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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的参展商： 

第十九届中国杭州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春季展（以下简称“杭州西博

车展·春季展”）。将于 2018年 4月 29 日至 5月 2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G20

展馆）举行。主办单位诚挚地邀请您参加。 

为了更好地协助您参展，杭州西博车展组委会办公室特编写《参展手册》，

本手册为您参加杭州西博车展·春季展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 

请您仔细阅读本手册，并将您所要回复的表格在所注明的截止时间前

E-mail 至主办方单位相关部门，以便我们为您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 

如果您需要更详细的信息或进一步帮助与需求，请直接与组委会或组委会指

定的相关代理单位与机构联系；在展会期间（包括布、撤展）如有不明之处，请

与展会现场主场管理公司相关人员取得联系。 

依照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的相关要求和标准，本《参展手册》所编写的工作内

容和标准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在展会期间所涉及的内容和标准有疑问，请咨询杭

州西博车展组委会工作人员。若有不周，敬请谅解。 

衷心预祝您在第十九届中国杭州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春季展期

间满载而归！ 

 

 

 

 

 

                         

第十九届中国杭州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春季展组委会 

                                          二○一八年三月 

 

本手册的解释权归第十九届中国杭州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组委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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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参展指南 

一、展览会综合信息 

展会名称： 

第十九届中国杭州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春季展 

展会时间： 

2018年 4月 29日至 2018 年 5月 2日 

展会地点： 

中国杭州国际博览中心（G20展馆）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奔竞大道 353 号 

主办单位：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市人民政府 

浙江省汽车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 

浙江中汽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海集团 

协办单位： 

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 

执行单位： 

浙江中汽会展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石祥路 589号杭州市国际会展中心西裙楼 55009 室 

电话：0571-28915488 

传真：0571-28879696 

联系人：柴再春  曲维维 

展览会主场搭建公司： 

浙江中汽会展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石祥路 589号杭州市国际会展中心西裙楼 55003 室 

电话：0571-28879598   0571-28879581 

手机：13468165508    18368004860 

邮箱：319040149@qq.com 

联系人：王宏   倪冉 

展览会指定运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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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运国际货运代理（杭州）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奔竞大道 353 号 

电话：0571-57185860 

手机：18910553609 

邮箱：zhanglei@okt-logistics.com 

联系人：张磊 

投诉机构： 

电话：0571-28879900   

手机：13819188355 

联系人：朱士岭 

 

二、展览会交通信息： 

1、交通信息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位于钱塘江南岸、钱江三桥以东——萧山区钱塘江世纪城。距杭

州萧山国际机场约 18KM，车程 20 分钟。距杭州火车东站约 13KM。车程 15 分钟。距杭

州火车站约 8KM，车程 10分钟。 

自驾车：从【奔竞大道】进【国际博览中心三号门】地下停车场。 

公交车：407 路、419路到【国际博览中心】下车。 

地  铁：地铁 1号线【江陵路站】A出口 

      地铁 2号线【钱江世纪城站】F 出口 

 

 

2、货运车车辆行驶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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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展览会展馆及相关信息 

展览会总平面图： 

 

 

 

 

4、相关展馆技术数据：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场地基本技术参数  

一楼展厅 面积 地面承重 搭建限高 内柱信息 电力信息 备注 

A 馆 

 
7700㎡ 3.0t/㎡ 6m 

8根 

Φ1.6m 

380V 

220V 
 

B 馆 

 
8300㎡ 3.0t/㎡ 6m 

8根 

Φ1.6m 

380V 

220V 
 

C 馆 

 
9000㎡ 3.0t/㎡ 6m 

8根 

Φ1.6m 

380V 

220V 
 

D 馆 

 
9600㎡ 3.0t/㎡ 6m 

10根 

Φ1.6m 

380V 

220V 
 

展厅序廊 

 
 1.5t/㎡ 4m / 220V  

注:如果物资的负荷超过场地技术规范的要求，承租客户必须采取有效卸荷措施。 

 

 

5、展览区人流导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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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货车进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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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展馆周边相关信息： 

杭州国际 
博览中心 
附近交通 

最近的机场-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火车站-杭州城站火车站 

距离 22公里/13.7 英里   距离 8.4公里/5.2 英里 

出租车车程:30分钟  出租车车:20分钟 

火车站-杭州东站 

距离 12公里/7.5 英里  

出租车车程:28分钟 

杭州国际 
博览中心 
附近旅游 
景点 

湘湖  西湖 

距离 15公里/6.2 英里  距离 13公里/8英里 

出租车车程:28分钟  出租车车程:40分钟 

西溪湿地 

距离 22公里/13.7 英里 

出租车车程: 60分钟 

杭州国际 
博览中心 
附近酒店 

龙禧福朋喜来登 华美达酒店 

距离 12公里/7.5 英里  距离 11公里/6.8 英里 

出租车车程:30分钟  出租车车程:20分钟 

雷迪森铂丽大饭店 开元名都大酒店 

距离 6.7公里/4.2 英里  距离 8.5公里/5.3 英里 

出租车车程:14分钟  出租车车程: 20 分钟 

杭州国际 

博览中心 

附近购物 

&用餐商场 

银隆百货 万象城 

距离 9.5公里/5.9 英里  距离 7.5公里/4.7 英里 

出租车车程:23分钟  出租车车程:18分钟 

恒隆广场 武林银泰 

距离 8.3公里/5.2 英里   距离 12公里/7.5 英里 

出租车车程:18分钟  出租车车程:40分钟 

杭州大厦 来福士广场 

距离 12公里/7.5 英里 距离 6.9公里/4.3 英里 

出租车车程:35分钟 出租车车程:20分钟 

  

 

    

第二部分 展览服务部分 

一、展览会注意事项： 

1、入馆规定： 

请参展商遵守展馆规定的开闭馆时间，展览会期间请参展商在观众进馆前半个小时

进入展馆，且在观众离馆后离开展馆，展览会期间，每天闭馆前半个小时售票处停止售

票，并关闭观众入口。（具体时间以售票处相关时间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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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音量限制： 

为使展馆内保持良好的洽谈环境，展览会期间，请参展商控制展台音响设备的音量

在 75 分贝以下，对超过音量限制标准的展台，主办单位有权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制止。 

3、展馆场地： 

参展商应注意保护展览的环境、场馆的地面、墙体及相关设施，如场馆相关设施受

到损坏，参展商应按照展馆的相关规定予以赔偿。 

4、禁止零售： 

为维护展出的秩序，并遵守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展会期间严禁一切与展会主题无

关的零售活动，一经发现违例行为，将由工商管理部门进行严肃处理。 

5、展品出馆： 

展品出馆凭参展证去组委会办公室领取《物品出门单》，填写展位、展品等相关信

息；经组委会工作人员审核并签字确认。 

6、杂物堆放： 

展览会公共区域及展位后方不允许堆放任何杂物，如需存放纸箱等杂物，请与展览

会指定运输公司联系。 

7、展馆清洁： 

展馆保洁仅负责公共区域及馆内通道卫生，为保证展品安全，展台内的清洁工作由

展商自行负责。 

8、派发宣传品： 

参展商只可在本公司展位或经组委会认可的区域派发宣传品、纪念品等。不得私自

在展馆公共区域及展场周边发放宣传品，否则保安人员将有权没收其派发的物品。 

9、知识产权： 

参展商不得展示、出售侵犯他人商标权、专利权的样品和使用他人商标对外报价、

成交。如有违者，将被清退出展馆，一切后果由该参展单位自负。 

10、参展保险： 

参展商应根据需要为其参展的展品、展位装置及所涉及的所有相关人员自行投保，

并保管好展品和个人物品，主办单位对展品及个人物品的遗失、损坏等情况不承担法律

责任。 

11、其他事项： 

场馆内禁止吸烟，打造无烟展馆。违者按展馆方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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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品及施工运输 

展览会指定运输公司： 

公司名称：金运国际货运代理（杭州）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奔竞大道 353 号 

项目负责人：张磊  18910553609   0571-57185860 

石凯  15267086518   韩志强 18910553605 

邮箱：zhanglei@okt-logistics.com 

 

三、相关工作流程及管理规定： 

1. 金运国际货运代理（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运”），是本届展会指定

的主场运输服务商。金运将对所有参展商的货运车辆（含展示设备和搭建材料货运车辆）

进行统一安排。将提供展品组装、拆卸及机力租用等服务（现场装卸车服务，仅限于杭

州国际博览中心指定卸货区进行）。参展商或搭建商自行携带的任何装卸货工具或设备

不得进入展馆。 

2. 金运将根据参展商在截止日期前递交的相关申请和要求，结合实际情况与主办

单位、指定搭建商共同协商，制定具体进出馆时间和进程安排。金运有权根据现场实际

情况，对个别安排进行合理的临时调整。请所有参展商严格按照安排执行。 

3. 所有参展商申请的服务项目和要求，须以书面形式递交给金运；参展商若未能

在手册规定的相关截止日期前提交书面申请和要求，或未得到金运确认的，金运将在现

场根据当时的工人、机力情况酌情安排。 

4. 所有参展商须根据施工设备的重量及体积，合理安排货运车辆的吨位数和数量，

以便展会现场的车辆管理和调控。相关货运车辆到达展馆后，由参展商代表前去办理相

关证件的换领工作，以便金运核实相关货物的有效信息。 

5.各特装参展商，请事先与其搭建公司联系确认后，统一申领货运车辆通行证。 

6. 金运将统计相关车辆信息后，与主办单位和指定搭建商协商统筹后，根据实际

情况和进出馆进程对个别展商的通行证数量及时间进行调整。 

7. 此通行证仅在有效时间内使用，凭证放行。所有本展会的货运车辆凭此证，沿

指定路线，进入停车场。 

8. 货运车辆进入停车场后，须凭有效时段内的通行证在指定地点换取“车辆装（卸）

货证”。换领过程中，请妥善保留“通行证”。凭“车辆装（卸）货证”及“通行证”，

依次驶入指定货物装卸区。 

9. 所有“车辆装（卸）货证”仅当天有效。装卸过程中，货运车辆司机不得随意

离开车辆；服从管理人员指挥和调度。装卸完毕后，货运车辆应尽速驶离装卸区。 

四、运输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1、进/出馆操作服务 

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规格 其他说明 

进馆装卸服务 100元/m³  最低收费 1m³  特别说明：5T以上

叉车或吊机为特殊出馆装卸服务 100元/m³ 最低收费 1m³  

mailto:zhanglei@okt-logist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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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力，需要在进出馆

服务费以外单独收

取机力费，另行报

价。 

2、空箱仓储费用 

空箱仓储费用标准 20元/天/m³  最低收费 1m³  

 

五、搭建施工报批 
1、向主办单位报批材料： 
 

项目 内容 截止时间 备注说明 

签订搭建授权书 光地参展商与搭建商签订授

权书 

2018 年 4月 10日 需参展单位

盖章原件 

施工资质备案 光地参展商应选择有施工资

质的施工单位，向主办单位提

供施工单位的营业执照、施工

资质复印件，由主办单位进行

备案。 

2018 年 4月 20日  

展台设计图纸备

案 

搭建商需向主办单位提交展

位设计图、结构图及展台效果

图报主办单位备案，如未按时

提交，将无法进馆搭建施工。 

2018 年 4月 10日 展具高度超

过 4.5 米

（含），须进

行审图，并要

求在 4月 10 

日前将图纸

电子版发送

至主场搭建

负责人邮箱 

3、向主场管理公司报批材料： 

 
项目 内容 截止时间 备注说明 

签订搭建安全责

任书 

搭建商和参展商必须签订《特

装展台搭建安全责任书》，并

提交给主场管理公司。 

2018 年 4月 20日  

施工图报批 各展台设计效果图、平面图、

立面图灭火器分布图、施工细

部结构图，施工单位企业营业

执照副本复印件（须加盖公司

公章，主场管理仅做备案使

用）；多层或复杂结构展台以

及室外展台须提供展台细部

结构图及结点详图，加盖国家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印章及

其所在建筑设计院审核章及

结构审核报告。 

2018 年 4月 10日 展具高度超

过 4.5 米，须

进行审图，并

要求在 4 月

10 日前将图

纸电子版发

送至主场搭

建负责人邮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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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电事宜 电路图（必须标有展位号和电

箱位置、用电安培），以及特

种作业操作证复印件（电工作

业、高空悬挂作业） 

2018 年 4月 10日  

 
 

第三部分、票证安排： 

1、证件使用对象及办理方式： 

证件种类 使用对象 有效期 办证方式 

嘉宾证（VIP

证） 

供参加杭州车展重

要嘉宾使用 

4月 29日-5月 2日 

（08:30-17:30） 

于 4月 20日前采集参

会贵宾人员相关信息

提交到组委会筹备办

证件主办单位酌情核

发。 

参展证 
供所有参展单位展

位工作人员使用 

4月 29日-5月 2日 

（08:30-17:30） 

参展证按展台面积计，

10 ㎡/张；并领取相关

赠票，按 5㎡/张。 

施工证 
布展、撤展施工人员

使用（实行实名制） 

4月 25 日-4月 28

日 

（08:30-17:30） 

5月 2日 

（17：30-21：00） 

5月 2日 

（08:30-17:30） 

施工名单及身份证复

印件至展馆现场办理。 

媒体证 
媒体记者参观及采

访 

4月 29日-5月 2日 

（08:30-17:30） 

媒体记者凭相关证件

至媒体报到处现场办

理 

工作人员证 
第三方合作商或是

展会临聘人员 
4月 25日-5月 3日 

按工作内容分工和机

动配置 

注：1、严格控制入场资格。所有人员都必须佩带各自的胸卡，方可准许入场。 

2、办理搭建施工证，根据展览馆最新规定与要求，布、撤展期间的施工证一律实

行实名制及照片化，所有布展、撤展期间的施工证由杭州西博车展组委会指定搭建服务

商统一登记、审核与管理。具体办理流程、所需材料及所涉费用烦请与主场单位联系。 

3、办理搭建施工证，需提交施工人员名单及身份证号码，进行公安部门的审核工

作，时间须提前 15 天以电子版本发到主场公司指定邮箱。 

 

 

2、领证 
 

    1、时间与地点：参展商报到并领取相关证件和材料。 
 

时间 报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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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5日- 26 日（8:30-17:00）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1C 馆组委会办公室 
 

2、领证所需材料：各展团联络人、参展单位报到所需材料：组委会签发的《参展

合同书》、《展位确认函》原件及本手册第九部分中注明“必须填写交回”的附件。 

注：各参展商、展团负责人在现场应确保联系的畅通，以免耽误您的参展事

宜。 

 

 
 

3、证件管理 

1、证件一经制作，不予更换。 所有证件请自觉置于明显位置，配合检验人员检查，

不得转借、转卖、涂改。 

    2、各参展单位须严格按证件发放原则，申办证件。 

    3、办证数量超出规定总额以及逾期提交资料的参展单位需经展区负责人审批，持

审批单到现场制证处办理。 

    4、组委会发放的各类证件、门票将实名登记，只限于参展工作人员及相关人员使

用，不得转借、倒卖，若发现参展商利用证件带人或者倒卖门票等违反证件管理规定，

每违规一次处罚 2000 元。 

    5、如证件发生遗失问题，参展商须第一时间告知组委会，补办证件制作费为 50元

/张，补办数量根据可能提供。 

 

 

第四部分、展览会时间安排及注意事项 

日程安排 时间 展商工作时间 观众参观时间 

布展期间 
2018年 4月 25日-28

日 
08:30-17:30 禁止观众入场 

展览期间 

2018年 4月 29日 08:30-17:30 09:00-17:00 

2018年 4月 30日 08:30-17:30 09:00-17:00 

2018年 5月 1日 08:30-17:30 09:00-17:00 

2018年 5月 2日 08:30-16:30 09:00-16:00 

展品出馆 
2018年 5月 2日 17:00-18:00 

禁止观众入场 
撤展时间 

2018年 5月 3日 8：30-21：30 

注：光地展位报到时间：2018 年 4月 25 日-28日（8:30-17:00） 

报到地点: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一楼 C馆组委会办公室 

报到手续：持相关报馆材料及相关公司证明材料（详见手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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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现场施工申报流程及价目表 

1、现场施工申报流程： 

 

 

 

 

  

 

 

 

 

 

 

 

 

 

 
 
注： 

（1） 在布展期间有增加服务申请需求的施工单位，需向主场管理公司申报，可接纳

施工单位的申请，按现场办理标准收费，并安排现场落实。 

（2） 布撤展期间外来食品禁止进入展馆，各展台搭建负责人须在前一天 16：00前将

第二天午餐数量报至馆长处，需加班的单位在当天 10：00 之前对晚餐数量进行

上报。就餐地点均为 1D馆连廊负一层处。 

（3） 施工搭建商在展台搭建过程中，没有违反《参展手册》中对特装展台搭建所规定

的内容，并在撤展期内展台拆除完毕后，地面无损坏并保持清洁，废弃物运离展馆范围

外，经展馆相关负责人检查并签字确认后，凭本届车展主场搭建单位开据的押金单办理

押金清退手续。 

（4） 未清理垃圾的展台将不予退还相关押金。押金将于展会完毕后 20 个工作日内清

退。 

2、施工管理价目表： 

2.1 电力接驳费标准 

项目名称 内容 金额（元） 备注 

电费 规格 
展览 8 小时供

电 
/ 

室外接驳增加及 

24小时供电费用

加收 100%。 

1、搭建商向主场管理公司提交展台施工、电气、网络通讯申报。 

2、主场管理公司对搭建商提供的材料进行检查其完整性并进行图纸的审核。 

3、材料完整和审核合格的登记备案后，将服务申请单内容进行核对。 

6、核对完成后，与施工单位核对申请的服务内容和申请的数量，确认无误后开具收费

清单和服务单。 

5、施工单位执收费清单交纳相关费用及相关押金。 

4、交费完成后，施工单位将盖有主办单位财务收费章的收据交还给主场管理员，同时

领取施工证和货车证，进场施工申报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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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展会展务服务费用及押金 

名称 单位 价格 

审图费 
单层 4.5m（含）以上 25元/平方 

多层 4.5m（含）以上 50元/平方 

布撤展证（施工证） 人 20 元/人 

施工运输车证 张 50 元/张（注：一车次一张） 

特装管理费 平方 25元/平方 

光地展台施工押金 平方 60元/平方（限展厅） 

音响噪音押金 展台 10000 元/展期 

证件押金 展台 10000 元/展期 

叉车费用 立方 200 元/立方 

仓储 立方 20元/立方/天（估 5天） 

 

2.3 网络电话费用标准 

电话 

市内电话 800 元/展期/部 

国内直拨 800 元/展期/部 

国际直拨 800 元/展期/部 

备注 通讯费用另行收费 

网络服务 

有线宽带（4M） 5000 元/展期 

有线宽带（8M） 6000 元/展期 

有线宽带（12M） 9000 元/展期 

有线宽带（20M） 13000 元/展期 

备注 若有另行特殊要求可咨询

组委会现场办公室 

 

2.4 加班费用标准 

服务项目 时间 单位 单价(元) 

加班费 24:00 前 ≤500 ㎡ 2000 元/小时/展位 

16A/220V  1500 元 按正常展期 4 天

计，开幕前一天下

午 14：00 展位开

始供大电，超过 4

天价格另议。 

16A/380V  2000 元 

32A/380V  3800元 

63A/380V  6800 元 

100A/380V  9600 元 

布撤展期间临

时用电 

临时电源 

（施工搭建使

用） 

600 元/条/

展期 

接电申请应于 4月

10日前报给主场

方，现场报电加收 

50%加急费，开展

前一天不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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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 3000 元/小时/展位 

00:00 后 
≤500 ㎡ 4000 元/小时/展位 

＞500 ㎡ 6000 元/小时/展位 

提前进馆 
≤500 ㎡ 按加班计 

＞500 ㎡ 按加班计 

撤展加班 
≤500 ㎡ 按加班计 

＞500 ㎡ 按加班计 
 

注意： 

(1）申请加班的同时应申请加班用电。 

(2）加班单位需在加班当日 15:00 前到主场管理办公室统一申报，过时将不再受理加

班申请。 

(3）除布展最后一天外，加班只接受一次性申请，其余时间不受理续报加班。 

(4）需提前进场搭建与加班的，请向展会主场管理公司负责人提出申请。 

(5)所订的服务项目，如未收到付款将不予提供，以上价格仅适用于本届展览会。 

 

 

第六部分、光地展位施工注意事项： 

1、参展单位须指定一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应履行《消防法》规定的消防安全职责，

各单位防安全员须随布展人员同时进馆，督促检查本单位布展中的各项安全工作。 

2、参展单位的布展人员应当了解展厅的疏散线路、室内消火栓、灭火器和手动报

警器的位置。 

3、场馆建筑内严禁吸烟，严禁明火作业，严禁使用油漆、稀料、油漆以及压力容

器等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严禁违章使用任何电器设备烧煮食物。 

4、所有临建设施（展台）搭建装饰材料应达到国家 B1级以上防火标准，严禁使用

弹力布和针织棉等易燃材料做装饰。 

5、所有临建设施（展台）木质结构及灯箱内应在进场前喷刷防火涂料，灯箱应留

有散热孔。储物间、房间等严禁采用全封闭式顶棚，应至少留有 50%的开放面积。 

6、布展物料搭建必须使用阻燃板，布展时应选用非燃材料或阻燃材料，使用的电

器或照明装置，其电热元件应与可燃物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若直接安装在可燃构件上

或贴邻可燃物，应采取隔热防火措施。 

7、严禁使用塑料平行线、花线和灯箱外封面使用非防火材料。 

8、搭建商电工必须持证上岗，自觉遵守安全用电操作规程，使用自带的布展灯具、

广告灯等电器需增加线路时，必须事先与展馆现场办联系，由展馆电工负责安装，不得

私自拉接电线。严禁使用碘钨灯、高压汞灯、霓虹灯作为展台装饰照明。严禁使用电熨

斗、电水壶等大功率电器。如超过规定用电量，须提前向展馆现场办提出申请，经同意

后方可施工。 

9、每天下班时要仔细检查本工作区的各类电器设备，切断电源。 

10、搭建材料：所有搭建材料必须提供消防合格证书，以便相关部门现场检查。 

11、布、撤展人员一律佩戴施工证（展商佩戴参展证）入馆，严禁证件转借。 

12、布、撤展单位不得拆改、损坏、污损原有建筑物和各项固定设备，如门窗、柱、

墙等。墙面不得敲钉、打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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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所有展台搭建及展览时，搭建物及展品和广告牌等物品不得超出由甲乙双方约

定的展位尺寸范围,展馆内所有展台面向通道的一面及相邻展位一面必须至少开放三分

之二。面对主辅通道的展台边缘须做斜坡；展台地台转角须将尖锐直角改为有弧度的圆

角或加以软包装，展台转角处不得放置玻璃围栏，以防止对参观观众造成伤害。展台开

展期间，展台背后（超出展位尺寸的位置）严禁堆放任何物品和杂物。 

14、展馆内参展企业自行特装展位的施工图纸一经审定，施工单位不得擅自更改。 

15、特装企业搭建施工，应先在场外完成拼装件的制作，然后进场拼装，严格按图

纸施工，不得任意扩大面积和占用公用部位。 

16、展样品包装器具在指定点寄存，违者一律按废物清除。 

17、布、撤展期间，各单位要严格遵守组委会的时间规定，妥善保管好展品及随身

携带的财物和工具，遗失责任自负。 

18、展馆内严禁烟火，施工单位在施工期间不得使用电、气焊等明火作业，必须在

现场配备灭火器。同时自备安装悬挂式 6KG 以上悬挂式干粉灭火器，每 30 ㎡配置 1 

具，50 ㎡配置 2 具，以此类推；从进馆施工之日起，展台均须配置 4KG 以上检验合格

的干粉灭火器，每 50 ㎡放置 2 具。以此类推，摆放于明显处。同时必须接受组委会

组织的各项防火安全检查，对提出的整改措施，必须立即执行。 

19、进场搭建运送货物时，应从场馆货运通道的货门进入，只允许使用货梯，严禁

使用客用电梯及客用扶手。 

20、进场前要在厅室内铺好地毯或者塑料膜再放搭建材料，如搭建舞台，所有结构

着地面必须先铺地膜再铺不少于 1CM 厚的木板。 

21、宴会厅、多功能厅等会议室，进行展览搭建时，整个厅室内要先铺一层塑料膜，

再铺木板后方可搭建。 

22、遇到场馆固定设施时（如立柱等），施工单位应实测实量后再做规划。 

23、所有临建设施（展台）搭建不得超过场馆限定高度： 

24、搭建材料应选用环保型。 

25、公共区域搭建结构的裸露部分，应使用防火材质进行遮挡。 

26、施工单位应在工厂完成展台结构制作及涂料喷绘，搭建现场禁止实施展台结构

的加工制作，场馆内只可进行结构拼接和美工作业。 

27、搭建木结构展台跨度超过 6m时，应至少有直径≥100mm 且壁厚≥5mm的有效支

撑柱，并加法兰盘和地盘。 

28、使用玻璃材料装饰展台应采用厚度不小于 8mm的钢化玻璃，大面积使用时应贴

明显的安全提示标志。 

29、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展台搭建材料不应超过展台范围 1m，应随时清理各种

废弃物品，保证馆内消防通道畅通。 

30、馆内严禁搭建临时仓库存放展台材料、施工工具等。 

31、施工单位应按展览规定时间进行撤展，在撤展前应确保关闭展台电源，严禁带

电施工。 

32、撤展时主场应配备相应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疏导，确保文明施工，严禁将

搭建展台整体推倒、拉倒等不规范施工行为。 

33、撤展时，施工单位应将所有搭建材料全部撤出场馆并清运干净，不得遗留在货

场及场馆外围区域。 

34、施工人员要求： 

1）施工人员进场施工必须佩带安全帽，并做好必要的劳动保护； 

2）施工人员必须持本人施工证进入施工现场； 



第十九届中国杭州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春季展 

 

       
 - 18 - 

3）施工人员酒后、身体不适时，严禁进入施工现场； 

4）施工人员登梯 2米以上高处作业时，下方应有专人看护； 

5）电工必须持证上岗并采取必要的绝缘保护措施，方可施工作业； 

6）高空作业时施工人员应持有高空作业证，方可施工作业； 

7）施工人员高空作业时，应佩戴安全帽及安全带等防护措施，作业时应采用高挂

低用的方式，下方应有安全员监护，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工作区域内。 

 
特别提醒： 
 

1、由于不可抗力因素，展会的时间有可能改变，主办单位不承担展商直接的或间

接的由于以下原因而遭受的损失：遭遇火灾、洪水、地震、风暴、流行性疾病或其他自

然灾害、政府行为等不可抗力、劳工争端引起的法律判决。 

2、已经签署并提交有效展台参展合同，但未参展且未被主办单位免除合同义务的

展商应支付合同规定的所有费用及主办单位因展商未参展而承担的额外费用。 

3、如果现场发生分歧或争执，参展商及其相关服务商必须尊重和采纳主办单位的

决定。本着对展会和相关参与者有利的原则，为了适应和满足不可预见的情况，主办单

位同样保留重新修改决定的权利。 

4、展会期间，小型贵重物品最易丢失，在所有手提物品撤走或打包，及租赁器材

归还前，请您确保展台有工作人员照看。建议参展商一旦遗失物品，请及时向展会现场

公安驻防点报案。 

5、关于杭州西博车展响应节能降耗的政策，推出静音日形式的要求，组委会将在

后续的文件中以附件的形式在官网公示，敬请关注。 

6、布、撤展单位与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有关规定，若有违反，造成财产或人员伤亡，

应承担一切责任。凡因不符合展览消防安全要求而引起的不能布展、参展的一切责任，

参展商及其搭建商自行承担。 

 

注：以上规定敬请各展商重视并严格执行，如有违反追究经济及法律责任。 

 

 

第七部分、处罚的相关规定 

一、处罚原则 

1、凡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场地的工作人员违反本安全施工规定都应追究其责任。

对发现有立即发生事故的危险情况，却不采取阻止措施又不及时报告的，或发生事故后，

隐瞒不报或弄虚作假破坏现场的，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移送有权机关追究相应

法律责任。 

2、事故责任者需要酌情赔偿经济损失。 

3、对违反本安全施工规定的有关行为将采取以下措施： 

   1）要求纠正； 

   2）立即制止违反规定的行动； 

   3）禁止违反规定的人或物品进入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场地； 

   4）关闭违反规定的区域或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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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要求对损坏的设备或物品进行赔偿； 

二、事故处理原则 

1、人员伤害事故系指，由于施工人员、运输人员违反安全操作规程而造成的人员

伤害事故。事故发生后，应及时报告车展组委会，并妥善处理同时拨打“120”。 

2、轻伤事故应由主办/承办协同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安保部门和现场服务部组织调

查，查清事故原因，确定事故的责任，并予以赔偿。 

3、重伤及多人事故由公安、消防部门负责组织和主持事故的调查、分析、处理工

作。 

4、发生事故现场要严格保护。如因抢救负伤人员或为了防止事故继续扩大而必须

移动现场设备设施时，现场领导和在场人员要共同负责掌握现场情况，并作出标记，记

下数据，并画出现场图。 

三、施工押金扣除标准 

1、施工单位未按照规定要求配备合格有效的灭火器的，违者扣除施工押金 500 元。 

2、施工人员进场作业未带安全帽且不停劝阻的，违者将扣除施工押金 200元/人/

次。 

3、施工人员登梯超过 2米（含）以上高空作业，梯下无人看守的，违者将扣除施

工押金 200 元/人/次。 

4、施工单位电器接驳电工无证操作，或由无电工证人员操作的，违者将扣除施工

押金 2000元/人/次。 

5、施工单位高空作业人员无证操作，或由无证人员操作的，违者将扣除施工押金

2000元/人/次。 

6、施工单位搭建材料占用消防通道不听劝阻，违者扣除施工押金 500元/处/次。 

7、施工单位展位电箱实际接驳的空开与申报单位不一致，拒不整改扣除施工押金

2000元. 

8、施工单位违规使用酒精、稀料、易燃品的，违者扣除施工押金 500元/处/次。 

9、施工单位违规使用砂轮机切割金属物品产生火花的，违者扣除施工押金 500 元/

处/次。 

10、施工单位撤展期间违规野蛮拆卸，整体推倒或拉倒展台的，违者扣除施工押金

2000元/处/次。 

11、施工单位将废弃物遗留在馆内、后货场及展馆周围的，违者扣除施工押金 2000

元/处/次。 

12、施工单位违反本手册规定造成任何一方财产损失的，违者扣除施工押金 10000

元/次，并按照人身及财产损失情况扣除财产损失赔偿金。 

13、施工单位违反本手册造成任何一方人身伤亡的，违者扣除全部施工押金并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追究违规者的法律责任。 

注：整个展期（含布撤展），主场管理方及展馆安全部会不定期的进行巡视，若发

现以上违规行为，将拍照取证，并且根据以上标准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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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重要文件及说明 

一、申报材料说明 

尊敬的参展商及搭建商： 

本届中国杭州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春季展应公安、消防、安监

等职能部门及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关于安全展览、落实责任的最新工作

精神，须提交本《参展商手册》至上述部门备案。 

为了您顺利参展并开展相关工作，确保本届杭州车展顺利进行，

特请各方在搭建报馆时，整理如下重要文件并以原件装订成册，请予

以配合。      

二、清单名目 
1、第十九届中国杭州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春季展展位图； 

2、乙方展位搭建三维效果图、施工平面图（展具高度 4.5 米以下需提交展位设计图、

结构图及展台效果图；展具高度为 4.5 米及以上需提交设计效果图、平面图、立面图灭

火器分布图、施工细部结构图以及标有展位号和电箱位置、用电安培的电路图） 

3、乙方指定布展单位确认书； 

4、表单 1    特装展台搭建申请表； 

5、表单 2    特装展位搭建委托书； 

6、表单 3    特装展台搭建安全责任书； 

7、表单 4    参展产品目录（清单）及说明； 

8、表单 5    演绎活动相关规定申请表； 

9、表单 6    增值税发票信息表； 

10、表单 7   参展工作证件（施工证）申请表； 

11、表单 8   用电申请表； 

12、表单 9   茶歇申请表； 

13.表单 10   食品安全责任书。 

注： 

    1、以上文件必须为红章原件，一式三份，其中展位搭建三维效果图、施工平面图、

参展工作证件（施工证）申请表、用电申请表于 4月 10 日前电子版发送至主场搭建负

责人邮箱，并于报道前送至或邮寄至浙江中汽会展有限公司。 

    2、已成功申报展商：持相关表格和已付款的汇款底联到主场管理办公室领取相关

证件，入馆施工。未成功申报展商：填写相关表格并按现场缴纳加急费用，经主场管理

办审批合格后，发放证件，入馆施工。 

                
第十九届中国杭州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春季展组委会 

                            2018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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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单 1： 

特装展台搭建申请表 

截止日期：2018 年 4月 10日 

请将表格交回至：浙江中汽会展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石祥路 589号杭州市国际会议展览

中心西裙楼五楼 

邮编：310015 

电话：0571-28879598 28879581 

传真：（86）0571-28879696 

http://www.autohz.com.cn 

联系人：王宏  倪冉 

搭建商信息（必填） 

公司名称：（章） 

公司地址：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联 系 人： 

填表日期： 

展位号： 负责人： 

一、展台面积：           平方米； 层高：      米； 

二、提交您的申请需要以下文件并盖公司章： 

（一）特装展台图纸设计要求： 

1、报图单位提交的报审资料包括(所有图纸均需以电子版形式提交)： 

2、立体彩色效果图； 

3、立面网格图； 

4、平面图； 

5、配电系统图； 

6、配电平面图； 

7、《特装展位搭建委托书》（附件）（附施工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8、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经营范围需具备承接展览展示设计、制作、会展服务资质） 

《搭建单位安全责任书》 

9、《特装展位搭建申请表》图纸设计要求: 

（1）彩色效果图上需标注节点图； 

（2）所有图纸均以 A4 幅面，JPG 格式； 

（3）含材料标注和施工工艺说明图（包括详细尺寸和材料说明，有横梁结构的展位同时附

上节点细部图）； 

（4）配电平面图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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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电系统图要注明用电性质、总功率、总开关和各级保护开关的额定电流值和电压等级

（220v/380v），注明所采用电线型号和敷设方式； 

（5）图纸放大后保持必要的清晰度。 

注： 
 
多层展台必须取得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印章与所在建筑设计院审核的结构审核报告，同时提供静载

测试报告/计算书。  

现场经理签名：                 手机：  

                   

参展商签名：                   手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http://www.autoh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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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特装展位搭建委托书 
 

兹 有   第 十 九 届 中 国 杭 州 国 际 汽 车 工 业 展 览 会 · 春 季 展                              

参展单位                            ，展位号为          ，搭建面积为          ㎡，

现委托                                      为我公司特装展位搭建单位，并且证明： 

1、该搭建单位经考察审核合格后，确认为本特装展位唯一指定搭建单位，具有搭建资

格； 

2、该搭建单位已同本企业签订相关搭建合同，确保本特装展位的安全施工及正常运行； 

3、我公司已明确《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现场施工管理规定》及组委会施工管理相关细则，

并通知我公司委托的搭建单位在现场确保施工安全； 

4、我公司配合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及组委会，对搭建单位及特装展位施工安全进行监督，

如违反《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现场施工管理规定》及组委会施工管理相关细则，杭州国际博览

中心及组委会有权对责任方进行处罚，并追究责任方相关法律责任。 

 

 

 

 

 

 

  委托单位（盖章）                         搭建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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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单 3： 

特装展台搭建安全责任书 

截止日期：2018 年 4月 10日 
展会名称：第十九届中国杭州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春季展     

展台号：                                                                     

参展单位名称：                                                           

搭建单位名称：                                                           

施工现场安全负责人：                     现场联系电话：                  

为加强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消防安全管理，确保展馆的消防安全，明确施工单位在消防

工作中的权利和义务，根据消防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特签订展台消防安全责任书。进入

会展中心的搭建和施工单位，应遵守以下规定： 

    1、认真贯彻执行消防部门的方针、政策和有关规定，严格遵守展馆消防管理规定。 

    2、施工单位负责人为消防安全责任人，全面负责入住场所的消防安全工作，并加强

员工消防安全培训，使员工懂得“三懂四会”（懂本岗位火灾危险性、懂预防措施、懂扑

救方案、会报警、会使用消防设施、会处理应急事故、会组织疏散人员）。 

    3、施工单位必须提供装修施工图，经展馆审核后方可施工。 

    4、馆内施工搭建不能阻挡消防设施，影响消防通道。 

    5、施工中不得乱拉乱接电线，电线须选用 ZR-BVV（难燃双塑铜芯电线）和护套电线，

灯箱、灯柱内安装的灯具必须留有对流散热孔，日光灯镇流器等电子产品应采用合格产品。 

    6、必须严格执行有关施工安装规程，所有装修材料和装饰材料均应采用不燃或难燃

材料，并采取防火、隔热措施。 

    7、不得在施工区域使用、存放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禁止使用煤油炉、酒精炉、煤气

炉，禁止电焊、切割等明火作业。 

    8、严禁在走道、楼梯、出口等部位堆放物品，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9、严禁在馆内运用明火（包括焚烧废纸等可燃物）。 

    10、负责做好施工区域安全工作，主动做好安全防护措施，确保无人身伤亡事故发生。 

    11、施工单位在馆内应文明施工，自觉爱护场馆内设备设施及其它公、私财物的完整

与完好，若有损坏须照价赔偿。 

    12、配合组委会指定的安保人员的巡查，配合场馆设备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的监督，

对组委会各位相关人员及场馆工作人员提出的违规行为应及时整改。 

    13、施工单位应对其违规操作，在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安全事故所引起的一切后果，自

行承担所有责任。 

    14、施工单位应严格遵守《参展手册》进行搭建，地面单位承重不得违反场馆规定。 

    15、施工单位未经允许不得擅自动用展馆配电箱、水源等固定设施。 

    16、展会开幕后，施工单位须留电工、木工等工种人员值班，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7、根据组委会的建议施工单位安排好施工人员的全程保险工作。 

18、如违反上述规定或因其他违章施工所引起的一切安全事故和责任，由该展商负责，

并承担由此给组委会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 

    本公司参加贵司承办的第十九届中国杭州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春季展，并作出如下

承诺： 

    1、保证现场搭建所使用的全部材料符合消防安全规定。 

    2、保证现场的搭建符合公安消防安全规定。 

3、如出现违规操作，本公司愿意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并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责任单位（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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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单 4： 

参展产品目录（清单）及说明（展商填写） 

截止日期：2018 年 4 月 20 日 

请将表格交回至：浙江中汽会展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石祥路 589号杭州市国际会议展览

中心西裙楼五楼 

邮编：310015 

电话：0571-28915488    28879581 

传真：（86）0571-28879696 

http://www.autohz.com.cn 

联系人：曲维维  富伊玲 

参展商信息（必填） 

公司名称：（章） 

公司地址：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联 系 人： 

参展日期：   月   日至   月    日 

展位号： 负责人： 

 

为了提前对展品进行宣传、统计与报道，请将展出的展品填入下表并请及时传真或寄回组委会。 

序号 展品名称 主要规格 数量 价值 备注 

      

合计     

*须盖章确认。 

*若此页不够，请复印续页。 

                                                 填表人：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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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单 5： 

演绎活动相关规定申请表（展商填写） 

截止日期：2018 年 4月 20日 

请将表格交回至：浙江中汽会展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石祥路 589号杭州市国际会议展览

中心西裙楼五楼 

邮编：310015 

电话：0571-28915488     28879581  

传真：（86）0571-28879696 

http://www.autohz.com.cn 

联系人：曲维维  富伊玲 

参展商信息（必填） 

公司名称：（章） 

公司地址：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联 系 人： 

参展日期：   月   日至   月   日 

展位号： 负责人： 

为了创造良好的参展环境，有序的安排活动，请参展商将涉及到音响设备的各类活动即使报

备到组委会办公室。 

现场活动： 

活动时间 
 

 

活动介绍 

 

其他说明（如参与人数、安全隐患等）： 

 

 

*若此页不够，请复印续页（上表时间请具体到天·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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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单 6： 

增值税发票信息表 

请将表格交回至：浙江中汽会展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石祥路 589 号杭州市国际会议

展览中心西裙楼五楼 

邮编：310015 

电话：（86）0571-28915488   28879581   

传真：（86）0571-28879696 

http://www.autohz.com.cn 

联系人：曲维维   富伊玲 

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章） 

公司地址：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联 系 人： 

参展日期：   月   日至   月   日 

展位号： 负责人： 

     

为了方便参展商及搭建商能及时准确的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请准确填写以下表格信息，

并在开具发票时提供给相关部门。 

 

公司名称  

公司税号  

银行帐号  

开户行  

公司地址  

公司电话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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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单 7： 

       搭建工作证件（施工证）申请表 

                截止时间：2018 年 4月 10日 
 

一、申请和截止日期： 

    搭建商工作证（施工证）只为搭建商提供。只有登记在册的展

商授权的搭建商有资格申请施工证。请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前递回

此表。申请施工证要求如下： 

请将需要工作证件的展台搭建工作人员信息完整详细地填入下

表，以便制证。 

搭建商名称：                                 展位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证件号码 

    

    

    

    

总联系人： 手机： 

   注：1、 此表格请自行制作电子文件，以电邮形式发至本届车展

组委会。 
 
      2、 施工证使用时将现场进行照片核对录入，请搭建企业管理

妥善管理证件。 

      3、如有遗失，须向主办方递交书面的施工证补领申请。经主

办方批准，方可以人民币 300 元/张的价格补领新的展商施工证。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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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单 8：     

               

            

用电申请表 

   截止时间：2018年 4月 10日 

组委会联络： 

浙江中汽会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宏  倪冉 

地址：杭州市石祥路 589号杭州国际会展中

心西裙楼五层 310015 

电话：0571-28879598 

传真：0571-28879696  

http://www.autohz.com.cn 

    银行账号： 

    开户行：杭州市工行白马支行 

户  名：浙江中汽会展有限公司 

账  号：1202002109900000881 

公司信息（必填） 

公司名称（盖章）：  

公司地址： 

联系电话： 

传    真： 

联 络 人： 

展位号： 负责人： 

申请表如下： 

 

说明：1、在平面图上标明配电箱位置； 

      2、需要 24 小时供电的，在备注栏里面注明，费用加收 100%； 

      3、室外接驳用电费用加收 100%； 

      4、用电申请应于 4月 10日前报给主场方，逾期加收费用 30%（进馆前）； 

      5、现场申请报电加收 50%加急费，并且不保证完全提供，视现场情况而定。开展前

一天不再受理。 

      6、若用电方损坏或遗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配备的线缆、空开配电箱等设施，按价赔

偿，具体由展馆方出具相关文书。可以自行处理缴纳或由主场方扣除相关搭建押金，具体金

额按照展馆方的提出的赔偿额。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内容 金额（元） 数量 备注（24 小时用电） 

电费 

规格 
展览 8小

时供电 
  

室外接驳及 24小时供电费

用加收 100%。 

16A/220V  1500 元   

16A/380V  2000 元   

32A/380V  3800 元   

63A/380V  6800 元   

100A/380V  9600 元   

布撤展期间

临时用电 

临时电源 

（施工搭

建使用） 

600 元/

条/展期 
  

http://www.autoh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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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单 9： 

茶歇申请表 
                    截止时间：2018 年 4月 10日 

组委会联络： 

浙江中汽会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富伊玲 

地址：杭州市石祥路 589号杭州国际会展

中心西裙楼五层 310015 

电话：0571-28879581 

传真：0571-28879696 

http://www.autohz.com.cn 

银行账号： 

开户行：杭州市工行白马支行 

户  名：浙江中汽会展有限公司 

账  号：1202002109900000881 

参展商信息（必填） 

公司名称（盖章）：  

公司地址： 

联系电话： 

传    真： 

联 络 人： 

展位号： 负责人： 

申请表如下： 

品牌 
 

展位号 
 

 

茶歇供应商名称 
 负责人 

 

单位地址  电话 
 

 

茶歇清单 

 

 

 

 

 

 

 

注意事项： 

1、禁止配送凉菜、色拉类、冷荤食品； 

2、糕点需独立定型包装，不得供应过期、变质食品； 

3、水果禁止切割，建议配送整个水果，禁止现榨果汁； 

4、饮品可机制或冲泡或瓶装饮品； 

5、禁止现场制作，禁止贩卖，禁止酒精等明火操作； 

6、凡是接触食品的人员应持有效健康证，并带证工作； 

7、任何外带茶歇（含饮品）须于 4月 10 日前办理完备案手续（安全责任书盖章+供应

商资质+茶歇清单），组委会汇总报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审批确认后方能进馆。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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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食品安全承诺书 

 

     为了保证第十九届中国杭州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春季展不发

生一起食物中毒事件，我公司承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供应商）经我公司审核，为合作供应商（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

码证、税务登记证、卫生许可证等资质材料），同意为我

_________________（运营公司+品牌）提供糕点茶歇等，具体清单

为_____________(可附件)，我公司承诺： 

1、本供应商严格执行国家有关食品安全的各项法律法规。 

2、本供应商保证生产的食品中不添加 GB2760-2011 之外的物质作

为食品添加剂。不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3、保证本供应商生产的食品符合（国家的）产品标准规定。 

4、承诺遵守组委会相关要求，如发生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本单位

一定承担所有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并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积极整

改。 

5、我们一定把食品安全责任放在第一位，为消费者提供合格的、安

全的食品。 

承诺单位（盖章）： 

承诺人：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