会厅 
凭宴会券入场 

6日 

9:00-16:00 参观展览 1号馆 16:00撤展 

9:00-12:00 
13:30-16:00 

摩擦材料专业报告会 会展中心报告厅 凭代表证、参展证 
入场 密封材料专业报告会 会展中心1号会议室 

 

四、展馆 

安徽国际会展中心1号馆 

合肥市蜀山区繁华大道272号 

 



五、参展须知 

（一）交通指南 

——到达安徽国际会展中心 

1、合肥新桥机场——安徽国际会展中心（约43公里） 

公交车：机场巴士4号线→66路/64路，车程大约2小时，票价27元。 

出租车：车程约40分钟，车费约100元。 

2、合肥南站——安徽国际会展中心（约9公里） 

地铁：57路，车程约50分钟，票价2元 

出租车：车程约20分钟，车费约20元 

3、合肥站——安徽国际会展中心（约17公里） 

（1）地铁：226路，车程约1小时，票价2元  

（2）出租车：车程30分钟，车费约35元 

 

（二）地理位置 

 

 

 

 



（三）展会期间车辆线路图 

 

（四）参展商报到 

1.特装搭建报到 

（1）报到时间：2019年5月3-4日8：30～17：00 

（2）报到地点：安徽国际会展中心1号馆“主场服务处”。 

2、特装、外商、标准展位参展商报到 

（1）报到时间：2019年5月4日8：30～23：00 

（2）报到地点：合肥丰大国际大酒店大厅报到处 

（3）参展商凭“参展确认函”注册报到，领取参展证及相关资料。 

 

（五）展品与资料进出馆规定 

所有进出馆的展品与资料均需配合接受安保人员的检查。布展和展览期间展品只进不出，

需出馆的展品，须持有组委会开据的《参展商物品出馆核准单》，并经组委会现场工作人员盖

章后方能出馆。 

 



 

（六）布展施工要求与展位管理 

各参展企业不得违规使用展位、展品，因违规使用展位、展品而造成的后果由参展商负责。 

1、安徽国际会展中心只允许持有组委会签发的相关证件的特装施工单位（参展商）在展馆

施工。布展人员进出展馆必须佩戴相关证件，自觉接受展馆安保人员的检查，证件不得转借，丢

失应及时补办。 

2、凡是在安徽国际会展中心进行展位特殊装修施工的单位（参展商），所有报馆资料经主

场——福建会展壹号公关策划服务有限公司审核通过后，需缴纳特装管理费、特装押金及其他

相关费用，自行下载缴费通知书凭主场服务台盖章领取施工证（一人一证）后进场施工。 

3、严禁对标准展位进行改建、嫁接，严禁私拉乱接灯具及其他用电器具。 

4、严禁展位特殊装修施工的企业使用弹力布、草坪灯、暖光金卤灯等易燃、高热的装饰材

料及灯具，并严禁将此类装饰材料及灯具带入馆内。 一旦发现将清出馆外并罚款。 

5、严禁在通道、出入口、消防设施、电源等处摆、挂、贴、钉各类展览样品、宣传品、各

类展道具或其他标志。一旦发现将予以清除并罚款。 

6、展场任何地方都禁止擅自粘贴。如展商确需在展板及展架上粘贴KT板、万通板或即时

贴类宣传品，请自带或到总服务台购买展览专用子母贴进行粘贴。 

7、在展厅进行特殊装修的展台或展品布置的高度不得超过5米，标准展位高度不得超过2.5

米；如有特殊需求，另报组委会审定。对于不符合消防安全和展场规定的展品分布及超高装置，

主场服务商及展馆的管理部门有权提出调整意见，违者必须接受整改。 

8、展馆严禁吊点。 

9、展台装修施工单位必须在所有木结构上均匀涂刷防火涂料，封闭灯箱必须开通散热孔，

灯具安装必须距离所照射的展品、灯箱布等展台结构0.5米以上。电线接驳必须采用端子连接，

严禁使用胶布捆扎。主要线路严禁在地毯、木结构地台、玻璃地台等地面设施下经过，必须从表

面经过。严禁将纸袋、塑料袋等透气性差又易燃的物品放置在展品、设备和灯具上，严禁私自从

馆内配电箱、供电井接驳电源。 

10、展台装修施工单位必须按实际用电量（留足余量）进行申报，如发现实际用电量大于

申报量，主场服务商将责令整改并补交相关费用，如逾期仍未整改及交纳费用，主场服务商将予

以断电处理。 

11、展台装修施工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和区域内施工，严格遵守安徽国际会展中心的有关规

定，违反规定造成损失的，施工单位应负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参展单位人员在布展期间如需加

班，应在当日15：00前到主场服务处申报并交纳加班费。 



12、布展企业严禁使用泡沫胶、双面胶、透明胶、即时贴、写真背胶、粘钩及万能胶粘贴

展具，严禁使用图钉、铁钉、订书机等悬挂展品。如有损坏，按规定标准赔偿。 

13、布展企业如需改动、拆除标准展位、包立柱、设置广告宣传品等，必须提前15天申请，

经组委会和展馆同意后办理相关手续并交纳费用。标准展位的拆除和改动须由展馆人员进行。 

14、标准展位在布展及展览期间如需超负荷用电，应办理超负荷用电的接电手续，并交纳

费用，企业自备符合质量安全的标准插线板。 

15、布展完成后，所有展位应准时参加由公安、消防等部门组织的安全检查，对检查出的

问题应在展览开幕前整改，不得拖延。 

16、违规使用展位、展品认定标准 

——以任何其他方式将展位转让、转授、分包、分租给非参展单位的第三方使用。 

——展位未按申报设计搭建。 

——乱摆卖及销售假冒伪劣产品。 

——展会期间无人职守展位。 

——展览期间私自撤展。 

——任何展位的背景版搭建应在不影响其它相临展位为原则。 

17、组委会和展馆有权对违规使用展位、展品情形予以局部拆除、处罚、驱逐、没收等处

理。 

18、布展和撤展期间，公共区域清洁工作由展馆统一安排，展位内清洁工作由参展商负责。 

19、撤展期间，特装施工单位须将本展位所有垃圾清运出展馆，经展馆确认后，方可领回

相关押金。 

 

（七）展品及宣传品管理 

1、参展单位必须尊重中国关于主权的相关规定，在展品和宣传品中不得出现有关台独、

藏独、疆独及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内容。 

2、展品的摆设限于本展位，不得占用过道和消防通道，违者责令整改。产生不良后果的，

由参展单位承担。 

3、参展单位应遵守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确保参展技术和产品不构成侵权。 

4、宣传品仅限在本展位进行派发，不得在他人展位、过道和消防通道上派发宣传品。 

5、参展商不得代替他人分发宣传资料，若引起纠纷由参展商自行负责。 

6、展馆及主办单位将尽力维护展位与展品的安全，但对展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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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布展、展出和撤展期间，参展单位应有专人看管展位，保证展品安全。 

对有贵重展（物）品参展的单位，建议参展单位加强防范和管理，为贵重展（物）品和工

作人员贩买意外保险，聘请专业安保公司负责看护。 

 

（八）突发应急事件处理 

1、发生安全、火警等突发事件时，知情人应在第一时间通知组委会和现场安保人员，并

进行力所能及的前期处理。 

2、对需要公安、消防、医疗等相关单位参于处理的突发事件，应及时报警或联系现场管

理人员处理。 

 

（九）参展商注意事项 

1、进馆人员应佩带证件，配合安保检查。禁止将证件转借他人或带无证人员进馆。 

2、标准展位（外商标准展位）之间的隔板可以拆除，但必须提前1个月报组委会批准。现

场报拆，展馆将收取费用。标准展位禁改特装。 

3、电锯、电刨等木工制作应在展馆外操作，禁在展馆内进行木工材料及油漆类基础加工。 

4、对统一搭建的标准展台及配置的展具，不得擅自拆装改动。严禁将展馆铝材、展板锯

裁或在展板、铝材及地上涂漆、粘贴异物、打钉和开洞。严禁使用除子母扣、透明胶带外其他

不易清除的粘贴物来粘贴相关宣传材料。 严禁用展馆的桌椅做登高工具，凡需登高请自行搭建

攀登器具。 

5、不得在人行通道、出入口、消防设施、强弱电地插等处摆、挂、贴及钉各类展览样品、

宣传品或其他标志。 

6、禁止在展馆柱面、展板及展架、墙面等部位粘贴和书画不易清除物，张贴即时贴类印

刷品须向营销部广告组申请，并办理有关手续。 

7、展览样品拆箱后，包装箱、碎纸、泡沫和木板等易燃物必须及时清出展馆，不得在展

位外存放包装箱和展品。如存放物品可与物流服务商联系和办理存放手续。安徽国际会展中心

仓储联系人姜经理，电话：13866189278 

8、参展商将任何物品带出展馆，必须持有组委会现场工作人员盖章的《参展商物品出馆

核准单》，经查验后放行。 

9、标准展位内50HZ 220V/5A插座电源只限一般照明及低功率电器使用。未经展场电工

确认，禁止私自接装大功率照明灯具、电冰箱(柜)和电动工具等设备。 

10、严禁在展区和展馆内吸烟，吸烟必须到指定的吸烟区域，用餐请到展馆设置的餐饮区。 



11、请勿占用人行通道、消防通道放置展品，大声叫卖。 

12、不得破坏展馆内的一切设施或改变其使用性质和位置。地面、墙面不得钉钉、打孔、

悬挂物体，如确有特殊要求应向主场服务商申报，经批准后方可施工，且闭馆后应恢复原状。

参展单位在装卸、搬运、安装及撤离展品过程中，不得损坏馆外绿地和花草树木。不得在各类

通道、展馆门前堆放物品影响通道畅通。禁止使用易燃易爆物品。布展期间各种线路应固定，

并使用端子连接。通道地点应使用绝缘双层护套线并加盖保护，且不得在地毯、木地板、地台

等未经过阻燃处理的材料设施下经过。 

13、在展览会开幕前，所有自行组织展台施工的参展单位应准时参加由公安、消防等部门

组织的安全检查，对检查出的问题应在开幕前解决，不得拖延，如逾期不予整改，组委会及主

场服务商有权禁止其用电，并将施工单位清除出馆。 

14、展览中心允许使用可擦洗的粉笔或经批准使用的胶带在展览大厅地面上标识摊位位

置，其它地面划线方法不可使用。 去除未经批准的地面划线的费用由参展单位负担。 

15、搭建摊位使用的材料应为非易燃物且燃烧扩散率不低于2级。 

16、任何临时搭建物与墙面必须保持 0.6-0.8米的检修通道，与墙面消火栓保持1.5米以上

距离。 

 

（十）现场安全管理规定 

1、所有的搭建材料必须采用不燃烧材料或阻燃材料。展台、展品、广告招牌的布置不得

影响展厅内的消防通道以及消火栓、水泵接合器等消防灭火设备。包装物品、集装箱等必须存

放于指定地点。 

2、所有的电器线路容量配备应均衡，其线路敷设均应架空或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敷设，

其负载设备上均应有良好的接地装置。严禁将易发热的电器设备，各种高温灯具带入馆内，各

类暖光源灯具周围（1米范围内）不得有墙纸、棉纺织品、丝织品等各类可燃面料、服饰、装饰

材料以及易燃易爆物品等。 

3、各参展单位必须要有专业人员进行施工，并持证上岗。 布展的电气施工人员必须熟悉

本展位的电气线路，开展后必须有该类电工值班，确保本展位的用电安全。各展位用电量必须

按照略大于实际用电量进行申报以确保留有余量，严禁少报多用，一经发现，将进行严厉处罚。

严禁圈占、遮挡展馆提供的分电箱及地插，以便进行安全检查及维护。 

4、展馆内严禁使用花线，胶质线、铝芯线，必须使用阻燃的有双层绝缘的护套线。各参

展单位使用的电气材料，必须是经相关部门检验认可的合格产品。展位内装修必须符合防火要

求，灯箱必须设通风孔，各类射灯、金属卤素灯、筒灯，豆胆灯、霓虹灯、舞台用灯、投标灯



等必须有石棉垫等防火隔热措施。展台照明与装饰用光源，必须使用发热量较低的冷光源灯泡

或灯管，立体吸塑文字及标识内的灯泡及灯管必须采用冷光源，并是经相关部门检验认可的合

格产品。 

5、展厅内严禁使用汽油、煤油、酒精、香蕉水以及展馆管理部门认为可能威胁展馆安全

的化工产品。各类受压气体钢瓶应设置在展厅外。 各种陈设易燃易爆展品的展台均以无安全隐

患的模型展品替代。 展厅内严禁吸烟。严禁使用明火作业（电焊、气焊）。 

6、本展馆顶部禁止吊挂。 

7、严格遵守展馆的限高规定：特装展台搭建不得超过5米。展台背板超出相邻展台部分必

须用阻燃材料全部覆盖，否则不予供电。 

8、展厅承重限定： 5吨/平方米，超重展品需要事先报展馆审批并采取有效措施，使之符

合承重限定，否则严禁入馆。 

9、展馆严禁使用丙烯弹力布等易燃装饰材料。 

10、施工单位撤展人员必须熟悉本展位结构，撤展时严禁野蛮施工，严禁将展台结构整体

推倒，使用重棒大锤猛敲猛砸，违者将扣除30%至全部的清场押金。 

11、保证本摊位灯座底部距离顶部大于0.5米。 

12、未提事宜，均按市公安、消防有关规定执行。 

13、室外的展位确保结构牢固，做好防风措施。用电做好防水措施，主体展位结构固定在

地面地栓上，斜拉钢丝绳做好警示标识，以免造成人身伤害。 

 

（十一）保险服务 

为维护和保障摩擦密封材料展参展各方利益，紧抓安全工作，进一步完善安全管理体制，

促进摩擦密封材料展持续健康发展。本届展会要求所有搭建单位购买《展会责任综合险》，方能

办理报馆手续，入场布展。 

《展会责任综合险》包括： 

1、展览场所建筑物自身、各种固定设备及地面、地基的损失等。 

2、雇请工作人员因意外人身伤害所引起的抚恤金、医疗费和其他有关费用。 

3、第三者的人身意外所引起的抚恤金、医疗费和其他有关费用。 

搭建单位自行选择保险公司购买《展会责任综合险》。在展位申报时须提交该展位保险单

扫描件并加盖公章，确保保额充足真实有效，保障全面，方能办理报馆手续。 

 

 



六、布展 

主场服务商：福建会展壹号公关策划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会展路198号会展中心A6厅4楼408 邮编：361000 

主场服务网站：cfsma.xicec.com 

联系人： 标准展位及展具租赁   苏  玮  18506955827   suw@xicec.com 

特装展位审图         占少平  18506955828   zhanshp@xicec.com 

缴费确认及发票       兰雨凌  18506955829   lanyl@xicec.com 

 

（一）标准展位规格及配置 

1、标准展位规格 

标准展位规格为：长宽高3m×3m×2.5m，标准展位示意图如下。 

 

2、标准展位配置 

（1）国际标准展位（详见图纸）由三面展板、一块中英文楣板组成，高2.5米、长3米、宽

3米。配备1桌、2椅、2盏射灯、1个单相电源插座（用电限在500W以内）。所有标准展位由安

徽国际会展中心负责搭建，每个标准展位面积为9平方米【3m（宽）x 3m（深）x 2.5m（高）】。 

    （2）每个标准展位设施包括： 

    ①三面展板；②中英文楣板一块；③一张洽谈桌；④两把椅子 ；⑤220V/5A插座一个；⑥

射灯两盏 ；⑦废纸篓一个。 

mailto:lxx@xic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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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楣板上的展商名称根据展商填写的参展回执表的内容制作。 

（4）标准展台的楣板、颜色由组委会统一安排，未经组委会同意不得随意更改，也不得随

意加高。 

（5）除了基本设施外，展商如需租用其他设施，可与主场服务商联系，费用由展商承担。 

（6）未经组委会准许，展商不得对标准展台结构做任何改动或添加，以免展台设施破坏或

造成安全隐患，如需变化或添加请与组委会现场工作人员联系，费用由展商承担。 

 

（二）特装布展申报 

1、申报截止日期：2019年4月19日，享受优惠价截止日期：2019年4月5日 

2、特装图纸报审内容 

序号 文件名称 备注 

1 

申报展位对应的《展览会责任

险》保单 

展览会责任险包括：1、展览场所建筑物自身、

各种固定设备及地面、地基的损失等。2、雇请

工作人员因意外人身伤害所引起的抚恤金、医

疗费和其它有关费用。3、第三者的人身意外伤

害所引起的抚恤金、医疗费和其它有关费用。 

2 参展单位相关资料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须盖公章） 

3 搭建单位相关资料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须盖

公章） 

4 净地展位图纸 

包括：展位效果图、平面图、立面图、施工图、

电路图、施工材质说明图、钢结构图（需标注

施工材质型号及连接方式）。要求清晰完整，

电路图需标注回路、负载、所用材质的规格及

型号等（设计师签名并盖章） 



5 其它资料 

搭建装饰材料防火等级证书、电气设备（3C认

证）标准合格证、登高作业证 

7 净地展位搭建委托书 

参展单位出具的搭建委托书，须加盖参展单位

公章，见附件“表1” 

8 

参展商文明参展承诺书、净地搭

建结构安全、消防安全、施工安

全承诺书 

填写完整、清晰，须盖公章，见附件“表2、表

3” 

备注：以上所有资料必须提供一套电子版文件，登录主场服务网站报馆。 

以上手续请严格执行，若提供的手续不完备，将无法及时为您办理申报手续。此施工申报手续必须

于2019年4月5日前办理。晚于4月5日将不享受优惠费用。 

1、申报图纸相关说明:  

所有图纸要求清晰完整，并在图纸明显位置注明展位号。  

清晰详尽的电路图。注明用电性质（机械设备用电/照明用电）、总功率、总开关和各级保

护开关的额定电流值和电压等（220V/380V），注明所采用线缆型号和敷设方式 

电路图注明展位的总配电箱位置；灯具等电器的种类、功率和安装位置。 

上述所有申报资料必须填写清晰完整并加盖公章，通过主场服务官方网站进行申报，申报

图纸通过后，请通过银行对公账户缴纳相关报馆费用。 

2、申报图例 



 



（三）特装搭建报道流程 

 

搭建商报道流程： 

（1）已在线上提前完成全部报馆手续的搭建商，可在线上进行预订缴费，并下载缴款通知书，

凭纸质版的缴费通知书到现场盖章确认，再至领证组领取证件。缴费通知书需自行打印携带。 

（2）现场报馆的搭建商备齐纸质版报馆资料到现场审图组确认。若相关资料确认无误，可至财

务组开单并缴纳相关费用。搭建商凭盖章确认后的四联单到领证组进行施工证件的申请办理，手

续完成后即可进入展馆进行施工搭建。 

（3）费用如未全部缴清（净地保证金，管理费，电费），应到财务组进行开单缴费的手续办理，

缴费完成后至证件组领取证件。注：电费可能存在布展临时电和开展用电分开缴纳的情况，应注

意跟踪进度并及时催缴未缴款项。 

 

（四）布展时间 

1、特装展位布展：5月3日8：30—17：00 

5月4日8：30—17：00 

2、外商展位布展：5月4日12：00—17：00 

3、标准展位布展：5月4日12：00—17：00 



 

七、撤展 

时  间 内  容 

6日 

16:00 停止观众入场 

16:30 停止展位水电供应 

16:30 展品外运、清理展位垃圾 

16：30-24：00 撤展结束 

各参展单位须严格按组委会规定的时间统一撤展，不得提前撤展。 

1、在撤展时间内进行撤展的所有人员，必须佩带证件方能进出场馆。 

2、撤展期间的所有物品摆放不能占用人行通道和消防通道。 

3、展品和设备出馆，凭组委会盖章的《参展商物品出馆核准单》放行。 

4、爱护馆内设施，不得夹带搬走和损坏。违者除照价赔偿外，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 

5、撤展时，参展单位不得拆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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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倍偿还，情节严重者，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八、住宿、推荐特装搭建商及特装保证金收取 

（一）住宿 

统一安排，费用自理，请在4月10日前预订，否则无法保证入住。 

联系人：刘晋田，联系电话：010-88084366 

宾馆 房型及价格 

合肥丰大国际酒店 单间、标间：340元/间 

（二）推荐特装搭建商及特装保证金收取 

1、主场推荐特装搭建商：福建会展壹号公关策划服务有限公司 

负责人：罗晓轩    

联系电话：18506955826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会展路198号会展中心A6厅4楼408 

2、组委会推荐特装搭建商：北京瀚源锦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负责人：巴建兵  15137139170 

电话：18618111920；18618111901；010-88365539；QQ：1357892113；2012973055 

邮件：hx819@163.com 

地址：北京海淀区三里河路1号西苑饭店 

mailto:hx819@163.com


3、净地施工保证金收取标准及缴纳、退还方式、施工违约管理标准 

每个净地展位在图纸申报前均需缴纳相应档次的净地施工保证金（含清洁、施工及消防保

证金） 

保证金收取标准 

项 目 单 位 价格(RMB) 

净地施工保证

金 

50平米以下 ㎡ 5000 

50-100平米（包括50平米） ㎡ 7000 

100-200平米（包括100平米） ㎡ 12000 

200平米以上（包括200平米） ㎡ 20000 

注：1.每个净地展位在图纸申报前均需缴纳相应档次的净地施工保证金（含清洁、施

工及消防保证金）； 

  2.保证金需由搭建单位缴纳； 

  3.保证金退还方式： 

（1）现金缴纳保证金，退款人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及收款单原件至现场服务台，留

存收款账号及开户行，于撤展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退还。 

（2）电汇缴纳保证金将在撤展结束后三十个工作日内退回原账户。  

缴纳方式： 

净地施工保证金请汇至如下指定账户： 

收款单位：福建会展壹号公关策划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前埔支行 

账    号：3515 0198 4901 0000 0120 

备注：请支付款项时注明相应展位号。保证金不接受个人名义汇款，以个人名义汇款造成

后期保证金无法退款的后果，责任自负。 

保证金退还方式： 

撤展完毕且完成展台垃圾清运后，请及时通知展馆及主场服务人员检查，合格后签字确认

无违约扣除情况退还保证金。 



（1）现金缴纳保证金将在撤展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进行退款，退款人须携带本人身份

证及收款单原件。 

（2）电汇缴纳保证金将在撤展之日起两日内现场交回收款单原件，将在撤展结束后三十

个工作日内退回原账户。 

施工违约处理管理标准： 

范围 ： 本标准中包括以下五个大项： 

（1）结构安全 

（2）消防、电检安全 

（3）施工安全 

（4）遵守大会管理 

（5）维护场馆设备设施 

  本标准适用于在摩擦展范围内进行工程服务的搭建商。 

 结构安全 

序号 项目名称 处理管理标准 

1 

结构有严重安全隐患(不具备开展条件及其容

易造成人员伤亡） 

扣除全部保证金 

2 

结构有安全隐患（结构材质超负荷承载，如：

背板墙不结实，支撑柱变形，接触面不达标，

承重不合格，受力不均等） 

扣除保证金3000元 

3 

大跨度结构未使用钢结构（跨度超6米含6米

必须加钢结构，大跨度异型造型必须加钢结

构） 

扣除全部保证金 



4 

搭建结构使用劣质或未达标材料（以根据现

场施工安全检查为准） 

扣除保证金3000元 

5 

钢结构连接不规范,未按要求连接。（如：应

使用焊接未焊接的，应使用螺栓连接用螺钉

连接的，应使用钢绳用铁丝连接的等） 

扣除全部保证金 

6 展位结构垮塌，燃烧 扣除全部保证金 

7 

展台玻璃未进行钢化处理，玻璃和展台未张

贴防撞警示标识 

扣除保证金2000元 

8 展台未按申报图纸施工搭建 扣除保证金3000元 

 

 消防、电检 

序号 项目名称 处理管理标准 

1 展馆内或禁烟区域吸烟 扣除保证金100元/人次 

2 

使用易燃易爆及违禁化学物品 扣除保证金3000-6000

元 

3 私拉乱接电源、水源 扣除保证金2000元 

4 展台材料未进行防火、阻燃处理 扣除保证金3000元 

5 灯箱未预留散热孔 扣除保证金1000元 

6 未经允许私自动火 扣除全部保证金 

7 安装线缆未穿管 扣除保证金1000元 

8 未按规定张贴安全消防警示标志 扣除保证金1000元 

9 电路未使用接线端子 扣除保证金1000元 



10 占用消防通道堆放物品 扣除保证金1000元 

11 

易燃搭建材料与电器、线缆没有有效隔

离、不安装漏电开关 

扣除保证金3000元 

12 展台违规封顶 扣除保证金2000元 

13 阻挡展馆消防设施 扣除保证金2000元 

  14 使用麻花线及不达国标线缆 扣除保证金2000元 

 

 施工安全 

序号 项目名称 处理管理标准 

1 施工现场未戴安全帽 扣除保证金100元/人次 

2 施工现场不规范着装施工 扣除保证金200元 

3 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 扣除保证金1000元 

4 

现场初加工、大面积喷涂、腻子作业 扣除保证金3000-6000

元 

5 高空作业平台无有效安全保护措施 扣除保证金2000元 

6 

野蛮施工及撤展、违规搭建、不设安全警

戒区 

扣除全部保证金 

7 

未经允许私自使用展馆结构进行吊装、捆

绑作业 

扣除保证金2000元+租

赁费用 

8 不遵守施工安全管理规定 扣除保证金1000元 

9 外包非施工搭建专业公司撤展 扣除全部保证金 

  



 遵守摩擦展管理 

序号 项目名称 处理管理标准 

1 打架斗殴 扣除保证金4000元 

2 未佩戴证件进入施工现场 扣除保证金100元 

3 

私带切割机、焊机、电锯、空压机进入施

工现场使用 

扣除保证金1000元 

4 违规延时加班 按实际加班费双倍收取 

5 展台高于相邻展位的装饰物未做美化处理 扣除保证金1000元 

6 

布展期未经允许私自使用展期用电 现场价格基础上加收

75% 

7 未办理进馆手续，私自进场  扣除保证金3000元 

8 损坏展馆设备、设施 照价赔偿 

9 私自挪用展具 扣除保证金2000元 

10 拒签整改单 扣除全部保证金 

11 不遵守规定提前撤展 扣除全部保证金 

12 未按时撤除展位 扣除全部保证金 

13 展台地台未作无障碍通道 扣除保证金1000元 

14 不遵守上述未列之管理制度 扣除保证金2000元 

 

 维护场馆设备设施 

项目 规格 单位 价格（元） 备注 

 地面损坏 1m×1m 处 500-2000  



墙面损坏 1m×1m  1000 损坏、粘贴或涂色 

玻璃损坏  块 5000 按面积计算 

展厅门损坏 12mm 扇 150000 不包括拉手 

墙、地、柱、顶钻孔  处（个） 400  

插座  个 100  

动力配电箱  个 

1000-250

0 

根据损坏程度确定 

小型配电箱  个 200-2200 根据损坏程度确定 

日光灯具 3×40w 套 800  

射灯具 

150~30

w 

盏 80  

阀门 200mm  30  

卫生设施   300-1500 根据损坏程度确定 

消防箱   1000  

消防带   500  

电话机   100  

展板  张 150  

标准展具    根据购入价，照价赔偿 

 

其他 

   

根据损坏程度，各种规格实

际价格赔偿 

 

 



九、运输指南 

1、主场运输商：安徽国际会展中心客服服务中心 

（1）展品提取服务地点及联系方式： 

地点：安徽国际会展中心6号门客户服务中心 

负责人：姜经理   电话：13866189278 

（2）现场叉车、吊车租赁 

负责人：赵学海   电话：13739255310 

 

2、服务收费标准 

注：1、提供参展展品收货服务。 

    2、提供展品仓储服务。 

    3、不接受运费到付。 

序号 服务项目 规格 价格（元） 备注 

1 门到门接货 0.5立方米 100.00 不足0.5立方按0.5立

方计费 2 存储费 立方米/天 10.00 不足1.0立方按1.0立

方计费 
3 

叉车租赁 

3吨以下/叉 80.00  

 4 3吨（含）-5吨/叉 200.00  

5 9米以下 3000.00 

整车 6 9米－14米（含） 5000.00 

7 14米以上－18米

（含） 

7000.00 

8 

吊车租赁 

8吨以下 1100.00 

需提前一天申报 
9 8－12吨（含） 1800.00 

10 12－15吨（含） 2000.00 

11 15－20吨（含） 2500.00 

12 小拖车 不足1小时按1小

时计 

20.00元/小时 押金200.00元 



    4、不提供站场提货。 

    5、提前三天申报并如实缴款，给予 30%优惠。 

 

3、展品收件方式 

 

唛头样本：（每箱展品均需贴二张唛头） 

展会名称：第二十一届国际摩擦密封材料技术交流暨产品展示会 

参展商： 

展台号：展品共计件 

箱号：*请用1/5、2/5……5/5列明箱号 

体积：*长×宽×高 

重量：*毛重/净重 

取件联系人： 

联系手机： 

注意事项
 

（1）所有参展展品只在场馆现场提货。 

（2）参展商请在展品的提货单品名栏及包装箱醒目处注明“第二十一届国际摩擦密封材

料技术交流暨产品展示会”、“展位号”和“展品共计件”“联系人及手机”等。 

（3）展品提前到达需存放在展馆的参展商，提货时请直接与姜经理联系。 

（4）展品包装箱要结实、防雨,并适合反复搬运，3 吨以上的展品请标明重心、吊装线。 

 

发站  到站 合肥 

托 

运 

人 

单位  

收 

货 

人 

单位 安徽国际会展中心 

地址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安徽国际会展中

心6号门客户服务中心 

联系人

及电话 
 电话 13866189278 

备 

注 

展会名

称及展

位号 

 
联 

系 

人 

姜经理 

（展品件数/包装箱材料）： 



 

十、相关收费服务标准 

1、展具租赁服务表格 

项目名称 规格（mm） 单位 
价格

（RMB） 

保证金 

(RMB） 

玻璃精品高柜 970(L)*370(W)*2070(H) 个 300 200 

玻璃精品矮柜 800(L)*370(W)*800(H) 个 200 200 

长臂灯 60W 盏 65 100 

玻璃圆桌 配4张洽谈椅 套 300 300 

长条桌 1200(L)*600(W)*760(H)mm 张 100 100 

白折椅  把 50 50 

黑皮椅  把 50 50 

吧椅  把 150 100 

拆除展墙  米 50  

变动展墙  米 50  

标准展位增加展墙  米 60  

标准展位拆除 3000*3000*2500 个 200  

标准展位搭建 3000*3000*2500 个 450  

射灯移位  盏 25  

新增楣牌 9平米标准展位 块 70  

新增楣牌 18平米标准展位 块 140  

备注：以上价格均为一个展期价。如有超出再另行收费。 

登入网址cfsma.xicec.com提交订单，订单在全部付款收到后生效。 

 

 

 

 

 

 

 

 

 



 

2、展览供电、网络租赁表格 

登入网址cfsma.xicec.com提交订单，订单在全部付款收到后生效。 

 

 

项目 名称 

价格（RMB） 

4月5日及之前 

（优惠价） 

4月5日后 

（原价） 

展期电源 

（室内） 

220V/5A 150元/个/展期 170元/个/展期 

380V/10A 

空气开关箱 

330元/个/展期 390元/个/展期 

380V/15A 

空气开关箱 

500元/个/展期 550元/个/展期 

380V/30A 

空气开关箱 

1000元/个/展期 1150元/个/展期 

380V/60A 

空气开关箱 

2000元/个/展期 2300元/个/展期 

380V/100A 

空气开关箱 

3300元/个/展期 3800元/个/展期 

有线宽带 

2M内网宽带 400元/条/展期 450元/条/展期 

4M内网宽带 800元/条/展期 900元/条/展期 

10M内网宽带 2000元/条/展期 2250元/条/展期 

20M内网宽带 3500元/条/展期 3800元/条/展期 

备注：1.以上价格含电费、施工费、材料费、管理费； 

      2.二次接驳、室外用电，加收100元/处接驳费； 

      3.展览期间24小时供电（仅限冰箱、充电器、充氧器等小电器），按标准价目3倍收取电

费； 

      4.在4月5日及之前申请，请选择”4月5日及之前价格”；4月5日之后申报，请选择“4月5日

后价格”； 

      5.“有线宽带”请至少提前一天申请。 



  

3、现场管理服务表格 

登入网址cfsma.xicec.com提交订单，订单在全部付款收到后生效。 

 

 

项 目 单 位 价格(RMB) 

特装展台施工管理费 每平方 25 

特装施工许可证 展位 25 

布撤展人员施工证 张 15 

加班管理费 

布展期 

18:00-21:00 

200平米以下展位 1500元/小时 

200平米以上展位 2200元/小时 

布展期 

21:00-次日

8:00 

200平米以下展位 1800元/小时 

200平米以上展位 2500元/小时 

注意：5月4日20:00将闭馆实施消防安全检查，不予办理加班。 

备注：1、布展期约定时间外施工搭建为加班，清场后须凭加班条再次进场施工。布展

期间需申请24:00前加班，请于当日15:00前按标准办理加班手续；申请24:00后请于当

日22:00前按标准办理加班手续，缴纳加班费； 

2、加班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以此类推； 

      3、提前进场管理费应按照该搭建商在本届展会所承接的所有净地展位总面积缴

纳，不可只缴纳部分展位。 



相关附件 

（1）净地展位搭建委托书 

 

第二十一届国际摩擦密封材料技术交流暨产品展示会净地展位搭建委托书 

兹有第二十一届国际摩擦密封材料技术交流暨产品展示会参展单

位                    ，展位号                ，面积          ㎡，现委托                         

为我单位展位唯一展台搭建商，并且承诺： 

  

1）该搭建公司经考察审核合格后确认为本展位唯一指定搭建商，且具有搭建资格； 

2）我单位已同该搭建公司签订相关搭建合同，确保展位安全施工及正常运行；  

3）我单位已详知大会展区施工管理相关细则，并要求我公司委托的搭建公司严格遵守管

理规定服从管理安排；  

4) 配合组委会主场服务商对展台安全进行监督，如我单位委托的搭建商违反展馆相关施工

安全规定，组委会有权对其进行违约扣除； 

5) 我单位将认真加强对搭建公司的监督，若违反大会展区施工管理相关规定及音量规定，

我公司愿意接受展会统一的违约扣除，并承担其后果。 

 

 

 

 

委托单位（盖章）                               被委托单位（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现场负责人手机号码：                           现场负责人手机号码：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2）参展商文明参展承诺书 

 

第二十一届国际摩擦密封材料技术交流暨产品展示会参展商文明参展承诺书 

 

规范交易秩序，营造良好参展环境，是每一个参展企业的共同责任。为此，我单位郑重承

诺，在第二十一届国际摩擦密封材料技术交流暨产品展示会（以下简称“摩擦展”）期间，认真

做好以下几点： 

1）严格遵守摩擦展各项管理规定，在参展期间不使用大功率音响设备，不占用展会公共

通道，不进行低俗节目表演，不雇用人员在展场内举牌巡游，不随意张贴、摆放未经摩擦展组

织机构允许的广告； 

2）严格遵守国家关于知识产权管理的有关规定，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不展示侵权产品，

参展期间携带好本单位相关知识产权证明；遇有相关投诉，积极配合摩擦展组织机构及知识产

权管理部门的相关工作，一经确认侵权，立即停止侵权产品展示； 

3）严格遵守摩擦展搭建安全管理规定，不使用不安全材料，不采纳不安全搭建方案，严

格监管本单位搭建商，避免发生安全事故，确保本单位展位搭建安全；如因我单位原因引发安

全事故，相关责任由我单位承担，与摩擦展组织机构及主场服务商无关； 

4）严格遵守摩擦展关于音量的控制规定，在展览期间指定专人负责音量控制，扬声器音

量控制在 60 分贝以下，并在设计、搭建时将扬声器朝向展位内部；如违反相关规定，我单位愿

意接受摩擦展组委会的相关处置； 

5）严格遵守摩擦展关于布撤展的相关规定，按规定时间布撤展，维护大会整体形象。 

6）严格遵守摩擦展关于展品补货的相关规定，补货前办理相关手续，按规定时段和规定

出入口实施补货。 

特此承诺 

 

参展单位（盖章）： 

参展负责人： 

现场联系电话： 

年    月   



（3）净地搭建结构安全、消防安全、施工安全承诺书 

第二十一届国际摩擦密封材料技术交流暨产品展示会 

净地展位搭建结构安全、消防安全、施工安全承诺书 

 

 

本单位系第二十一届国际摩擦密封材料技术交流暨产品展示会    号馆             展

位的(搭建商/参展商)                              公司。我单位将严格认真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防法》、《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 505 号令）》、《安全生产法》、《合肥

市展览展销活动消防安全管理暂行规定》等有关消防、安全工作规定，认真履行职责，落实各

项切实有效措施，确保无安全隐患，不出安全事故。 

我单位指定                为现场安全负责人，手机                 ，全面负责现

场安全管理工作，对本次大会承诺如下： 

 

一、结构安全 

严格遵守第二十一届国际摩擦密封材料技术交流暨产品展示会净地展位布展施工管理要

求及细则； 

严格遵守室内净地展位限高 5 米；严格按报馆审核通过图纸施工搭建；不超线搭建展台，

不跨通道搭建、不吊点等大会管理规定； 

展台结构牢固、安全，墙体及横梁中间加有钢结构连接、固定。展台所涉及的结构强度能

满足荷载所需的强度，确保展台结构的强度、稳定性；展台所加钢管立柱直径、壁厚、防滑落

底盘在现场实际情况可承受范围，但不低于（直径 100MM，壁厚 2MM，底盘直径 600MM)； 

展台结构主体墙落地厚度不小于 150MM，特殊造型墙体根据需要加大厚度，确保墙体和

地面的接触面积；现场接受主场服务安全人员的整改意见； 

所有顶部加设横梁连接的展位，结构强度能满足荷载所需强度。横梁将采用钢结构并连接

牢固，主梁连接使用不低于 4.8 级螺栓（螺栓连接使用平垫、弹簧垫）连接、铆接或预制焊接，

不使用铅丝、铁丝、钢丝等搭接、捆绑等连接方式； 

所有顶部加设横梁连接的展位，横梁与墙体的连接方式不使用平接，而采用搭接的方式以

确保横梁的安全稳定性； 



展台搭建材料保证不使用劣质材料或未达标材料（根据现场施工安全检查为准，如检查未

达标或劣质材料我方无条件整改）； 

展台使用地台包含玻璃地台时，则结构支撑立柱、墙体固定于地台下方，不直接在光滑玻

璃地台上方搭建展台结构，以确保结构稳定性。使用玻璃材质装饰展台时，采用钢化玻璃以保

证玻璃的强度厚度（幕墙玻璃厚度不小于 10MM），玻璃的安装采用专业五金件进行固定。安

装完后粘贴明显防撞警示标识，以防破碎伤人； 

保证现场搭建施工图与申报审核通过的图相符；如因现场结构安全与审核图纸发生冲突

时，以主场服务商工作人员现场整改要求为准； 

 

二、消防安全 

我单位特装展位的设计、搭建有两个以上出入口，不占用消防通道、主通道。安全出口处

的展位设计为开放式，消防通道、货运门、消防安全门处不设计墙体、造型；以确保展位的通

透性不遮挡安全出口；并粘贴好出入口指示、警示标志、禁烟标志； 

不堵塞消防通道、遮挡消防设施设备，馆内连接馆防火卷帘门下不堆放物品； 

不私拉乱接电源，合理分配电器回路，各种用电设施及材料具有国家安全认证，按照国家

电气标准施工、安装和使用； 

场馆内不吸烟，不使用易燃（弹力布、稻草、聚氨酯泡沫等）、易爆物品以及含有辐射、

放射、有毒、腐蚀性高挥发物品等。搭建材料使用难燃或经过阻燃处理的材料，符合环保要求，

线材使用双层绝缘铜芯护导线； 

展位设计有地台的，将设置无障碍过道，在展位地台施工完成后，在地台边缘设置明显的

安全警示标志；过人地毯下方铺设线缆时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 

展台材料及灯箱制作采用防火涂料进行防火处理，灯箱内灯具及镇流器安装与灯箱主体有

安全距离空间，灯箱制作完毕后预留散热孔； 

展台使用合格的电缆线，不使用麻花线等未达国标的线缆，电路连接时使用接线端子；展

台电箱在场馆电箱下端接驳二级电箱且配备相应规格的漏电保护装置； 

不使用电、气焊等明火作业。不携带气体瓶、焊机入馆，如需携带电锯、大型空压机进馆，

提前向主场服务商递交书面申请，获得许可后才进馆施工。电路、电气的安装，由持有效电工

资格证件的人员按照国家电气标准进行施工（随身携带电工证件原件，以备核查）。保证各专业



的施工人员只从事自身专业的施工，不跨专业施工、作业。 

特装展位按标准配备消防指定合格、有效的灭火器具并会在整个大会中摆放在易操拿的位

置； 

安全有序的进入场馆，不阻塞通道（进货通道及消防通道），搭建材料堆放在自己所在展

位内； 

 

三、施工安全 

进入施工现场后正确佩戴经相关单位检测合格的安全帽、布撤展施工证件； 

高空作业时使用安全合格的提升工具，并派专人指挥、看护、设置安全区，施工使用的梯

子必须牢固，超过 4 米的梯子使用钢梯；使用移动脚手架保证架体连接牢固、平稳，隔板齐全、

超过 5 米高（两层以上）的脚手架将两组脚手架并列加宽使用，以增加脚手架的稳定性并且需

增加周围护栏，登高作业的人员务必持有登高作业证； 

不在现场进行木结构初加工、腻子作业、喷漆等，上述作业我将在工厂制作完后在现场仅

用于修补或接缝处理； 

玻璃装饰展台时，采用钢化玻璃、转角处作钝化处理，并确保安全可靠，以防破碎伤人； 

全面接受主场服务商工作人员的监督管理，对现场出现的问题无条件整改，在规定的施工

搭建时间内完成搭建； 

 

四、大会管理规定 

未办理入场手续，不进入场馆施工、加班或延时加班。 

不在未经大会许可情况下私带电锯、切割机、焊机、大型空压机进馆施工； 

施工人员已全部购买人身意外险，不打架斗殴，不私自维权； 

搭建的展台高于隔壁展台时，高出部分将以无文字，无 LOGO，无广告的白色物料做美化

处理； 

布展期间不使用展期用电；严格遵守大会规定不损坏展馆设备、设施；不在展馆地面、墙

面上打孔、钉钉、刷漆、涂色； 

严格遵守大会展区安全管理规定，布撤展施工管理要求及细则； 

 



五、撤展 

严格在大会规定时间内安全撤离；不违规提前撤除展台； 

撤展期间我单位将设置安全区域、安全警戒人员，不转包给第三方撤展。不野蛮施工、违

规撤除展台，严格遵守大会相关规定，安全、有序撤展； 

 

六、其他 

1．对所负责区域发生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事故承担全部责任； 

2．因自身原因导致所承接的展位装修工程未能按时完工，我单位自愿放弃净地施工保证

金，由组委会用我司报馆所交净地施工保证金作为未搭建完成展位后续工作的相关费用支出，

如所需费用不足我单位再另行承担相应金额。若产生法律纠纷我司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 以上条款我司如有违反，自愿接受净地保证金的违约扣除。 

                                                                                                                          

                                           搭建单位（盖章）： 

                                           现场安全负责人（签字）： 

                                           现场安全负责人手机号码： 

                                                  年    月    日 

 

 

 

 

 

 

 

 

 

 

 

 



 

（4）展台施工押金退还确认单 

第二十一届国际摩擦密封材料技术交流暨产品展示会展台施工押金退还确认单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展位面积  

施工单位名称  

施工负责人姓名  

施工负责人手机  

押金金额  

展位拆除情况 
已清理干净  

未清除干净  

押金退还说明 
全部退还  

扣除金额  

主场服务商负责

人签字 
 

说 明 

1、押金退还时必须持此凭据单。 

2、展台施工材料及垃圾全部清理干净后，必须由主场服务商现场管

理人员签字，方可退还押金。 

3、如在整个展览期间发生任何安全事故、损坏展馆设施、乱扔废弃

物等情况发生，相应的处罚金额将在押金中扣除。 

4、施工押金在撤展结束后三十个工作日退还。 

5、施工押金只能按原账户退还不得更改，不允许以个人名义汇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