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中国中部（合肥）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参 展 商 手 册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2018 年 5 月 24—26 日

安徽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



1

特别提示：

本手册旨在协助贵公司顺利参加“2018 中国中部（合肥）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务必仔细阅读，如有疑问请及时垂询本公司；

请贵公司参展工作人员携带本手册参加本届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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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指 南

※ 自驾车—

1、京台高速合肥段自 滨湖新区 收费站下道口，沿方兴大道向东直行至庐州大道交口左转前行，至锦绣

大道即到。

2、合肥绕城高速自 包河大道 收费站下道口，向北行至繁华大道，沿繁华大道向西行至徽州大道交口 左

转直行，至锦绣大道左转即到。

3、合肥绕城高速自 金寨路 收费站下道口，向南行至繁华大道，沿繁华大道向东行至徽州大道，沿徽州

大道直行，至锦绣大道左转即到。

※ 公共交通--

①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乘坐机场巴士 5号到 亚朵酒店站 转地铁 1 号线到合肥滨湖会展中心。

②南门换乘中心：156 路/t7 路/31 路/140 路公交车到 合肥南站转地铁 1 号线到合肥滨湖会展中心

③市内：26 路、60 路、61 路、62 路、522 路公交车 直达合肥滨湖会展中心

※ 出租车—

◎合肥南站→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约 7 公里，10 分钟车程

◎合肥火车站→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约 25 公里，30 分钟车程

◎南门换乘中心→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约 8 公里，10 分钟车程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约 45 公里，50 分钟车程。

※ 地铁—

1、合肥南站乘坐 1 号地铁从合肥南站途径 4 站到合肥滨湖会展中心；

2、合肥火车站乘坐 1 号地铁从合肥站途径 14 站到合肥滨湖会展中心；

3、乘坐合肥地铁 2 号线在“大东门站”换乘地铁 1 号线，途经 12 站到合肥滨湖会展中心

4、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乘坐：

①机场巴士 5号线到 亚朵酒店站 下车，（朱岗站）换乘地铁 1号线至合肥滨湖会展中心；

②机场巴士 1号线到 巢湖路站下车，（大东门站）换乘地铁 1 号线至合肥滨湖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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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中部（合肥）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参展商报到通知书

（凭此通知办理报到登记手续）

展商名称： （需盖章） 展位号：

尊敬的参展商：

欢迎参加“2018 中国中部（合肥）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现将有关参展事宜通知如下：

报到时间：2018 年 5 月 22-23 日 （周二-周三） 8:00-18:00

展览时间：2018 年 5 月 24-26 日 （周四-周六） 9:00-17:00

撤展时间：2018 年 5 月 26 日 (周六) 18:00-24:00

5 月 27 日 （周日） 14:00-24:00

报到地点：5号、6号展馆之间展商报道处

其他事宜，如有不清楚，请致电大会客服部：0551-63618207

报到注意事项：

1、为防止参展商证件及其他资料被冒领或误领，请报到当事人携带本人名片，非正式参展商不得

办理报到手续。展商进场布展前须付清所有参展费用。

2、施工人员不得使用参展商证，并且必须按照规定办理施工证方可进入展馆施工。

3、请各参展单位提高安全防范意识，配合场馆做好现场管理工作，场馆禁止易燃、易爆物品进入，

场馆内严禁明火和一切违章违规操作。

谢谢合作，预祝各位参展商本次展会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中部（合肥）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组委会

二 0一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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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服务手册

一、展会服务机构

承办单位：安徽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

地 址：合肥市蜀山区望江西路 69 号西湖国际广场 C座 2324-2325 室

邮 编：230000

联系人：夏书敏 18715168633

传 真：0551-63653201

展览场馆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地址：合肥市滨湖新区锦绣大道与庐州大道交口

电话：0551-63850070

传真：0551-63850075/63850005

联系人：常琪 136 9650 8715

主场服务商（特装展位及标准展位）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展览工程部

地址：合肥市滨湖新区锦绣大道与庐州大道交口

电话：0551-6579 0514

传真：0551-63850075/63850005

联系人：彭飞 189 4983 0215

推荐搭建商

合肥沃德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合肥市经济开发区金寨南路 157 号中辰大厦 613

电话：0551-6526 7295

联系人：徐闯 150 5515 3622

合肥斑彩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合肥港汇广场 2幢 801 室

电话：0551―62674690

联系人：程金涛 139 5513 4661

展会物流服务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物流部

地 址：合肥市滨湖新区锦绣大道与庐州大道交口

电 话：0551-63850077

传 真：0551-63850075/63850005

联系人：牟少伟 181 5605 0301

展具租赁（会展中心客户服务中心）

地址：合肥市滨湖新区锦绣大道与庐州大道交口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电话：0551-63850077

联系人：赵先生 137 3925 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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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酒店

一路同行商旅酒店--（滨湖新印象）店

地 址：合肥市滨湖区紫云路与广西路交口南 50 米（滨湖医院东门正对面）

联络人：谢经理

电 话：0551-66115888

手 机：158 5695 5819

凯宝河风丽景酒店

地 址：合肥市滨湖新区福州路 3340 号

联络人：曾经理

电 话：0551-62976868

手 机：158 5519 4770

新贵都城市酒店

地 址：合肥市滨湖新区徽州大道与福州路交口西 100 米

联络人：王经理

电 话：0551-62275299

手 机：186 5595 0111

二、日程安排

1、报到布展时间：2018 年 5 月 22-23 日 （周二—周三） 8:00-18:00

2、设备调试时间：2018 年 5 月 23 日 （周三） 14:00

3、展商工作时间：2018 年 5 月 24-26 日 （周四-周六） 8:30-17:00

4、展商撤展时间：2018 年 5 月 26 日 (周六) 18:00-24:00

2018 年 5 月 27 日 （周日） 14:00-24:00

特别提示：

请需用吊车的展商（冲床、龙门和 8T 以上设备等）请于 5月 18 日前与承办单位安徽好博

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沟通。

三、参展商报到

1、报到地点：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5号、6号展馆间连廊 展商报到处

2、因特殊原因，未缴清参展费用的单位，请于 4月 28 日之前将费用汇至安徽好博塔苏斯展

览有限公司指定帐号，否则承办单位有权处理其展位，同时追究相应违约责任。

组委会账户：

帐 号：3400 1458 6080 5004 5818

户 名：安徽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

开户行：建行合肥市城南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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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品物流运输

1、本届展会指定的大件物流服务联系人：牟先生 181-5605-0301

物流运输费用由参展商直接与其结算。参展商需要委托代理提贷的，具体请参阅附件。参展

商不得自带叉车、吊车、手动液压车等运输设备进场。需要使用叉车、吊车、手动液压车的参展

商，请联系安徽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

2、展品进馆、撤馆的顺序，由安徽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会同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展览部

现场安排决定，请参展商配合服从。

3、需要办理动力用电和压缩空气的展商请提前与安徽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联系，以便服务

商提前准备。

4、在货物运输过程中，如发生货物丢失、火灾或人身安全等事故，由参展商与合肥滨湖国际会

展中心展览部根据有关规定协商解决。

5、参展商的展品，如使用货运汽车从外地运入合肥市，请避开交通管制时间和遵守合肥交通管

理局有关管理规定。

6、参展商运送展品的汽车卸货和装货时，请停靠在对应的展馆物流门：5 号展馆西门为物流出

入口，6 号展馆东门为物流出入口。

五、展位搭建

1、安徽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负责展馆总体设计和效果。

2、展会标准展位由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展览部统一搭建并配备展具。

3、标准展位内部布置与装饰，均由参展商自行设计安排。

4、展会特装展位只提供光地，不配置任何展具及电力设施。

5、布展证办证费用 RMB10 元/张/展期。正式开展期间布展证无效。

6、特装展位的搭建商需向展馆交纳搭建垃圾清理押金（5000 元—10000 元/展位/展期），

简装搭建押金 3000 元/展位/展期，凭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统一开具的特装管理费发票及押金

收据进馆搭建，未办理手续的展位，将不予进馆!由此引起的误工后果由展商自行负责.特装搭建

公司必须与展馆方签订现场特装展台消防责任书,严格按规定执行。

7、展会结束后特装搭建公司需将特装搭建垃圾及时清出展馆区域，现场工作人员检查合格后

退还押金，否则押金不予退还。

8、特装展位设计造型应尽可能通透，避免遮挡其它参展商的展位。详细请参阅附件

六、布展注意事项

1、布展时凭安徽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制作颁发的参展证或布展证入馆，否则保安人员有

权拒绝进入；严禁将参展证或布展证转借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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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严禁在展馆的地面及展具、展板上钻孔、打钉、涂划或使用泡沫双面胶，不得妨碍消防设

施、照明装置的正常使用；

3、特殊展板展具制作应在外加工成形后到展厅内完成；

4、严禁在展厅内操作电焊、木工、油漆等，不得破坏墙面及展馆内现有的设施设备；

5、为安全起见，布展期间产生的垃圾废料由各参展商及布展承建商负责清理；

6、严禁在展馆内吸烟，违者罚款 100 元；

7、布展期间各参展单位每日 18：00 准时离开场馆，特殊情况须要加班的需向合肥滨湖国际

会展中心展览部提前提出书面申请，征得同意后方可实施。个别展商布展期间如需延时加班，需

提前向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申请，具体延时加班费详见附件.

8、展位不得转让或转卖他人，展品符合参展范围，否则安徽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有权取

消其参展资格。

9、特装、光地展位：租用光地的参展单位如自行委任设计及装搭展台，请将该承建商的公司

名称、营业执照复印件、资质证明、联系人、地址、电话及传真提前告之安徽好博塔苏斯展览有

限公司，以作记录。参展单位自行负责展台地面铺地物及其它设施（如地毯、桌椅、电源等）。

七、电、气、展具租用服务及电、气、设备申报

参展商可根据展品和业务需要，提前向安徽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租用电器及相关展具,

费用自理，并填写相应设施租赁回执表，在 2018 年 5 月 10 日前回传至安徽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

公司。以便提前报至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为布展做准备。

八、参展人员的行为规范

1、遵守公民道德、文明参展。

2、遵守展会各项规定，服从展会统一安排。

3、注重仪表，保持馆内清洁卫生，废弃物品放到指定的垃圾箱内,不在展位上用餐。

4、不提前撤展，不变更原订参展合同规定的展品范围

5、参展单位的音响设备，其播放声音不得超过 60 分贝。

九、展期参展工作人员出入须知

1、展会期间，参展商进馆须佩带参展证，布展人员须佩带布展证，否则保安人员有权拒绝进

入。严禁将参展证、布展证转借他人。

2、展览期间，参展商每日 8:30 自 5 号馆东 1#门和 6 号馆西 1#门提前进馆，闭馆时须等现场

观众清场后离开。

3、展出期间，参展商务须看管好自身展位及展品，包括租用物品和私人物品。

4、特殊展品如需每天闭馆后出展馆，参展商须向承办机构办理相关手续，并经展馆保安人员

查验确认方可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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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展会现场物品安全

1、参展期间，请参展商意保管参展物品和个人财物，以防失窃。

2、在展览场馆的停车场，参展商停车后不要将贵重物品存放车内。

3、在布展、开展和撤展过程中，展商个人的贵重物品（钱包、身份证、驾驶证、信用卡、发

票本、印章等）放入随身的挎包里，建议将包挎背在前身，并经常检查；上卫生间时如取下，

离开时切莫忘记。

4、展览期间，参展商每天应在规定展商进馆时间之前到达展馆，在开馆后立即进入展馆，以

避免展位无人值守而失窃。如因故不能按时进馆，应委托其他人值守。

5、展览期间，参展商如接待参观人手不足，应及时调派或临时聘请人手，以防范窃贼趁机偷

盗。对于贵重且轻便的展品，请加强看管，包括明确由专人看管，防范偷盗。

十一、现场工作餐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内设有餐厅，供应工作午餐。餐费展商自理。

十二、撤展

1、时间：为保持大会的统一形象，大会规定于 2018 年 5 月 26 日 18:00 之后开始撤展，需要

铲车作业的展商可在 5月 26 日 18：00 以后不影响其他展商的情况下撤展，否则服务机构保留请

保安人员出面干预的权力。特殊情况请提前两天通知安徽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

2、参展单位物品与展品离馆时须办理出门证，并经安徽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指定的工作

人员签字盖章认可后，保安人员方可放行。

3、参展单位应从展厅对应的物流门出馆。

4、撤展时参展单位要保管好各自物品，以防丢失。

5、爱护馆内设施，不得夹带搬走，不得损坏，违者照价赔偿。

6、展位内所有自行悬挂、张贴物、应由该单位自行拆除并清理干净。

十三、知识产权保护与伪劣商品查处

1、参展的展品须符合国家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质量标准的规定。参展商应携带展品的有

关证明文件，包括产品质量技术标准、产品质量检测报告、专利证书等。

2、展览期间，如有知识产权的侵权投诉，将由有关部门按国家商务部颁发的《展会知识产权

保护办法》处理。

3、参展商不得展出与展会主题无关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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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展品运输及叉车、吊装、用电和用气服务

一、展品发运事项

1、收货单位：纵连展会物流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

收货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锦绣大道 3899 号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5-6 号馆

收 货 人：牟少伟 181-5605-0301（转） （展商名）

存货须知：货物到达展馆纵连物流仅提供免费仓储服务，免费管理服务，如需要卸货服务

将收取卸货服务费（收费标准见现场物流价格表）

取货须知：货物到达纵连仓库后，展商须先到仓库确认货物并办理提货手续。

2、箱件唛头，请在展品的外包装上标明。

发货人： 联系方式：

参展单位：

展会名称：

收货单位：纵连展会物流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

收货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锦绣大道 3899 号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5-6 号馆

收货人：牟少伟 18156050301（转） （展商名）

数量： 重 量： 公斤 体 积 立方米

展馆号： 展位号：

3、包装要求：展品的外包装要结实、防雨并适合反复搬运，1吨以上的展品要标明重心及吊装线。

4、到货时间：所有参展物品需在布展前三天运到合肥主城区。

5、展品发运后，请及时将运单号、件数、重量、体积提供给我司，并将发货凭证及时以邮件方式

发送给我司仓储负责人。

6、展品的运输保险：参展单位应自行投保展品的往返运输及在展览仓储期间的保险。

7、国内上门提货，请提前 20 天联系仓储负责人。

8、境外展品有运输、清关需求，请于布展前 60 天与我司客户服务人员联系。

9、提供展品往返回程运输服务，展会一站式全程物流服务、门到门、点到点服务。

二、现场物流收费标准：

1、租赁小拖车：

租金：20 元/辆/小时 押金：100 元/辆

2、人力搬运：

按体积计：单程 40 元/立方 ；

按件数计：单程 25 公斤以下 10 元/件；25—50 公斤 20 元/件；

3、需用铲车搬运的展品：

1吨以下（含 1吨）：单程 80 元/趟（送入展位）

1—3吨（含 3吨）：单程 150 元/趟（送入展位）

3—5吨（含 5吨）：单程 200 元/趟（送入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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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吨（含 8吨）：单程 280 元/趟（送入展位）

5吨以上展品及精密仪器设备价格面议，需提前一天联系。

4、需用吊车搬运的展品：

需提前一天联系，原则上按件计价，特殊情况除外。

8吨以下展品：单程：800 元/件

8—12 吨展品：单程：1300 元/件

12 吨以上展品：现场申请办理。

5、仓储

仓储费用按体积计：10 元/立方米/天（不足一立方按一立方计算）。

6、门到门接货：

0.5 立方/100 元(不足 0.5 立方的按照 0.5 立方计费)。

注：①不接受运费到付

②不提供站场提货

③吊车卸货时间限定为 2小时以内

三、付费方式

请参展商在现场以现金方式支付纵连展会物流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有关费用。所有展品运费

须在展览会闭幕前结清费用，否则不予办理出馆手续，由此产生的一切额外费用由参展商自行承

担。

四、其他事项

1、展商必须自行对展品的现场操作(包括装、卸、开、装箱及吊装等事宜)安排指导和监督；否

则，纵连公司将无法提供以上服务。

2、保险：为维护展商的权益，纵连公司提醒参展商安排适当的全程保险，展品如有损坏,纵连展

会物流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负责提供商务记录，并协助理赔事宜。若参展单位未投保，展品在搬

运过程中由我公司责任造成的损坏，纵连公司对参展商协商进行赔偿（最高赔偿额为该件展品装

卸费的 5倍）。纵连公司可为参展单位代办保险，但保险费用由参展商自理。保险费收取标准：

按投保总金额的 5‰收取。

3、办证：为保障会展中心车辆有序、畅通，需办理《货运车辆进馆证》。

布撤展货运车辆办理《货运车辆进馆证》需交纳办证工本费 10 元/车/次，押金 500 元/车/次，从

车辆办证登记时间起，至(车辆、车证、押金收据）三证到退证处时间止，每车享有 120 分钟的免

费卸货时间，若超过 120 分钟，每车按 50 元/60 分钟缴纳超时滞纳金，费用从证件押金中扣除，

不足 60 分钟按 60 分钟计。

布撤展 7座以下（含 7座）小型客车办理《货运车辆进馆证》免交纳办证工本费，押金 500 元/

车/次，从车辆换证登记时间起，至(车辆、车证、押金收据）三证到退证处时间止，每车享有 40

分钟的免费卸货时间，若超过 40 分钟，每车按 50 元/60 分钟缴纳超时滞纳金，费用从证件押金

中扣除，不足 60 分钟按 60 分钟计。

所有进场布、撤展车辆均需在此办理相关证件方可进入会场，目的在于有序、有效的管理进入场

馆的车辆，同时避免车辆在场馆长时间停留，减少道路和场馆交通压力。提示：此证严禁转借、

转让，确保一车一证。不办理车证车辆请停放在地下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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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电、气、展具租赁价格表

动力用电租赁价格表

项目 规格 单位 价格（元） 备注

动力用电

（室内）

380V/15A 展期 380 1、价格包含接驳费、

施工费、管理费、电费。

2、电源所需线缆 5米内

均免费按实选定，超出

部分以每米 50元收取。

3、需用动力电源的展商

务必自备接线盒、插

头 。

380V/20A 展期 510

380V/25A 展期 640

380V/30A 展期 760

380V/40A 展期 1020

380V/50A 展期 1270

380V/60A 展期 1530

380V/100A 展期 2540

380V/150A 展期 3810

压缩空气租赁价格表

项目 单价（元/展期/台）

压缩空气 1000

现场租赁服务报价表：

物 品 名 称 规 格 说 明（cm） 单 位 单价

(元/展期)

押金

(元/展期)

备 注

小拖车 辆 20.00元/小时 200.00 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

货架 150×40×200(四层) 个 200.00 200.00

玻璃圆桌 张 100.00 100.00

长条桌 120×60×76 张 50.00 100.00

白椅 把 30.00 50.00

黑皮椅 把 30.00 50.00

吧椅 把 100.00 100.00

软连接 根 30.00 50.00

玻璃圆桌 一桌四椅 套 200.00 300.00

高展示柜 97×37×207 个 200.00 200.00

矮展示柜 80×37×80 个 120.00 200.00

资料架 个 5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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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布 张 20.00 20.00

桶装水 桶 15.00 30.00

饮水机 个 50.00 100.00

3KW 以内配电箱 个 150.00 800.00

10KW 以内配电箱 个 200.00 1000.00

15KW 以内配电箱 个 250.00 1000.00

35KW 以内配电箱 个 500.00 1000.00

50KW 以内配电箱 个 700.00 1000.00

200KW 以内配电箱 个 1500.00 2000.00

电缆线槽 米 30.00 200.00/块

席位卡 个 5.00 20.00

层板 500×1000 层 80.00 200.00

长杆射灯 220V 60W 盏 50.00 100.00

注：1、以上价格如有变动，请以现场实际价目表为准。

2、租赁物品如有丢失、损坏，按市价赔偿。

3、配电箱所带电缆最长为 10 米，

联系方式：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地址：合肥市滨湖新区锦绣大道与庐州大道交口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展览部

电 话：0551-63850071

手 机：136 9650 8715

联系人：常 琪

注：参展商必须如实申报设备所需用电量，如果由于参展商虚报用电量造成供电设备或展品

损伤，引发一切后果由展商自己承担。如果参展商需要以上服务，请填写此表，传真至：安徽好

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 0551-6365 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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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展具租用服务及电、气、设备申报回执表

（请盖章回传至：0551-6365 3201）

参展商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盖章）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________________

手 机：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

展品名称
数

量

体积(长×宽×

高 CM)

毛重

（T）

用电

（KW）

用气（接

口大小）

租用物品名

称及数量

温馨提示：

部分用电量大的参展企业，烦请自带部分电缆线，以便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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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标准展位搭建、光地展位特装须知

一、标准展位搭建与配置

1、标准展位规格为 9㎡（3×3m），标准展位的指定搭建商为展馆展览部。展位内部装修由参展

单位自行负责。

2、标准展位的配置为：铝合金框架、三面白色喷塑围板、二块楣板、一张咨询台、两张展椅、两

只射灯、一个 220V5A 电源插座；

3、租用标准展位的参展商，不得擅自拆搭展板。

二、光地展位搭建

1、光地不提供任何配置。租用光地的参展商须自行搭建展位，即进行特别装修。

2、本次展览的推荐主场搭建商为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展览工程部、合肥沃德展览有限公司、

合肥斑彩传媒有限公司，为参展单位提供特装展位设计搭建服务，安徽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

对其进行监督约束，使其为参展商提供最佳服务；对于参展单位自行委托非大会指定或推荐搭建

商设计施工所产生的一切问题，主办方不负任何责任。

3、为安全起见，请租用光地的参展商，提前向安徽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告知所选择的搭

建商名称及其联系方式，并督促搭建商将展位施工图{包括参展公司委托书、搭建商营业执照复印

件、展台的立体效果设计图、材料说明（尺寸、木结构、桁架）、电路图、电工证}在布展前 10

天（即 5 月 12 日前）递交或传真至安徽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以供审核搭建工程的安全性；

同时，搭建商在进场施工前需向安徽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交付安全风险保证金，交付标准为：

36 平米及以下特装展位为 20000 元（贰万圆），36—108 平米特装展位为 30000 元（叁万圆）,108

（含 108）平米以上特装展位为 40000 万元（肆万圆）。

4、在展位安装搭建过程中，须遵守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的有关规定。

5、特装展位的分割墙不得低于 2.5 米，宽度不能超过所租光地的占地界限。布展时，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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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距离地面高度，在展馆内不得超过 7米（展馆前厅不得超过 5米）。

三、光地展位管理费及延时收费

1、租用光地的参展商须支付光地搭建管理费，收费标准参照第四：展台施工管理费

2、提前进场及延时加班费

序

号
服务类别

价格（元）/小时

（18:00-21:00）

价格（元）/小时

（21:00-24:00）
单位

1 延时加班【216（含）㎡以下】 1200.00 1500.00 展台

2 延时加班【216 ㎡以上】 1800.00 2000.00 展台

3 延时加班/组委会 5000.00 展厅·小时

4 搭建提前进场放料费 3000.00 展台·天

5 搭建提前进场施工费 5000.00 展台·天

注：①办理加班需在当天 15：00 前申报并缴费，给予 30%优惠。

四、特装展位搭建工作人员办理施工许可证、车辆通行证及布展证

1、搭建特装展位的工作人员，布展期间须向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申领施工证、车辆通行证。施工证及车

辆通行证只在展览会布展和撤展期间使用。

序号 施工类别 价格（元） 单 位

1 简 装 5.00 ㎡·会期

2 特 装 15.00 ㎡·会期

3 简装施工押金 3000.00 展台·会期

4 特装场地清

洁押金

216（含）㎡以下 5000.00 展台·会期

5 216 ㎡以上 10000.00 展台·会期

6 特装施工许可证 20 证·会期

7 车辆通行证 10.00 证·会期

8 人员施工证 10.00 证·会期

注：①简装展台主要指桁架喷绘，除此之外均为特装展位。
②布/撤展车辆通行证一车一证，填写车号方有效，不得涂改。
③场地清洁指对于场馆地面、墙壁等设施的维护清洁押金，如发生费用据实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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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展会指定接待酒店

一路同行商旅酒店--滨湖新印象店

地址：合肥市滨湖区紫云路与广西路交口南 50 米（滨湖医院东门正对面） 联络人：谢经理

电话：0551-66115888 手机：15856955819

房 型 挂牌价（RMB） 会议价（RMB）

商务标准间 288 168

商务单人间 268 168

凯宝河风丽景酒店

地址：合肥市滨湖新区福州路 3340 号 联络人：曾经理

电话：0551-62976868 手机：15855194770

房 型 挂牌价（RMB） 会议价（RMB）

商务.标准间 338 200 (含早)

商务.单人间 338 200 (含早)

新贵都城市酒店

地址：合肥市滨湖新区徽州大道与福州路交口西 100 米 联络人：王经理

电话：0551-62275299 手机号：18655950111

房 型 挂牌价（RMB） 会议价（RMB）

豪华.标准间 278 180 (含早)

豪华.单人间 278 180 (含早)

酒店预定回执表

参展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入住客人姓名： _______ 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酒店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 房间数：___ ____ 房型：________________

入住日期：______ ______ 预计到达时间：____ __ 退房日期：_____________

温馨提示

1、最后预定期限为 2018 年 5 月 10 日，逾期不保证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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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需要预订酒店的企业请将此表填写完整后及时 传真至：0551-6365 3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