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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汇

参展商增值服务

参展商展会日程安排

A-02

日期 时间 内容

8月2日（周三）

8月3日（周四）

8月4日（周五）

8月5日（周六）

8月6日（周日）

8:30-17:30

8:30-21:00

9:00-16:30

9:00-16:30

9:00-16:30

展商报道、光地搭建、标准展位布展

展商报道、光地搭建、标准展位布展

展品展示

展品展示

展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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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车 

  相距约26公里车费约为60元

  地铁 机场快轨至三元桥站，

  步行或换乘公交一站地，

  车费约为25元 

 公交巴士 

 1、机场大巴4号线（公主坟线），

        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站至

        三元西桥站，步行260米即到，

        票价15元，用时1小时30分钟

2、850路/850路快，岗山村站-三

       元桥站（12站）下车步行1.2

       公里即到，票价5元，用时1小

       时50分钟 

自驾车 

 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京平高速

 公路，车程21公里，用时约28分钟 

机场抵达

1.北京站

 出租车

 相距约10公里，车费约为

  30元

 

 地铁 2号线北京站-东直门站

  换乘13号线-柳芳站，出站步

  行1.2公里即到，票价4元，用

   时50分钟

 

 公交巴士

 1、24路，北京站前

   街站-左家庄站（14站），下

   车步行1.4公里即到，票价2元，

   用时1小时

2、674路，北京站前街站-和平

    里路口北站（10站），下车步

    行1.7公里即到，票价2元，用

     时1小时 

 自驾车 

  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二环，

  车程10公里，用时约30分钟 

2.北京南站

 出租车 

 相距约18公里，车费约为60元

 

 地铁 4号线北京南站-角门西 换

乘10号线-三元桥站，出站步行

1.4公里即到，票价6元，用时1

小时20分钟  

 公交巴士 

 特8外/特8外快，洋桥西站-静安庄站

（16站），下车步行320米即到，票价

 4元，用时1小时50分钟

 

 自驾车 

  天桥南大街、二环，车程18公

   里，用时约40分钟 

.3.北京西站

 出租车 

 相距约19公里，车费约为60元

 

 地铁 9号线北京西站-六里桥站

 换乘10号线-太阳宫站，出站步

 行1.5公里即到，票价6元，用时

1小时30分钟 

 公交巴士

 特8内快（或300内），六里桥北

里站-静安庄站（10站），下车步

行150米即到，票价5元，用时1小

时40分钟 

 自驾车 

   二环、三环，车程19公里，

  用时约40分钟

火车站抵达

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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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编号 表格内容 回复单位 截至日期 备注 

表格 01 标准展位楣板字 中霖国际 2017 年 7 月 20 日 将此表格以邮件或者传真的方式返回中霖国际 

表格 02 可选展位方案 中霖国际 2017 年 7 月 20 日 将此表格以邮件或者传真的方式返回中霖国际 

表格 03 物品租赁 中霖国际 2017 年 7 月 20 日  

表格 04 水电、网络申请 中霖国际 2017 年 7 月 20 日 将此表格以邮件或者传真的方式返回中霖国际 

表格 05 特装展位申请 中霖国际 2017 年 7 月 20 日 将此表格以邮件或者传真的方式返回中霖国际 

表格 06 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 中霖国际 2017 年 7 月 20 日 将此表格以邮件或者传真的方式返回中霖国际 

表格 07 展台施工申请表 中霖国际 2017 年 7 月 20 日 将此表格以邮件或者传真的方式返回中霖国际 

表格 08 施工管理处罚规定 中霖国际 2017 年 7 月 20 日 将此表格以邮件或者传真的方式返回中霖国际 

表格 09 施工安全培训及安全须知 中霖国际 2017 年 7 月 20 日  

表格 10 展台施工押金退还确认单 中霖国际 2017 年 7 月 20 日 将此表格以邮件或者传真的方式返回中霖国际 

 

表格编号 表格内容 回复单位 截止日期 备注

一、相关服务单位............................................................................................A05---A06
二、展商须知 

三、特装展台展商管理规定

四、标准展台展商管理及填报信息...............................................................A19---A20

五、特装展台展商填报信息

六、2017中国美容连锁系列展................................................................................... A31

1.展商职责、进馆凭证.........................................................................................................................A07

2.布撤展货车驶离展览中心示意图....................................................................................................A08

3.展品进出展场......................................................................................................................................A09

4.标准展位楣板字表格.........................................................................................................................A10

5.可选展位方案..........................................................................................................................A11---A12

6.物品租赁..............................................................................................................................................A13

7.展台管理与安全.................................................................................................................................A14

8.展台水、气、电 、责任、其他事项...............................................................................................A15

1.特装展位参展商施工注意事项........................................................................................................A16

2.特装展台施工管理规定.....................................................................................................................A17

3特装展台用电管理规定......................................................................................................................A18

4.施工人员现场注意事项.....................................................................................................................A19

1.水电网络申请.......................................................................................................................................A21

2.特装展位搭建申请.............................................................................................................................A22

3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A23---A24

4.展台施工申请表.................................................................................................................................A25

5.施工管理处罚规定.................................................................................................................A26---A27

6.施工安全培训及安全须知................................................................................................................A28

7.展台施工押金退还确认单................................................................................................................A29

8.开发票资料明细表.............................................................................................................................A30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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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关服务单位

1主场搭建商

中霖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英 15011197419  杨阳 15736048148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13号华泰饭店501,503室

邮  编：100020

电  话：010－67735655      传  真：010－67735655            

E-mail： 406234918@qq.com   3234863766@qq.com

2 主场运输商

公司名称：展联国际货运代理（北京）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南路25号中基大厦1509室

邮    编：100073

电    话：（010）63333181 / 63333257 / 63333287

传    真：（010）63333191

电子邮箱：info@chinafair-logistics.com

联 系 人：陈璐、刘菁菁先生

收货地址：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6号）

          如有需要搬运及叉车服务联系主场运输商

3 酒店预定

北京万里行会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直线010- 56385301    传真：010—56385348

邮箱:wlxmia@126.com ;wlxduoduo@163.com;

热线电话：内商负责：李畅13911069415；

          外商负责：祝恩淼(TOM)13439260120；

预订部景洪艳：18211048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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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

花卉租赁

联系人：北京国展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展览服务部

联系人：米春潮

地址：北京朝阳区北三环东路六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2号馆对面商亭

电话：010－84600515

5 其他搭建商推荐：

纤手（北京）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芙蓉路京贸国际城3-5-2503室    

邮箱：2512377734@qq.com / qianshouchina@163.com

联系人：杨  忠 13910328020

联系人：徐艳红 13910839546

电话：010-80594885/80594882/80594881

北京和展华煜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朝阳区东四环北路10号瞰都1号楼910

工厂地址：北京顺义区赵全营西水泉34号

电话：010-60440406

手机：1350126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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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01--楣板（仅限于标准展位必填） 截止日期：2017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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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01 --楣板（仅限标准展位必填） 截止日期：2017 年 7 月 20 日 

公司名称 :       展位号: 
    

  

联系人 :       

电话 :       

日期: 电子邮件 :       

 

楣板信息 (适用于标准展位) 

   

所有选择标准展位的参展商需要请将此表格填写完整后传真或电邮至以上地址，选择空地展位的参展商

不必填写此表格。 

标准展位 

标准展位包括： 

 白色胶合板隔板 

 表明参展商公司名称的楣板- 0.3m(高) x 3m (长) 

 地毯 

 一个 5A/220V 单项电源  

 一个信息台 

 两把折椅 

 两盏长臂射灯 

 一个垃圾桶 

请在相应的格子内标注 . 

  我们租用标准展位，请将以下填写内容作为楣板上的名称。  

  我们租用光地展位。 

楣板上的名称 

请在横线上填写标摊楣板名称 (最多 24 个字，如有英文请用大写字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备注： 

1. 以上内容只能是公司名称 - 不允许使用广告标语或其他类似于广告语的内容。 

2. 若参展单位希望在楣板上制作公司商标，需要另外支付制作费用。请将商标图案样本和本表格送至

标准展台搭建商估价。 

表格01--楣板（仅限标准展位必填）     截止日期：2017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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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20 日 

公司名称 :       展位号:       

联系人 :       

电话 :       

选择方案：      电子邮件 :       

 

9sqm 方案 A 

 搭建规格：3MW*3ML*3.5MH 

搭建材料：铝料结构 

 

搭建内容：1.铝料机构 

          2.楣板及公司 LOGO（1 组） 

          3.射灯及插座（2只/1 只） 

          4.地毯（9 平米） 

          5.白圆桌（1 张） 

          6.白折椅（3 把） 

          7.S 型吧椅（1 张） 

          8.问询台（1 组） 

          9.垃圾桶（1 个） 

注：含图中海报 3 张,每张尺寸（800mm x 

1200mm） 

 以上搭建价格包含：场地管理费、电源接驳费。（如有其它项目申请，请填写相应租赁订单） 

 

 

 

表格02--可选展位方案 截止日期：2017年7月20日

请将此表格以邮件或邮件传真的形式返回中霖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杨洋 手机：15736048148 邮箱：323486376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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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订单相当与付款通知。
2. 本订单经付款后生效。
3.迟于截止日期(2017年7月20日)之后的订单将加收30%加急费，展会现场收到的订单将加收50%加急费。
4. 以上价格均为整个展会期间的租赁报价。

表格 03 --家具租赁（选填） 截止日期：2017 年 7 月 20 日 

公司名称 :       展位号:       

联系人 :       

电话 :       

日期:       电子邮件 :       

 

 -  

 

要求租用家具电器：截止日期后，报价加收 30%；展览现场，报价加收 50% 

 

项目说明 价格  数量 小计 

咨询桌 200/个   

玻璃圆桌 200/套   

会议长条桌 200/个   

展椅 60/把   

吧椅 120/把   

会议椅 80/把   

玻璃高柜含灯

（1000L*500W*2000H） 
650 元/个 

  

玻璃矮柜含灯

（1000L*500W*1000H） 
350 元/个 

  

电视 42 寸 900 元/台   

饮水机 300/个   

桶装水（纯净水） 30/桶   

平层板 60/块   

围身板 100/个   

资料架 200/个   

长臂射灯（仅限标准展位租赁） 120/个   

插座（仅限标准展位租赁） 100/个   

伸缩围栏 60/根   

地毯 20/平   

绿植（大） 120 元/盆   

绿植（小） 80 元/盆   

写真（含制作+安装） 60/平米   

KT 板（含制作+安装） 100/平米   

 

表格03--物品租赁 截止日期：2017年7月20日

请将此表格以邮件或邮件传真的形式返回中霖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杨洋 手机：15736048148 邮箱：3234863766@qq.com 

一、 相关服务单位

1主场搭建商

中霖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英 15011197419  杨阳 15736048148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13号华泰饭店501,503室

邮  编：100020

电  话：010－67735655      传  真：010－67735655            

E-mail： 406234918@qq.com   3234863766@qq.com

2 主场运输商

公司名称：展联国际货运代理（北京）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南路25号中基大厦1509室

邮    编：100073

电    话：（010）63333181 / 63333257 / 63333287

传    真：（010）63333191

电子邮箱：info@chinafair-logistics.com

联 系 人：陈璐、刘菁菁先生

收货地址：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6号）

          如有需要搬运及叉车服务联系主场运输商

3 酒店预定

北京万里行会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直线010- 56385301    传真：010—56385348

邮箱:wlxmia@126.com ;wlxduoduo@163.com;

热线电话：内商负责：李畅13911069415；

          外商负责：祝恩淼(TOM)13439260120；

预订部景洪艳：18211048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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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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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04



本表仅供租用光地的参展商填写
本公司已经阅读参展商手册各项条例，并接受条例要求，保证按照手册规定参展。确保在2017美博会展览
期间，确保搭建的展台结构合理，不对展馆设施有任何损坏，服从展览会主办单位、主场服务单位（主场
搭建、主场运输）、展馆的统一管理，保证主要通道畅通，安全施工，用电符合场馆操作要求，严格按照
消防规定施工，对展台内的施工及用电安全负全部责任。

公司名称                              展商签字（公司盖章）

电   话                               传真                 展位号

申请光地搭建的参展商请务必于截止日期之前将光地展位设计图(标明尺寸)传真至主场搭建商，
并得到主场搭建商认可后，方可于规定日期进馆搭建。如果展位设计不符合要求，主场搭建商有
权要求参展商更改展位设计。

参展商委托之装修公司：

公司名称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联 系 人                                            邮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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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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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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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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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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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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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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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国美容连锁系列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