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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信息类 

 

一、展会信息 

展会名称：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展览地点及展览时间 

主会场：深圳会展中心（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11号）      

分会场：人才与智力交流会 

时间：2018年 11月 14日-18日，共五天。 

日期 开展时间 

11 月 14日 

8:30-12:00 （专场） 

12:00-17:30 

（16:30 观众停止入场） 

11月 15-18日 
9:00-17:30 

（16:30 观众停止入场） 

 

二、高交会简介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业农村部、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部委和深圳市人民政府

共同举办，每年在深圳举行，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科技类展会，有“中国科技第一展”之称。 

高交会集成果交易、产品展示、高层论坛、合作交流于一体，重点展示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节

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智慧城市、光电显示、航空航天、军民融合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产品。经过多年

发展，高交会已成为中国高新技术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推动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

以及促进国家、地区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二十届高交会将于 2018年 11月 14-18日在深圳会展中心及相关分会场举行，安排有展览、论坛、专

业技术会议、活动、人才高交会和海外分会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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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事务类 

 

一、展览工作进度安排 

工作内容 适用展区 截止时间 要求 

申请展位，签订合同 所有展区 售完即止 联系所属展区的联系人。 

缴纳展位费，申报展位

特装方案 
所有展区 9月30日前 

展装方案要做到安全第一，提倡绿色环

保。展位费到帐后，方可办理入场手续。 

网上提交相关资料 所有展区 10月15日前 
登录高交会CIS系统申报参展商信息及各

项资料，获免费办理会刊名录。 

网上申请办证 所有展区 10月31日前 登录高交会CIS系统进行申请。 

奖项申报 所有展区 10月30日前 
登录高交会CIS系统填写并提交完整相关

资料。 

搭建商进场布展 所有展区 11月8日-13日 

办理布撤展施工证，并凭证进场布展，严

格遵照布展有关规定施工，并做好本展区

的消防安全工作。期间，将现场发放参展

商证等资料。 

参展商进场布展 所有展区 
11月13日 

8:30－14：00 

参展商运送展品入馆。须凭大会有效证件

（如参展商证、工作证等证件）入场。 

封馆安检 所有展区 11月13日 具体安检时间等大会通知 

开展 所有展区 11月14日-18日 
参展商展示产品与技术，与专业观众洽

谈。 

展览结束 所有展区 11月18日17：30 参展商收拾物品准备撤展 

撤展 所有展区 
11月18日17：30- 

19日17：00 

参展商撤展，展品凭《参展商物品出馆核

准单》出馆 

 

二、证件办理 

（一）证件种类 

高交会共有贵宾证、嘉宾证、参展商证、特邀买家证、会务证、采访证、保卫证、车辆通行证、布撤展

施工证等证件类型。  

（二）办证方法 

1、参展商申办证件可登录高交会CIS系统进行申请，申请截止日期为10月31日。 

2、每个参展商各类证件的数量配额由该展区负责人员依据规定通过CIS系统下达给展商。 

3、办证数量超出规定总额，以及逾期提交资料的参展商需到现场办证点办理并收取制作费（200元/证）

（组团参展的展商需持组团单位展区负责人审批单，非组团参展的展商需持展区负责人审批单）。 

4、参展商（组团参展的由组团牵头单位）展前直接向大会各展区联系人领取证件。 

5、布撤展施工证由承建商持相关资料到所在展区现场服务台办理，每证交纳5元工本费。 

6、现场办证时间为11月12-18日（详细时间及地址见大会《指南》）。 

（三）证件管理 

1、高交会各类证件均为记名证件，专人专用。证件不得转借、变卖、涂改。对持此类证件入馆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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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无证人员。 

2、每标展的参展商可免费更换同单位名的证件一次（非标展的按1个/9㎡更换，由参展商持展区负责人

签字同意的换证单及需更换的证件至现场制证处办理。其它证件一经制作，不予更换（姓名、单位等）。如

有特殊情况需要更换的，在办证配额范围内予以考虑。 

3、证件丢失后应及时报告所在团组及参展商，办理补办审批手续后至现场办证点补办并交纳费用200元/

证。 

 

三、门票事宜 

（一）门票种类 

高交会参观门票分为售票、赠票，赠票包括普通赠票、电子票。门票有效期及使用方法以票面说明为准。 

参加中国高新技术论坛需持相应场次的论坛门票入场。 

（二）获得门票的方式 

1、赠票：本届高交会针对不同对象和需求发放赠票（其中电子票通过高交会CIS系统获取）。 

大会将为参展商配发一定数量的赠票，具体配票比例请咨询各展区联系人。 

专业观众可于10月31日前通过登录高交会网站上的“观众注册”栏目申请赠票（也可直接与大会相关部

门联系）。 

2、售票：售票票价为每张50元人民币。 

（1）门票预售：采用银行代售或其他机构代售及电话订购等方法销售,具体销售地点及时间参见高交会

网站。 

（2）现场售票：在会展中心设有现场售票点，具体售票时间和地点参见高交会网站和相关公告。 

3、论坛门票通过网上注册申请免费获取，申请程序如下： 

（1）登录高交会网站（www.chtf.com），首页点击“论坛及活动—中国高新技术论坛-论坛听众注册”

进行注册申请，或者直接登录http://cis.chtf.com报名，申请截至日期：11月15日。 

（2）申请信息一经审核通过，将以电邮或手机短信的方式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可携带相关证件到深圳会

展中心参会。  

 

四、主会场展馆分布图 

详见手册第八部分附件类“第二十届高交会展区分布图”。 

 

五、各展区联络方式 

展区名称 位置 
展区承办 

（合作）单位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E-mail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1号馆 

高交会交易中心 
方芳 

陈斌 

0755-82848852 

0755-82848862 
0755-82848854 

fang@chtf.com 

chenbin1227@chtf.com 

国际数据集团

（IDG） 

池敏 

吴轩轩 

0755-23996193 

0755-23995957 
—— 

yolanda_chi@idgchina.com.

cn 

nicole_wu@idgchina.com.cn 

节能环保展 

新能源展 
2号馆 高交会交易中心 

沈炯新 

张苗苗 

0755-82848857 

0755-82848853 
0755-82848952 

sjx@chtf.com  

mmz@chtf.com 

新材料展 2号馆 高交会交易中心 
沈炯新 

宋文斯 

0755-82848857 

0755-82848781 
0755-82848952 

sjx@chtf.com  

sws@chtf.com 

绿色建筑展 2号馆 高交会交易中心 
沈炯新 

张苗苗 

0755-82848857 

0755-82848853 
0755-82848952 

sjx@chtf.com  

mmz@chtf.com 

http://www.chtf.com），首页点击“论坛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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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承办单位深圳市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中心：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深圳会展中心 1号馆 10号门 1114房    邮编：518048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合作单位国际数据集团（IDG）：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深港合作区青年梦工场 7栋 2层            邮编：518052 

 

节能环保展、新能源展、绿色建筑展、新材料展承办单位深圳市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中心：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深圳会展中心 1号馆 10号门 1113房    邮编：518048 

 

六、布展事项 

（一）布展类型说明： 

1、布展分为标准展位和特装展位的布展。标准展位是指使用统一规格的材料，按统一规定模式搭建的展

位。标准展位由大会各展区主场承建商统一搭建，通常配备：楣板、展架、两支射灯、地毯、两把椅子、一

张桌子、一个220V电源插座等设施。特装展位是指在预留空地上使用非标准制式的材料进行特殊搭建的展位，

由参展商自行选择有资质的承建商进行搭建。 

2、承建商分为展区主场承建商、参展商自聘承建商。展区主场承建商提供展区现场服务与管理，负责展

区内标准展位搭建，承接展区内参展商展位设计、搭建和装饰，简称主场承建商；参展商自聘承建商是由参

展商自行聘请的具合格资质的特装展位搭建单位，以下简称展位承建商。 

（二）布展时间 

各展区布展时间请详见下表： 

布展阶段 适用展区 时间安排 注意事项 

承建商进场布展 所有展区 
11月8日12：00

—13日14：00 

办理布撤展施工证，并凭证进场布展，严格

遵照布展有关规定施工，并做好本展区的消

防安全工作。期间，将现场发放参展商证等

资料。 

参展商进场布展 所有展区 
11月13日 

8:30－14：00 

参展商运送展品入馆。须凭大会有效证件（如

参展商证、工作证等证件）入场。 

封馆安检 所有展区 11月13日 具体安检时间等大会通知 

（三）布展施工管理 

1、对承建商的要求 

参展商可自行指定符合下列要求的承建商进行特装展位的设计与搭建。 

 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企业，并具备展览工程施工资格的承建商。 

 具备专业技术队伍，有固定的从事展览工程业务的人员。同时，应确保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能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各项布展、撤展工作。 

 熟悉并遵守深圳会展中心对于布展、撤展、施工、安全、消防等各项管理规定，并自觉服从大会现场

工作人员的管理。 

2、特装展位布展的资料审核 

特装展位布展的参展商，应于 9 月 30 日前向主场承建商申报特装图纸等备案资料,经审核通过并签字盖

章后，承建商方可在布展期间到现场服务点办理有关手续进场施工。审查不合格的，参展商要按照主场承建

商的要求进行整改，并在 10 月 15 日之前重新报送备案资料，主场承建商将对修改过的图纸重新审查。对不

按期交付审核而造成的工期延误及后果由参展商自行承担。 

特装展位应报送的备案资料如下： 

 特装图纸，包括： 

1) 设计方案的立体彩色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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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5日前再次报送       

审核通过       

审核未通过       

2) 设计方案的平面图、立面图（包括详细尺寸和材料说明）。 

3) 设计方案的结构图以及结构工程师签署的意见。 

4) 有关用电资料（包括电气接线图、电气分布图、开关规格及线径大小等所使用材料的说明、用电负荷

等）。 

5) 材料报送单位和承建商联系人、联系方法的详细资料。 

6) 所有设计图纸和文字说明须使用 A4规格。（不接受传真） 

 承建商营业执照复印件，相关的资质证明。 

 签署后的《深圳会展中心进馆作业安全承诺书》。 

3、特装展位布展流程 

 

 

 

 

 

 

 

 

 

 

 

 

 

 

 

 

 

 

 

 

 

 

 

 

 

 

 

 

4、施工管理规定 

（1）基本要求 

1）特装布展参展商对所有已经报送备案的内容，一律不得自行更改；如确需更改的，须在 10月 10日前

向主场承建商重新报送。对擅自更改的，大会有权不予供电，并予以处罚。 

2）所有特装布展展位的设计与施工，其垂直正投影不得超出预留空地的范围。如果展台设计影响了其他

参展商的展台效果，大会有权要求该参展商改变展台设计。 

3）特装布展参展商负责所属展台的地毯内装饰，所有地毯和地面装饰的固定，不可使用泡沫胶或其它难

以清除的胶纸直接粘贴在地面上。 

4）特装展位装饰时，应注意自行做好地面保护措施，以减少地面污染，否则展馆将有权扣除部分或全额

的清洁押金作为清洁费用。 

5）特装展位总体限高 6米，各馆平台下及 2-5楼区域限高 4米。 

6）承建商应将施工许可证挂放在展位醒目位置。施工人员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帽并严格按图进行施工，不

得超出施工许可证规定范围，并随时接受大会现场工作人员的监督和检查。对现场工作人员发现的任何安全

隐患必须无条件整改。 

主承建商通知图纸审查情况 

承建商到现场服务台办理进场施工手续： 

1.办理〈施工许可证〉 

2.办理布/撤展人员工作证 

1． 交纳有关施工管理费、电费、垃圾清运押金。 

 

 

将图纸退回，参展商按要
求对展位设计做出修改 

承建商进场施工       

11 月 13日 14：00 
结束布展，封馆安检 

主场承建商审图 

组团参展商或其他参展商 
特装展位 

委托承建商设计展位 

9月 30日前 
向主场承建商申报图纸等备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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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展位搭建消防要求： 

在深圳会展中心馆内搭建的展台必须使用不燃或难燃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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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必须是阻燃地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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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纺布、网格布等易燃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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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层展位、封顶超展位面积三分之

一的展位、密闭房间需由参展商按消防要求委托有消防施工资质的单位安装能与会展中心消防中心联动的临

时喷淋和烟感报警器（详细事项请向安保部咨询，咨询电话 0755-82848835）；2层展位使用的板材必须为阻

燃板材；特装展位每 50平方米应配置至少 1具 ABC型干粉灭火器（4KG）；展位搭建不得损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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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演示；展馆内严禁吸烟。 

8）电气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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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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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电器额定功率不得超过 1.5 千瓦；

电箱安装须离地 30厘米以上。 

9）展位搭建严禁占用，阻塞消防疏散通道，严禁圈占、遮挡消防设备设施。 

10）标准展位的楣板文字（参展商名称）经核对后，由主场承建商统一制作，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更改。

如确需更改，请到服务台与主场承建商联系。 

11）展位相邻的展商请依展位分配图示自行协调边界布展和布展高度问题。 

12）从布展之日起，所有进馆人员应佩带相关证件，服从并配合安保人员的检查，不准将证件转借他人

和带无证人员进馆，违者将予以处罚。 

13）严禁在展馆公用设备设施、地面和墙体粘贴任何物件，不得使用双面及单面胶等粘贴材料在展馆通

道的柱子上粘贴任何物件，不得在墙面、地面打孔、刷漆、刷胶、粘贴、涂色。严禁锯裁展馆的展材、展板

或在展材、展板上油漆、打钉、开洞。不得损害展馆的一切设施，如有违反，将按损坏设备价格的 2-5 倍罚

款。 

14）布撤展期间，严禁使用扶梯搬运货物；使用货梯搬运货物时，轿厢须有专人跟随看护，搬运货物时

不能阻挡电梯厅门超过 2 分钟，严禁碰撞电梯厅门和轿门。电梯轿厢尺寸长 2.1 米、宽 1.5 米，高 2.3 米，

轿门宽 1.1米，高 2.1米。如有违反，将按损坏设备价格的 2-5倍罚款。 

15）所有水、电、气源配置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向主场承建商预定。 

16）展馆工作时间为 08:30－17:30，需要加班的参展商必须在当天 16:00 之前，通过现场服务台提前申

请，同时缴纳加班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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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使用高档装修会议厅（室）的保护要求 

根据深圳会展中心现行规定，为做好会议室的成品保护工作，原则上禁止在高档装修会议厅（室）进行

展位搭建施工或其它目的和形式的施工搭建。如因特殊情况确需施工的，需通过主（承）办单位或主场承建

商向展馆提出书面申请，经书面同意后方可施工。施工前要做好对该馆地面、墙面、顶棚以及灯光、音响设

施的保护措施，并经中心工作人员检查审核后方可施工。对于施工过程中所造成的改动或破坏，由该展位承

建商负责恢复原貌或赔偿。 

承建商进场前须按《高档装修会议厅（室）进场搭建押金数额标准》交纳施工押金，活动结束如未产生

破坏，押金全数退还；如产生破坏，须按维修费用全部或部分扣除押金。 

（3）布展期间运输车辆管理及布展车辆路线安排 

1）布展期间，货车进入会展中心后，按指定地点临时停放，卸货后立即驶出会展中心。搬运物品出展馆

时，须持大会《参展商物品出馆核准单》（由各展区现场办公室发放，简称“放行条”），经门卫人员查验

后放行。 

2）布（撤）展期间所有集装箱车不得直接入馆，集装箱货物可在馆外分装到货车后，再由货车将货物运

送至馆内。 

3）进出会展中心的各种车辆须服从现场交警、保安交通管理员的指挥，按规定路线行驶，并按指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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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放。具体布（撤）展车辆行驶路线参见手册第八部分附件类“布撤展车辆进出深圳会展中心行驶线路图”。 

4）布（撤）展期间所有货车请提前向所属展区工作人员申领由深圳市交通警察局统一制作颁发的高交会

布/撤展车证，并在《深圳市机动类车辆通行证使用登记系统》登记后，方可在市区通行及凭证进入展馆，并

请服从现场交警和交通管理员的指挥。 

5）按照深圳市交通管理部门的要求，大货车和小货车按照不同时段，在不同区域限制行驶（可登

录深圳市交警局网站：http://www.stc.gov.cn/ZWGK/TZGG/GGJG/201801/t20180116_67272.html）查

询）。同时，除前往深圳各口岸的外地客车外，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盐田区四个行政区域内的其

他道路，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7:00-9:00,17:30-19:30)禁止非本市核发机动车号牌载客汽车通行。 

6）以上如有变化，以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发布的临时公告、现场交通管制和交通标识为准。 

（四）布展现场服务 

布展期间，大会将在展馆（厅）内设现场服务台，负责咨询、接待、办理布展手续等相关事项，提供下

列服务： 

 办理《施工许可证》审批手续。 

 申报加班。 

 水电申报及设备安装。 

 消防咨询。 

 收取清洁押金 

 收费。 

 

七、撤展事项 

（一）撤展时间 

展会结束后，参展商应按撤展时间安排有序撤展，及时将特装展台撤出展馆。 

具体撤展时间安排如下： 

时间 工作内容 

11月18日 

16:30 停止观众入场。 

16:45 停止展位水电供应，参展商归还有关设备并领回押金。 

17:30 参展商办理撤展手续，组织撤展。 

17:50 各馆隔离门关闭，保安严格把守公共通道。 

17:55 各展区出口铁马撤离。  

18:00 大件展品、设备、展台放行出馆。 

11月19日 17:00 结束撤展。 

 

 

 

 

 

 

 

 

 

 

 

 

 



第二十届高交会参展商手册 

10 
本手册适用于 1 号馆 IT 展，2 号馆节能环保展、新能源展、绿色建筑展、新材料展 

 

（二）撤展流程                                        

11月 18日 16：45  

  

17：30以后 

  

18：00以后 

 

 

 

 

 

  

     

 

 

 

 

  

11月 19日 17：00 

 

（三）撤展管理规定 

1、展会结束前，参展商不得收拾展品，以免影响展会的正常工作。 

2、展会结束后，在11月19日17：00前完成全部撤展。 

3、撤展人员，必须佩带相关证件方能出入展馆。 

4、所有纸箱、板条箱不能摆放于通道，保证撤展通道的畅通和通道公共设施如地毯等的拆移。  

5、展品运出展馆需填写《参展商物品出馆核准单》，并由该展区负责人签字后，由保安验单放行。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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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除参展商与主承办单位协商后有特别要求外，撤展后遗留在现场的一切物品或展品将被视为遗弃。  

8、撤展时，参展商不得随意拆除、移位大会安装的所有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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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安全保卫部处理。  

9、参展商必须遵守由大会发布的“展览现场日程安排”及其他指示。撤展的具体安排以展览现场发放的

《撤展通知》为准。 

（四）撤展期间运输车辆管理及撤展车辆路线安排 

1、由于撤展车位有限，因此所有撤展车辆应按规定分批次进行撤展。 

2、11月18日，展馆周边的红线内地面停车区域严禁停放任何车辆。 

其它有关管理规定及路线同“布展期间运输车辆管理及布展车辆路线安排”。 

（五）特装垃圾清理清运 

1、主场承建商应加强对展商及搭建商的监督管理，保障展会布展及撤展期间展馆红线外市政环境的干净

整洁。展前，主场承建商应向展商或展位承建商收取展位清洁押金，统一向会展中心缴纳展场清洁押金。 

2、在布撤展结束前，参展商必须将展台的垃圾清运出展馆。撤展结束后 48-72 小时内经大会本馆现场管

理人员确认后，方可到主场承建商处办理退还押金手续。如遗留装修垃圾，将从清洁押金中扣罚相应垃圾清

理费，未清理垃圾的展台将不予退还清洁押金。 

3、特装展位的拆除实行“谁搭建、谁拆除”的原则，展位即拆即装，清理人员需有合法证件，展位拆下

展品回运 

参展商到现场服务台领回清洁押金 

结束撤展 

展品打包，小件展品、资料凭放行条手提出展馆 

大件展品、设备打包 

填写《参展商物品出馆核准单》 

清拆展台，运走大件展品 

将展台内垃圾运出馆
外 

将租赁器材归还承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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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出馆需开具《参展商物品出馆核准单》，为保证市容环境和人员的人身安全，禁止使用板车、手推车

等清运展位垃圾出馆。 

4、特装展位的垃圾清理实行“谁产生、谁清运”的原则，须将布展及撤展期间产生的展位装修垃圾清运

至合法的填埋场或废品回收站，严禁将展位垃圾丢弃在展馆红线范围内其他区域，否则将扣除相应清洁押金。 

5、为保证展馆周边的市容市貌，严禁将展位垃圾丢弃在展馆红线外市政区域内，如有发现违规丢弃将按

政府有关规定予以重罚，并承担相关责任。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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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承建商现场服务台，办理租赁押金退还手续。 

2、特装展位清退安全清洁押金：展位清理干净，找现场清洁人员确认（人员电话会贴在服务台），确认

后留存确认单，即可离场。押金刷卡的会在撤展后第二天算起五个工作日取消预授权的冻结。押金交现金的

会在撤展后第二天算起十五个工作日打回到所留存的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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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规则类 

 

一、重要提示 

（一）所有参展商必须严格遵守《深圳会展中心展馆使用管理规定》的各项要求。该规定请到深圳会展

中心网站 www.szcec.com的“资料下载”栏目下载查阅。 

（二）本手册中涉及的深圳会展中心各展馆黄线内尺寸及配电箱分布图等图纸和参数可登录深圳会展中

心网站 www.szcec.com的“资料下载”栏目下载查阅。 

（三）展馆内原则上禁止展商任何形式的墙面高空悬挂，如有特殊需求，请联络相关展区的联系人。 

（四）11 月 13 日 8:30－14：00 为参展商布展时间，须凭大会有效证件（如参展商证、工作证等证件）

入场。该时段为参展商运送展品入馆的时间，若展商提前将展品运送至展区，须自行做好安全防护。 

（五）本届高交会所有展商资料均通过“高交会信息服务平台（CIS）”（简称高交会 CIS系统）进行填

报，请参阅参展服务中“展商资料申报”相关内容。CIS内的展商资料将免费收录《高交会会刊》，并提供给

参会人员查询。请认真填写并于 10月 15日前提交，如逾期提交将导致无法收录大会资料。 

（六）2层展位和封顶超展位面积三分之一的展位及密闭房间需由参展商按消防要求委托有消防施工资质

的单位安装能与会展中心消防中心联动的临时喷淋和烟感报警器；2层展位使用的板材必须为阻燃板材。 

（七）所有展位须进行展位号标识。 

具体规则和办法请遵照《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展位号标识规范指引》（详见手册第八部分附件

类）。 

 

二、参展规定 

（一）展期时间安排 

 日期 时间 事项 区域 

布

展 

11月 8日 12:00-17:30 12 点后开始进馆卸货 4/5/6/7/8/9 

11月 9日 8:30-17:30 8:30开始进馆卸货 1/2/3/2F 

11月 9-12日 8:30-17:30 布展施工搭建 全馆 

11月 13日 
8:30-14:00 展台布置 

全馆 
待定 安检 

开

展 

11月 14日 

8:00 参展商入场 

全馆 

8:30 贵宾入场 

8:30-12:00 专场 

12:00 观众入场 

16:30 观众停止入场 

17:30 闭馆 

11月 15-18日 

8:30 参展商入场 

9:00 观众入场 

16:30 观众停止入场 

17:30 闭馆 

撤

展 

11月 18日 

15:00-17:30 大型货车缓冲区等候 东门缓冲区 

17:30-21:00 
展览结束，展品撤场 

大型货车排队候入 

全馆 

馆外停车场 

21:00-24:00 展台撤场 

19 日 17:00撤展结束 
全馆 

11月 19日 8:30-17:00 

 

 

http://www.szcec.com/
http://www.szc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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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品与资料进出馆 

所有进、出馆的物品均需接受门卫的查验。布展期和开展期间展品原则上只进不出，需出馆的物品，须

持有《参展商物品出馆核准单》(简称“放行条”)，并经展区现场负责人签字后才能放行。布撤展及展览期

间，参展商应有专人看管展位，保证展品及个人随身物品的安全。 

（三）进出车辆管理及路线安排 

1、展会期间，车辆凭“高交会车辆通行证”出入展馆，并根据该证所指定的停车区域将车辆停放在展馆

周边的红线范围内停车区域、地下停车场或展馆附近的停车场。 

2、展会开展期间，所有货车不得入馆。 

3、按照深圳市交通管理部门的要求，大货车和小货车按照不同时段，在不同区域限制行驶（具体路段和

限行时间请查询相关公告）。同时，除前往深圳各口岸的外地客车外，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盐田区四

个行政区域内的其他道路，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7:00-9:00,17:30-19:30)禁止非本市核发机动车号牌载客汽

车通行。 

4、以上如有变化，以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发布的临时公告、现场交通管制和交通标识为准。 

5、展会最后一天，为保障撤展货车入馆秩序顺畅，展馆地面停车场（除贵宾停车区外）禁止停放小车。 

（四）展位管理 

1、严禁转让或转租（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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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展会期间所有展位应有专人值守，并应指定一名该展位参展商的正式工作人员作为展位负责人。展位

负责人必须坚守岗位，并有义务向管理单位说明展位使用情况。每个展位负责人只能负责一个展位。 

3、展会期间参展商不得从事现场物品买卖活动。 

4、展会开始后，未经主办单位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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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对违规的单位，作通报批评、没收违规转让或转租（卖）展位所得等处理。对情节严重者，取消参展

资格，或送交执法机构处理。 

6、检举揭发违规转让或转租（卖）展位者，将给予保护并奖励。 

（五）展品及宣传品管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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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未按规定办理参展协议的展品。 

（2）携带不能说明来源或归属的展品。 

（3）易燃、易爆、有剧毒、有腐蚀性和放射性危害的展品。 

（4）其他不符合规定的展品。 

2、未经申报或未通过大会审核同意的技术成果或产品不得参展，一经发现，大会保留对该技术或产品的

处理权利。 

3、在展示宣传中不得出现有关台独、中华民国（ROC）、法轮功邪教等内容，以及其它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内容及字样。 

4、严禁在会期现场销售展品。 

5、展品的摆设限于本展位，不能占用过道及过道上方的空间。如在过道上摆设展品，而使展品受损或阻

碍了消防通道，所发生的一切后果由展商负责。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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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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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交会期间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须携带相关的证明材料。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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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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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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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参展安全管理 

1、展馆将尽力维护展会秩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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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参展单位应指定一名展商负责人作为本展位安全责任人，全程负责展位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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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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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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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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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认真做好消防安全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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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教育。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制，加强检查管理，一旦发现安全隐患应立即向现场工作人员汇报。 

7、每天闭馆前，参展商应积极配合安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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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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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每天闭馆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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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参展样品的安全。 

10、高交会要求逐级签订安全责任书。即：首先由各参展商向大会提交安全生产《承诺书》，再由各参

展商分别与本展团的承建商签订《施工委托及消防安全责任书》，并交大会备案。各参展商还应督促本展团

的承建商与现场施工、服务单位签订《安全责任书》。《承诺书》及 《安全责任书》样本请详见手册第六部

分提交类。 

（七）展位清洁 

大会负责公共区域的清洁，主场承建商负责标准展位的清洁，特装展位参展商负责各自特装展位的清洁。

展会期间，主场承建商应保持标准展位的清洁以及装修垃圾的清运工作，特装展位的参展商应保持各自特装

展位的清洁以及装修垃圾的清运工作，展馆的清洁工主要负责开展期间的垃圾清运和展馆公共区域的清洁工

作，同时提供展位内有偿的清洁服务。 

（八）贵重展（物）品的风险防范及保险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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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施工人员分别购买意外保险及第三者责任保险。 

2、有贵重展品参展，建议该参展商与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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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噪音控制规定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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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声像设备展示的音量应低于70分贝。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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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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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高交会形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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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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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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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侵权投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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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设立知识产权投诉接待办公室和工商现场执法点，鼓励有关单位和个人举报违规展品。商标、专利、

版权权益人应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如发现其他参展商涉嫌侵权，应及时举报。详见第九条《保护知识产权管

理办法》。 

（十二）境外参展商特别注意事项 

1、政府法规 

参展商必须服从并遵守高交会举办地的所有相关法规。 

2、签证申请 

（1）参展人员必须确保自身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签证与健康要求。大会可提供一定的帮助，但不

负责为参展商代办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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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海关规定 

所有境外申报进口展品属海关监管物品，在进出口环节免予征税和免予办理相关许可证（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明确禁止和限制进口展品除外）。所有申报入境的参展货物在没有得到海关的许可之前，任何物品均不

得带出展馆或移作他用。此外参展商还应注意以下事项： 

（1）对于携带入境的手提物品，在带进或带出展览大厅前，都要通过大会指定承运商进行报关并获得海

关许可。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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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需提前交给海关和大

会查验，否则，不予入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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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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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指定承运商向海

关提交物品数量与价格清单。 

（5）所有境外入境展品在未向海关办结相关手续前，不可在现场做任何销售处理。 

 

三、保护知识产权管理办法 

（一）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以下简称“高交会”）的正常秩序，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处理展会中出现的知识产权纠纷，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结合高

交会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参展商必须遵守本办法，合法参展，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并承诺承担大会因参展商的行为而

被指控侵犯知识产权所导致的一切费用或损失，参展团组牵头单位则承诺同时负连带责任。 

（二）交易规范化和知识产权纠纷防范 

第三条 为了有效规范交易行为，防范知识产权纠纷并化解可能发生的纠纷，高交会倡导参展企业和采购

商在进行交易时使用高交会推荐的示范合同文本签订书面合同，预先约定和谐有效的争议解决方式。 

第四条 发生纠纷的，参展企业或采购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出投诉并请求处理，除非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

式另有约定。 

（三）投诉处理 

第五条 高交会现场设立“高交会权益保障中心”(以下简称“保障中心”)，受理本届发生在展览现场的

涉嫌侵犯知识产权投诉，是高交会展期接受知识产权投诉的机构。保障中心由深圳国际仲裁院（深圳仲裁委

员会）等机构派驻工作人员现场办公。 

第六条 投诉人符合以下条件方可向保障中心投诉： 

（1）投诉人是权利人或者是利害关系人； 

（2）被投诉人为本届高交会参展商； 

（3）投诉事件发生在本届高交会展期的现场； 

（4）未向人民法院起诉或向有关政府主管部门提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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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处理投诉程序 

（1）参展商如在展位被人指控侵犯知识产权，可要求对方向保障中心投诉。 

（2）投诉人投诉，需按要求填写《投诉登记表》，并按要求提交合法有效的知识产权权属证明文件和要

求提供的其他证明文件。 

（3）保障中心受理投诉后，召集投诉人与被投诉人现场进行调解。调解按以下程序进行： 

1）投诉人陈述； 

2）被投诉人辩解，最迟于四小时内提交有关抗辩材料； 

3）双方进行辩论； 

4）调解； 

5）保障中心做出处理。 

保障中心可以采用其认为有利于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方式对投诉进行调解。被投诉人未提出答辩的，

不影响做出处理决定及执行。 

第八条 投诉处理结果 

（1）双方达成和解，签订和解协议，按和解协议执行；为了使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任何

一方当事人均有权请求深圳国际仲裁院（深圳仲裁委员会）按照和解协议的内容快速作出仲裁裁决。 

（2）被投诉人不能提供未侵权有效抗辩举证的，则根据投诉请求协助投诉人拍照取证，要求被投诉人将

涉嫌侵权物品下架，或暂扣涉嫌侵权物品，并要求被投诉人签署《承诺书》，承诺在高交会期间不再展出涉

嫌物品。《承诺书》一式四份，分别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各留存一份、保障中心留存两份。 

（3）被投诉人提供未侵权有效抗辩举证的，不支持投诉人的请求，并告知投诉人不支持的事实和理由。 

第九条 保障中心受理投诉的过程及处理决定都应当记录，交由大会保存。 

（四）责任 

第十条 投诉人不得在高交会展览现场采取任何扰乱展览秩序的行动。投诉人如未通过保障中心直接与涉

嫌侵权方交涉，在展馆引起纠纷以至于影响展览会正常秩序的，大会有权将引起纠纷的人员清出展馆。 

第十一条 无论保障中心是否对被投诉人做出处理，在本届高交会结束后，投诉人与被投诉人采取的任何

进一步法律行动，与高交会不再有任何关系。 

第十二条 被投诉人对保障中心的处理结果有异议的，可在24小时内到保障中心提出抗辩，但不中止决定

的执行。被投诉人不得以处理决定对其不利为由要求退还参展费。 

第十三条 被投诉人应当执行保障中心的处理决定。拒绝执行或拖延的，将取消其参展资格，封存其展位

内的一切物品直至本届高交会结束。展位费不予退还。 

第十四条 参展商受到侵权处理后，再次展出同样涉嫌侵权展品，将取消其参展资格，封存其展位内的一

切物品直至本届高交会结束。展位费不予退还。 

第十五条 参展商在本届高交会受到侵权处理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将取消其参展资格，封存其展位内的一

切物品直至本届高交会结束。展位费不予退还。 

第十六条 参展商在上届高交会受到侵权处理的，参加本届高交会应当额外交纳相当于参展费20%的风险

保证金。在本届高交会再次受到侵权处理的，风险保证金不予以退还，并且取消其参加下届高交会资格；未

受到侵权处理的，在高交会闭幕后当即退还风险保证金。 

第十七条 如果被投诉的参展商为团组参展商，该参展团组牵头单位有责任配合保障中心工作，并督促被

认定侵权的参展商执行侵权处理决定。 

第十八条 投诉人提交虚假投诉材料或其他因投诉不实给投诉人带来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五）附则 

第十九条 被认定侵权的参展商以该展位的申请单位（即楣板所列单位）的名称为准。无论直接侵权者是

展位的申请单位本身、子公司、联营单位、供货单位或协作单位，责任的承担者均为该展位的申请单位。 

第二十条 因适用本办法引起的纠纷应当适用于中国内地法律。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高交会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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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流程 

 

 

 

 

 

 

 

 

 

 

 

 

 

 

 

 

 

 

 

 

 

协调现场公安、消防、医疗急救及相关政府职能部门，

并立即组织会展中心各部门、现场各单位的工作人员

采取措施，控制事态进一步扩大。 

市领导、市应急指挥中心 汇报 

先行控制 

高交会现场指挥部 

会展中心安保部（先行控制） 

（电话：82842110、82842119）

gjkjklllnjk,lil 

 

 

各展区负责人 

展会期间发生火警、意外伤亡、倒塌、示威游

行、骚乱、重大失窃、中毒、自然灾害、流行

性感染等突发事件 

第一知情人在第一时间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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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服务类 

 

一、展商资料申报    

（一）本届高交会所有展商资料均通过高交会信息服务平台（简称高交会 CIS 系统）进行填报和修改。

高交会 CIS系统登录地址：http://cis.chtf.com。 

（二）登录账号及初始密码的获取：参展商通过与高交会相关部门联系申请展位，并签订展位合同后，

由该部门为展商申请 CIS展商账户和初始登录密码。高交会 CIS系统不提供展商注册申请。 

（三）初次登录账户后，需完善企业基本信息，经各级管理员审核通过后信息生效。 

（四）登录后，通过【资料填报】，按大会要求填写展商资料，并进行各类奖项的申报。通过【票证办

理】，可办理大会各类证件，根据已分配的电子票配额生成电子票。 

（五）展商通过高交会 CIS 系统提交的内容将免费刊登在《高交会会刊》、发布在高交会网站或通过各

种查询系统供观众查询，请严格按照系统要求的格式进行填报，并确保内容的真实准确。 

（六）请按照 CIS要求的时间提交资料。 

（七）《CIS使用手册》请登录高交会信息服务平台（CIS)下载。 

 

二、广告发布申请                 

（一）户内、户外、高交会网站及大会印刷品等广告服务报价详见手册第七部分服务指引及报价类相关内

容，其中，门票、高交会指南及导览图等广告的截止日期较早，如有需要请尽早申请。 

（二）为了方便参展商更详尽地了解展会现场广告服务的内容和细节，以便企业提前制定预算，在展会期

间为企业品牌或产品更好地进行宣传以及发布，欢迎与大会广告事业部相关人员联系。咨询热线： 

0755-82848957/13823156785张小姐，0755-82848970/13316983339杨小姐，0755-82848959/18589020038王先

生。 

（三）《第二十届高交会会刊》将免费发放给参展商及其他相关单位（少量在展馆现场进行销售），会刊

预留了部分广告版面（全彩色），帮助企事业单位尤其是各参展商进行宣传推广。会刊广告请联系：

0755-82848957/13823156785张小姐，0755-82848970/13316983339杨小姐,0755-82848959/18589020038王先

生。 

 

三、专业观众邀请与服务 

（一）海外商客邀请 

大会为持有效海外护照的观众免费办理入场证件，可多次入场。凡参加高交会的所有参展商，可向大会

提出邀请与之相关的海外客商参加的请求，并按要求填写《展商推荐海外客商信息表》，大会审核后统一邀

请，为海外客商统一办理入场证件。申报截止时间：10月 15日（展前随《参展商手册提交类相关表格》发至

展商）。 

（二）特邀团体邀请 

大会为海内外与高新技术成果产业相关的各类协会、商会、学会等组织组团参观提供便利，为团体成员

免费办理入场证件，可多次入场，且在展期内凭证获得多项接待便利。凡参加高交会的所有参展商，可向大

会提出邀请与之相关的商协会组团参加的请求，并按要求填写《特邀团体观众申请表》（可于高交会官网专

业观众页面进行下载），大会审核通过后将为团体观众统一办理入场证件。申报截止时间：10月 31日。 

（三）重点观众邀请 

带有投资意向、采购意向的专业观众。此类观众可于 10 月 31 日。前由组团或展商推荐，按要求提供相

应资料并于高交会官方网站进行在线登记，审核确认后，可享受多项入场及接待优惠，参与会期相关活动。 

（四）预登记专业观众邀请 

10月 31日前通过高交会网站或官微进行专业观众在线预登记，经大会审核通过的观众，可凭本人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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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高交会现场直接扫描入场。 

欢迎各组团及展商推荐海外客商、重点观众、特邀团体前来参观，大会将在办证入场、落地接待、参观

指引、项目咨询、专题活动等方面提供一系列的便利服务，详细情况请留意网站公告。 

专业观众咨询热线：0755-82849990  82849991。 

 

四、承建商 

第二十届高交会 1号展馆信息技术与产品展，2号展馆节能环保展、新能源展、绿色建筑展、新材料展指

定承建商为深圳市华毅东方展览有限公司。 

 

请特别注意：所有过期（2018 年 10月 25日后）申请的展具、电力需额外缴付百分之二十附加费，而 2018

年 11月 08日当日或以后或现场之申请，附加费为百分之三十。 

 

如空地参展商需要特别设计搭建，请联系： 

联系人：任振彪 0755-23482876 13925277240   653200299@qq.com 

        罗春全 0755- 88914587  13246622338   7617644 @qq.com 

        李  佳 0755-23995273  15889407013   362032858@qq.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保税区绒花路 99号长平商务大厦 2733 室 

 

五、海外承运商 

第二十届高交会指定承运商为： 

安普特物流有限公司 

联系人：薛勇    手机: +86 138 23711686 

电话: +86 755 82824434    传真: +86 755 8282 4514 

邮箱: jacky.xue@aptshowfreight.com 

网址: www.aptshowfreightlogistics.com 

 

六、法律服务  

大会委托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组成律师团队，为国内外参展商和客户提供全面、周到、可靠的

法律服务。 

（一）法律服务内容 

1、为中外客户提供现场法律咨询。 

2、为参展客户派选随行律师，提供投资环境考察、项目洽谈、法律文书起草、签约、见证等法律服务。 

3、接受客户委托，办理涉及中、外方独资、合资公司注册登记、产权重组、股权转让、股权变更、收购

兼并、公司境内外上市等法律业务。 

4、提供商标和专利权的申请、登记注册、实施许可及转让等涉及的法律服务。 

5、为项目客户选派项目律师，就客户所确定的项目提供全程跟踪服务，提供从项目考察、谈判、签约起

直到项目实施的具体运作等法律业务。 

6． 客户要求的其他法律服务。 

（二）服务预约 

为保证及时为客户安排服务律师，接受服务预约。联系方法参见本部分第十四条的服务联系方式。 

（三）现场法律服务地点：请见大会《指南》或《导览图》 

 

七、保险服务 

为了有效地预防展会期间的突发事故，减少由此带来的意外损失。主办单位提醒参展商入场前应购买相

mailto:jacky.xue@aptshowfreight.com
http://www.aptshowfreightlogist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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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保险，建议保险内容涵盖失窃、公共责任、财产破坏及其后果、人身伤害及间接损失等方面。大会推荐的

保险合作商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多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具体参保内容、投保方式及

联系人信息等请详见手册第七部分服务指引及报价类。 

 

八、媒体宣传推广服务 

本届高交会期间，海内外媒体将到会采访报道。为协助各展团、展商与媒体之间建立起简便、快速的沟

通渠道，引导媒体关注参展商的参展及活动情况，适时组织相关的采访报道，本届高交会将为各展团、展商

提供宣传推广服务。参加办法请详见手册第五部分活动类。 

 

九、商务考察服务 

为了帮助参展商更好地了解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状况，本届高交会继续推出商务考察服务，组织高交

会参展商到深圳名企实地参观考察，开展面对面交流，多角度深化合作，拓展商机。参加办法请联系各展区

联系人或关注高交会网站上的公告。   

                                                        

十、餐饮服务 

为满足高交会期间各主办单位、展商、观众及服务人员的就餐需要，大会将在本届高交会期间分别设置

馆内中西式快餐区、咖啡休闲区、组团单位用餐区、自助餐区等餐饮服务项目。各餐饮区的具体位置请详见

大会《指南》或《导览图》。 

 

十一、推荐酒店服务 

为了满足参展商参会期间的酒店住宿需求，本届高交会提供推荐酒店服务。参展参会的来宾可通过大会

推荐商旅合作商来预定酒店，也可以自行预定酒店。推荐酒店详情及预订方式请详见手册第七部分服务指引

及报价类。 

 

十二、交通服务 

为保障参展商参会的交通便捷，本届高交会期间，将继续提供凭免费乘车券免费乘坐公交地铁的服务。 

同时，高交会期间还将开通从部分推荐酒店到会展中心之间的专线巴士线路。欢迎参展商预定专线巴士

线路上的酒店（预订方式请详见手册第七部分服务指引及报价类），享受高交会专线巴士服务。专线巴士的

最终线路及具体班车时刻表将根据后期各酒店的房间预订情况公布，请留意高交会网站及展馆现场的公告。 

 

十三、网络服务 

高交会期间网络服务由会展中心通信合作单位中国电信统一受理，办公地点：会展中心 205A服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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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服务联系方式 

（一）会务服务 

类  别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E-mail 

广告 王立平 0755-82848959 0755-82931480 szcec@foxmail.com 

法律 陈国尧 0755-82531566 0755-82531566 chengy3255@163.com 

会议室安排 张斌 0755-82848729 0755-82848667 tuki@chtf.com 

大会咨询 何深 
0755-82849990 

0755-82849991 
0755-82848792 chtf@chtf.com 

海外承运商 
薛勇 

（安普特物流） 

 

0755-82824434 
0755-82824514 

jacky.xue@aptshowfr

eight.com 

保险 

孔德才 

(人民财产保险) 

0755-25175649 

15814409102 
0755-25175649 

kongdecai@shenz.pic

c.com.cn 

袁锐波 

（多安保险代理） 

0755-88316366 

13826559119 
0755-88316366 543278747@qq.com 

网络 
陈工 

（中国电信） 
18033073458  18033073458@189.cn 

 

（二）展馆配套服务（仅供选择） 

类别 联系单位 联系人 电话 

特装展位垃圾 

清运/拆除 
深圳市新东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洪梅 0755-82848843 

酒店、机票预定、旅游

接待等服务 
深圳市捷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刘艾 13302319446 

图文处理、彩印、名片

制作等服务 
深圳市博艺会展有限公司 许江义 13923855223 

品牌便利店、商务空间、

园艺花卉租售服务 
深圳市雅域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谢彬 13509693160 

翻译、礼仪服务 深圳市朗文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陈可 0755-82908515 

物流货运 深圳骏鸿安能物流有限公司 刘红均 13927431516 

物流货运 深圳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吴建斌 13902454202 

 

 

 

 

 

mailto:tantan@chtf.com
mailto:jacky.xue@aptshowfreight.com
mailto:jacky.xue@aptshowfre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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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活动类 

 

一、新产品新技术发布 

邀请海内外重要机构、企业和嘉宾，以及展商、专业机构等利用高交会现场信息发布厅和网络信息平台进

行新产品、新技术的发布。 

本届高交会的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活动是大会为高交会参展商在高新技术领域的新产品和新技术方面取得

的成果提供的信息发布平台。本活动采用主题演讲的形式，发布单位自行组织发布内容，由发布单位的高层

人士或技术负责人发布本单位的最新产品和技术。 

组委会统一免费提供场地和设备，大会合作单位-深圳市用户至上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现场服务和协助观众

的组织。每个发布厅面积约为40-150平方米，可容纳30-100人。大会将通过官网、微信、活动手册等渠道对

发布相关内容进行展示宣传，并将活动纳入大会主要活动日程。同时大会将协助邀请数十家媒体到场，并在

每个会议现场派驻一名驻场新闻编辑为每场活动撰写新闻稿。 

为保证发布效果，建议发布会单位自带部分媒体和观众参与，如发布单位对媒体报道有更高的需求，也可

由我方推荐的合作媒体提供有偿增值服务。 

参展商通过高交会CIS系统或邮件方式提交相关报名申请，经过专家评审通过后，即可获得举办活动的资

格。大会将对审核通过的发布单位进行培训、辅导。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组委会 

合作单位：深圳市用户至上科技有限公司 

活动时间：2018年11月14-18日 

活动地点：深圳会展中心展馆内会议区（地点待定，实际以大会最终公布的议程为准） 

语言：中文（无同传） 

报名对象：所有高交会参展商 

报名方式：通过高交会CIS系统填写相关报名表，经过专家评审通过后获得举办活动的资格。场次有限，

按专家审核结果先到先得。 

报名时间：2018年8月15日-10月20日 

收费标准：免费（如需有偿媒体服务，另行提出申请） 

活动咨询： 

联系人：侯志源（深圳市用户至上科技有限公司）；电话：185888549457；邮箱：1664435428@qq.com 

 

二、项目融资路演会 

项目融资路演会是高交会针对海内外有融资需求的企业而在会期举办的直接与众多投资机构见面、路演、

互动的专项投融资活动，是项目方和投资方面对面交流、快速对接的桥梁。该活动在投融资方面一直坚持为

参会项目方作会前辅导、会中对接、会后促进，是高交会搭建高新技术项目与风险资本对接的一站式服务平

台。 

活动参与形式有两种：A、项目路演：上台进行15分钟项目路演，集中向近百家投资方推荐自身项目，吸

引投资方的关注，会后与投资方进行互动交流；B、参会/项目编入汇编：参加会议，结识与会投资方，路演

后与投资方进行现场互动交流。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组委会 

合作单位：深圳市投资商会 

活动时间：2018年11月15-16日（拟） 

活动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五楼会议室 

语言：中文/英文 

报名对象：包括第二十届高交会所有参展商、专业观众等在内的国内外对投融资有需求的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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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方式：通过大会CIS系统或直接与合作单位联系报名参加 

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10月28日 

收费标准：1、项目路演费：8000元/项目；2、项目参会费：500元/项目；3、上项目汇编（非路演项目）：

1000元/项目。 

报名联系方式： 

联系人：罗鸿基；手机：13537738577；电话：0755-82358211；传真：0755-25831606 

 

三、项目融资培训会 

项目融资培训会是针对高交会参展商和专业观众中有融资需求的项目方而在会期举办的一场具有培训、辅

导、咨询等功能的活动，旨在提高项目方的融资能力，熟悉融资过程中重要事项。会议主要议程为风险投资

家的演讲（商业模式的讲解、投资项目和团队的选择）、嘉宾成功融资经验的分享和融资成功项目点评等。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组委会 

合作单位：深圳市投资商会 

活动时间：2018年11月15日（拟） 

活动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五楼会议室 

语言：中文 

报名对象：第二十届高交会所有参展商、专业观众等对融资有需求的各方 

报名方式：通过大会CIS系统或直接与合作单位联系报名参加 

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10月28日 

收费标准：1、已参加本届高交会高新技术项目融资路演会人员可免费参会；2、其他参会人员300元/人，

参展企业可享受7折优惠。 

报名联系方式： 

联系人：罗鸿基；手机：13537738577；电话：0755-82358211；传真：0755-25831606 

 

四、项目配对洽谈活动 

项目配对洽谈活动由高交会组委会与深圳市投资商会联合举办,是专为有意投融资的项目方和投资方组

织的免费公益活动。在经过事前对参与双方的审核与筛选之后，为条件和意愿相匹配的项目方与投资方组织

安排在指定会议室面对面洽谈，使得参与的双方在短时间内能互相直接交流，节省项目方和投资方的时间和

精力。该活动还引进专业投融资机构，除常规的一对一配对洽谈外，还增加以下免费增值服务：融资方案梳

理、商业模式梳理、互联网+营销辅导和团队搭建建议等。通过一对一辅导，一对一对接，专属时间与精准资

方沟通，使活动更有成效。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组委会 

合作单位：深圳市投资商会 

活动时间：2018年11月14-17日（拟） 

活动地点：深圳会展中心9展馆内会议区（地点暂定，实际以大会最终公布的议程为准） 

语言：中文/英语（具体由参会项目方与投资方定） 

报名对象：第二十届高交会所有参展商、专业观众等对投融资有需求的各方。 

报名方式：通过大会CIS系统或直接与合作单位联系报名，项目方投资方需在线提交信息登记表，经过审

核、配对后按指定时间和地点参加。 

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10月30日  

收费标准：免费 

报名联系方式： 

李云云；邮箱：liyunyun222@163.com；电话:86-755-82358211；手机：18926079351；传真：0755-25831606  

廖美如；邮箱：mercy@szcicl.com；电话:86-755-82358211；手机：15818549929；传真：0755-2583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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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鸿基；邮箱：278243299@qq.com；电话：86-755-82358211；手机：13537738577；传真：0755-25831606  

   

五、海外买家现场采购洽谈会 

为了提升展商参展成效，增加展商对外营销交流机会，大会委托合作单位组织有明确采购需求的海外买

家到会，对高交会展商和世界知名国际买家进行精准匹配并举办的一对一现场采购洽谈，为高交会展商和海

外买家搭建国际采购洽谈平台。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组委会 

合作单位：待定 

活动时间：2018年11月17日上午 

活动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五楼玫瑰三厅 

语言：中文/英语（现场不配专门翻译，请展商自行解决） 

参与对象：第二十届高交会全体参展商 

报名方式：根据活动公告提交报名表，请关注高交会CIS公告和展区通知。 

报名时间：根据活动公告提交报名表，请关注高交会CIS公告和展区通知。 

收费标准：免费 

报名联系方式：目前合作单位待定，确定后另行公布联系方式 

 

六、评奖活动 

高交会设立优秀组织奖、优秀产品奖、优秀展示奖。 

优秀组织奖：为表彰积极组织高新技术企业、单位到高交会参展的国内外组团单位而设立。该奖项无需

申报，由大会根据组团单位的参会组织情况、展品组织水平及布展管理方面进行全面评估，最终审定出表现

优秀的组团单位。 

优秀产品奖：为表彰在本届高交会上展示最新最先进产品及项目的参展商而设立。该奖项通过高交会CIS

系统上申报，经大会审核后，由大会专家评审团对申报材料进行评估考核，并到展会现场对入围的产品和项

目进行核查，最终审定获奖名单。 

优秀展示奖：为表彰在高交会进行了展位特装且具有突出展示效果的参展商而设立。该奖项通过高交会

CIS系统上申报，经大会审核后，由大会专家评审团到现场进行考察，并根据现场视觉及人气效果等方面进行

评估，最终审定出获奖名单。 

高交会组委会对获奖的单位及产品分别颁发奖牌。获得优秀产品奖的可作为本届重点产品和技术获得在

高交会网站上进行免费发布和宣传。 

参与对象 

优秀组织奖：高交会各组团单位 

优秀产品奖及优秀展示奖：高交会各参展商 

报名方式：优秀组织奖无需申报；有兴趣申请优秀产品奖、优秀展示奖的参展商请通过高交会 CIS 系统

填报申请。 

报名时间：2018年8月1日-10月30日 

活动咨询：相关展区联络人 

 

七、高交会优秀创新产品展示区 

本届高交会将为各参展单位提供一个更高层次的宣传展示机会——第二十届高交会优秀创新产品展示区。

该展示区将围绕技术创新，从第二十届高交会优秀产品奖参评项目中评选出一批优秀创新产品，并设立独立

展示区进行宣传展示。 

该展示区风格定位于极简、科技，展示入选产品的实物或模型、产品图文介绍、产品展馆展位号指引、公

司名称、联系方式等内容，其位置位于馆内观众入场引流的黄金地段，日均人流量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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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展示区作为本届高交会一大创新举措，其展品将得到大会各渠道的优先宣传与展示机会，包括组织媒体

采访、领导视察参观、专业买家重点项目推荐等。同时，大会也将聚焦产品本身开展系列报道、专题网页、

话题营销等宣传工作，集中关注和鼓励科技产品创新，推动行业发展。 

参与对象：参加第二十届高交会（包括高交会分会场）展览展示、符合国家及深圳市法律法规、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且无产权纠纷的产品。 

报名方式：有意向的参展商可通过高交会CIS系统，同时申报优秀产品奖、优秀创新产品展示区 

（注：仅本届高交会优秀产品奖的参评产品或项目，方可参与优秀创新产品展示区评选）。 

报名时间：2018年7月25日-9月25日（暂定） 

活动咨询：相关展区联络人 

 

八、VR全景拍摄 

高交会为各参展企业提供VR全景技术拍摄服务： 

1、展前，大会将组织拍摄团队走进企业内部，结合高交会及各企业实际宣传需求，开展VR全景拍摄、无

人机航拍、深度专访等工作，通过高交会微信平台推出一系列互动专题。拍摄时间：2018年7月-10月。 

2、展会期间，大会将组织拍摄团队走遍全馆，对亮点展位、亮点展品、精彩活动进行720°全景拍摄。拍

摄成品将制作成微信专栏和专题网页，同时投放至高交会各宣传渠道（官网、微信、微博、朋友圈、合作媒

体、投放媒体等）进行传播。拍摄时间：2018年11月14日-18日。 

参与对象：仅限高交会参展企业；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报名方式：有意向的参展商可通过高交会CIS系统报名和提交材料。 

报名安排：2018年7月25日→9月25日（展前拍摄报名截止）→10月25日（展期拍摄报名截止） 

活动咨询：相关展区联络人 

 

九、大会采访及媒体推介 

大会采访及媒体推介，即大会将参展单位提供的采访线索推荐给媒体（包括官方自媒体），媒体现场采访

或电话采访进而发布信息，通过专业媒体的大力宣传，推广活动及产品，提高参展商的企业品牌知名度。 

所有高交会参展单位皆可通过CIS提供采访线索，内容包括宣传事项、宣传联络人等。人物专访主要面向

知名企业高层、论坛/活动重要嘉宾、创客/创客空间代表等知名人士。大会将择优推介，最终解释权归高交

会组委会所有。 

参与对象：所有高交会参展单位 

投稿时间：即日起至2018年10月30日 

投稿方式：通过高交会CIS系统提交相关资料，大会择优取材进行推介 

语言：中文/英文 

收费标准：免费 

活动咨询：相关展区联络人 

 

十、自媒体内容 

自媒体内容服务，即利用高交会官方自媒体渠道（官网、《高交会新闻速递》、微博、微信、APP），以

高交会参展商的新产品、新技术为主，撰写软文，提炼亮点，通过可观的转载量提高展商的企业品牌知名度。 

其中，《高交会新闻速递（CHTF NEWS）》为高交会组委会和《中国经济信息》杂志社联合出版的高交会

官方唯一指定刊物，综合报道第二十届高交会的重量级嘉宾、明星企业和明星产品，宣传展商品牌与亮点产

品，发行量预计达80,000份。《高交会新闻速递（CHTF NEWS）》为展商提供了最直接、最便捷的现场宣传渠

道，每期出版后都将在展馆的主要咨询点、资料展架摆放，并在展会现场派发，将展商的新产品、新技术直

接递到观众眼前，将观众直接吸引到相应产品的展位上或对应的活动区域。 

所有高交会参展单位皆可通过CIS提供成稿或采访素材至大会。稿件需为立足行业趋势，围绕新产品、新



第二十届高交会参展商手册 

26 
本手册适用于 1 号馆 IT 展，2 号馆节能环保展、新能源展、绿色建筑展、新材料展 

技术或名人名企的精品软文，字数在600字左右。参展单位须与申报表一并提交相关资料：（1）企业宣传册

电子版、产品宣传册电子版或相关介绍的文档/ppt/pdf；（2）产品配图3张以上，300dpi，尺寸不低于700*500。

大会编辑部将择优取材、择优撰稿并进行刊登，最终解释权归高交会组委会所有。 

参与对象：所有高交会参展商 

投稿方式：通过高交会CIS系统提交相关资料 

投稿时间：即日起至2018年11月18日 

 

十一、直播区活动 

为更好地服务参展商，本届高交会展期内将在深圳会展中心1展馆二楼最西边平台（近1展馆14号门）设置

直播间，并邀请部分展商、媒体、科技大咖等在映客、斗鱼TV直播平台上进行直播，届时众多科技专业观众

将可在直播平台在线观看。本次直播形式分为两种：与主持人对话进行直播或独自直播；直播过程中可以携

带亮点展品向外界展示。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组委会 

指导单位：深圳市委宣传部 

承办单位：深圳市用户至上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媒体：腾讯、新浪、凤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天极网、深圳全接触等几十家媒体 

参与对象：参加第二十届高交会的组团单位、独立参展企业 

语言：中文 

报名条件：参加第二十届高交会有亮点的高科技产品；技术含量高、创新度高的产品；有自主知识产权且

无产权纠纷的产品；符合国家及深圳市法律法规、产业发展政策的产品；在第二十届高交会上首发的新产品，

将被优先推荐。 

报名方式：自通知发布之日起，活动接受所有参展单位及企业自愿报名，有兴趣的展商发送直播报名表到

1664435428@qq.com；名额有限，由组委会筛选出最终参与直播的名单。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18年10月30日 

收费标准：免费 

报名联系方式： 

联系人：侯志源（深圳市用户至上科技有限公司）；电话：18588859457；邮箱：1664435428@qq.com 

 

十二、外国展区暨“一带一路”专馆国际信息发布厅 

国际信息发布厅是大会为外国展商提供的进行产品推介、人物专访以及国外最新、最权威的投资政策和科

技信息发布的场所，位于1号展馆(展位号待定)，面积约为120平米，可同时容纳观众约70人 。 

有发布需求的外国团组及展商请在高交会CIS系统上填报使用申请，大会对活动内容进行审核并筛选后统

一规划与排期。具体活动日程将于2018年10月30日于高交会网站进行公布，并对活动进行统一发布与宣传。 

大会统一提供场地、会议设备等基本硬件条件，观众组织由活动发布单位自行安排。 

活动时间：2018年11月14-18日 

活动地点：深圳会展中心1号展馆国际信息发布厅（展位号待定） 

语言：中文/英语（无同传，发布单位可自行配带翻译） 

参与对象：高交会海外展团、外国展商 

报名方式：通过高交会CIS 系统填报申请 

 

十三、专业沙龙活动 

本活动是高交会为高新技术领域的企业单位和专业机构提供的行业分析、专家分享的交流服务平台。活动

采用嘉宾分享、互动交流、专家点评、研究讨论、演示体验等丰富多样的形式，将更多的高科技领域的企业、

新产品、技术分享给广大观众和媒体。活动于第十八届高交会首次举办，上届高交会共吸引了200家企业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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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万名观众和数十家媒体的参与，对参与单位起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本活动由大会统一提供场地和设备，大会合作单位-深圳市吾往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现场组织和实施。大会

将通过官网、微信、活动手册等渠道对活动进行宣传报道，并将活动纳入大会主要活动日程。同时大会将协

助邀请数十家媒体到场，并在每个会议现场派驻一名驻场新闻编辑为每场活动撰写新闻稿。如参与单位对媒

体报道有更高的需求，可由我方推荐的合作媒体提供有偿增值服务。 

有意向参与的单位可通过电话或邮件申请成为分享嘉宾，分享嘉宾需为所在单位或机构的管理人员。大会

将根据报名情况筛选出候选名单，经过培训、辅导和评估后，确定最终的参与嘉宾名单。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组委会 

合作单位：深圳市吾往科技有限公司 

活动时间：2018年11月14-18日 

活动地点：深圳会展中心展馆内会议区（地点待定，实际以大会最终公布的议程为准） 

语言：中文（无同传） 

报名对象：参展商及其他专业机构 

报名方式：通过电话或邮件报名，经大会筛选及审核后获得成为分享嘉宾的资格。 

报名时间：2018年5月20日-8月20日 

收费标准：免费（如需有偿媒体服务，另行提出申请） 

活动咨询: 

联系人：刘浩（深圳市吾往科技有限公司）；电话：18038134823；邮箱：hd@iotcoffee.cn 

 

十四、国际展商商务考察活动 

“中国硅谷”——深圳，拥有超过5500多家高科技企业。高交会将为国际展商提供与中国最强科技企业零

距离接触的机会，参观考察信息通讯、生物技术、金融科技等领域最炙手可热的中国标杆企业，感受世界500

强深圳企业的雄厚实力，观看科技尖端的设备和产品，亲身感受科技创新的丰硕成果，让展商有机会借鉴强

者智慧与技术，激发寻觅国际合作、资源嫁接与市场开拓的灵感。 

大会将为高交会国际展商组织2-3场商务考察活动，由大会统一安排考察路线，提供免费交通接送，并安

排随团接待人员及中/英文讲解。 

活动时间：2018年11月16-18日 

考察单位：拟从中兴通讯、大疆科技、腾讯公司、华为公司、华大基因、高新科技园区等企业和机构中选

择2-3个 

语言：中文/英文 

参与对象：高交会海外展团、国际展商 

报名方式：有意向参加的国际展商请填写《国际展商商务考察报名表》，经大会审核后确定参加人员名单；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报名时间：2018年10月24日-11月2日 

收费标准：免费 

报名联系方式：报名表由各展区联络人发放，按报名表上联系人信息进行咨询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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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提交类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表格 A1-A18 请通过高交会 CIS 系统填报： http://www.chtf.com/，点击“展商登录”。 

序号 截止时间 反馈资料和表格 
页

码 
反馈收集人 备注 

A1 10月 15日 第二十届高交会回执 P29 相应参展联系人 必须填报 

A2 10月 15日 第二十届高交会展商承诺书 P30 相应参展联系人 必须填报 

A3 10月 15日 第二十届高交会施工委托及消防安全责任书 P31 相应参展联系人 必须填报 

A4 10月 15日 

第二十届高交会参展商基本资料填报表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节能环保展、新能源展、绿

色建筑展、新材料展会刊、专刊申报） 

P33 相应参展联系人 必须填报 

A5 10月 15日 第二十届高交会参加保险承诺书 P35 相应参展联系人 必须填报 

A6 10月 31日 第二十届高交会办证申请表 P36 相应参展联系人 有需求才填报 

A7 

9月 25日 第二十届高交会优秀创新产品展示区申请表 P37 相应参展联系人 有需求才填报 

10月 30日 第二十届高交会优秀产品奖申请表 P37 相应参展联系人 有需求才填报 

A8 10月 30日 第二十届高交会优秀展示奖申请表 P41 相应参展联系人 有需求才填报 

A9

（1-3） 
10月 20日 

第二十届高交会新产品新技术发布表格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申请表、新产品新技术发布内

容介绍、新产品新技术发布知识产权声明） 

P43 相应参展联系人 有需求才填报 

A10 
9月 25日 第二十届高交会 VR全景拍摄申请表（展前拍摄） P46 相应参展联系人 有需求才填报 

10月 25日 第二十届高交会 VR全景拍摄申请表（展期拍摄） P46   

A11 10月 30日 第二十届高交会宣传、采访线索反馈表 P48 相应参展联系人 有需求才填报 

A12 11月 18日 第二十届高交会自媒体内容投稿申请表 P49 相应参展联系人 有需求才填报 

A13 10月 28日 第二十届高交会项目融资路演会报名表 P50 相应参展联系人 有需求才填报 

A14 10月 28日 第二十届高交会项目融资培训会报名表 P51 相应参展联系人 有需求才填报 

A15 10月 30日 第二十届高交会项目配对洽谈活动报名表 P52 相应参展联系人 有需求才填报 

A16 11月 12日 
第二十届高交会关于展会现场表演节目及演讲 

时段申请的规定 
P53 相应参展联系人 有需求才填报 

A17 10月 15日 第二十届高交会专利、商标、版权备案清单 P54 相应参展联系人 有需求才填报 

A18 10月 15日 第二十届高交会台商资料和展品进口详细清单表 P57 相应参展联系人 仅供台商企业使用 

A19 10月 15日 第二十届高交会参展商推荐海外客商信息表 P59 
按表格指示反馈

和联系 
有需求才填报 

                                

http://www.cht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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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A1    CIS 必须填报    截止日期：2018 年 10月 15 日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回   执 

本参展单位已收到《第二十届高交会参展手册》，并已认真阅读过，现在承诺认真遵守第

二十届高交会的所有规定，做好各项参展工作。 

 

参展单位名称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展位号  

展位负责人  联系人  

电话  电话  

手机  手机  

 

参展商如选择大会指定以外的其它承建商、承运商，请填写承建、承运商详细资料。 

 

承建商名称:   

联系人: 职位: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承运商名称:   

联系人: 职位: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说明：请认真填写好回执中每一栏目，字迹清晰，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之前

上传 CIS 系统。逾期未填报的，将不予办理有关证件与手续，所造成之一切后果与经济

损失自负。 

参展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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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A2    CIS 必须填报    截止日期：2018 年 10月 15 日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展商承诺书 

为保证第二十届高交会的顺利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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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指定         为第二十届高交会布撤展及展览期间（我单位或委托承建单位第一次进场

至展会结束场地清理完毕移交主办单位为止）           展位现场管理、治安消防责任人，具体承诺如下： 

 1、保证参展展品按展品规定范围展出，并与参展合同相符；不在高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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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高交会现场任何地方销售任何参展产品，承诺不在现场现金交易，不在展位外、过道上乱发、摆

放资料；不在高交会现场销售任何参展产品，不展出和销售任何假冒伪劣产品，不出现欺诈、乱摆卖等恶劣

行为；及时发现和整改参展企业的违规行为；因售卖而引起的后果，责任自负。 

3.负责第二十届高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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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遵守国家各项安全法律、法规和《深圳会展中心展馆使用管理规定》各项要求，并将《深圳会展

中心展馆使用管理规定》内容告知展位搭建单位，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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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dB。 

本承诺书经参展单位（或组团单位）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参展单位（或组团单位）： 

负责人（或委托负责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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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A3    CIS 必须填报    截止日期：2018 年 10月 15 日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施工委托及消防安全责任书 

为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机关、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和《深圳经济特区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

进一步落实深圳会展中心展会安全责任，确保高交会展览期间和深圳会展中心的消防安全，根据展会实际情况，深圳会展中

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会展中心）与高交会参展单位（或地区组团单位）和委托的展位承建单位界定安全责任如

下： 

1、根据“谁实施谁负责”的原则，确定展区承建单位负责人               为第二十届高交会期间（参展单位或其承

建单位的第一次进场时间为起始时间，场地清洁完毕并向会展中心移交的结束时间为终止时间）深圳会展中心              

展区施工现场安全责任人，对该单位施工现场发生的安全事故和该单位施工人员在展会施工过程中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负责。

该承建单位对所在施工现场发生的安全责任事故和该单位施工人员所引起的安全责任事故，所造成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2、参展单位（或地区组团单位）必须及时将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和《深圳会展中心展馆使用管理规定》内容告知承建单

位，并要求承建单位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会展中心展馆使用管理规定》要求进行施工作业。 

3、承建单位必须是经国家工商部门注册，并拥有国家认可施工资质的施工企业，并保证其在业务允许范围内施工作业。

参展单位对因所聘用承建单位达不到施工资质而造成的所有后果负责。 

4、承建单位必须在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和深圳市关于消防安全和施工安全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遵守深圳会展中心

关于施工消防安全和展位搭建安全的各项规定，并对其违章作业而造成的所有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5、承建单位所使用的设备、工具必须达到安全要求，所有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承建单位必须根据施工现场作业

情况，组织做好各项施工安全措施并配备足够数量的消防器材。 

6、承建单位必须按照设计工艺规范施工，施工人员在施工中必须佩戴安全帽，夜间作业时必须穿着反光衣，登高、吊装

等危险作业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保证施工人员人身安全。 

7、承建单位在施工过程中，所采用的施工材料必须符合展馆消防和结构安全要求。高交会现场安全管理人员有权依照会

展中心相关规定对不符合要求的搭建材料进行处置（责令整改、禁用或清理出场等措施），并对所造成的后果不承担任何责

任。 

8、高交会工作人员将在展期组织现场安全检查，承建单位应配合相关管理人员的检查工作，会展中心有权依照“展馆使

用管理规定”对搭建不符合消防安全和结构安全的展位下达口头及书面整改通知，对拒不服从或未达到整改要求的展位将给

予停电、停工直至清理出展场等措施，并对由此而产生的所有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9、高交会工作人员有权在检查中要求承建单位出具其营业执照和相应的施工资质证明，对达不到施工资质要求的承建单

位将责令其停工并清理出场。 

10、如在施工期间出现各种消防、治安及其它意外事故，承建单位应在第一时间通知高交会现场管理人员，并有义务先

行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控制事态进一步扩大。 

11、如施工期间，高交会现场管理人员发现有施工人员偷盗、损坏会展中心财物、擅自进入或破坏会展中心设置的封闭

区域等违反会展中心管理规定的行为。视情况严重程度，将采取警告、处罚或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等措施。承建单位必须负责

承担其违规行为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会展中心同时拥有根据备案情况，取消相应承建单位今后进入会展中心施工资格的权

利。 

12、本责任书一式叁份（参展单位和承建单位各执一份，同时承建单位在入场施工报到时交原件一份到高交会现场总服

务台备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双方负责人或委托代表人签字并盖公章（或签字人指纹）后生效。 

参展单位（或地区组团单位）：                    承建单位： 

负责人（或代表人）：                            负责人（或代表人）： 

电  话：                                        电  话：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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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关于会刊相关工作的说明 

1、请各参展单位登陆 http://www.chtf.com/，点击“展商登录”进行在线填

报。 

2、请严格按照网站上要求的格式进行填报，每个参展项目（展品、投资意向）

限填一次，每个单位简介的中、英文简述均需填写，简述中文字数限定 200字以内，

英文字数限定 800个字符以内，超出的部分编辑系统会自动删除，将导致信息无法

完整收录。 

3、无法在线填报的地区和单位可继续使用电子文档（word表）形式申报，参

展单位可在高交会网站（www.chtf.com）下载（组团参展的单位还可向各牵头单位

获取），凡使用非电子文档形式或《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参展商

基本资料申报表》以外的其他表格填报的，编辑系统将不能读取而导致无法受理。 

4、此表的内容必须如实填写，交易中心不承担因填写错误及虚假材料所引发

的后果。 

5、表内带“*”项为必填项。 

6、填报资料恕不退回，请自行留底。 

7、截止日期：网上在线填报和电子文档申报的截止日期均为 10 月 15日，逾

期填报的不能保证正常收录到会刊中。 

 

 

 

 

 

 

http://www.chtf.com/
http://www.chtf.com/


第二十届高交会参展商手册 

33 
本手册适用于 1 号馆 IT 展，2 号馆节能环保展、新能源展、绿色建筑展、新材料展 

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A4    CIS 必须填报    截止日期：2018 年 10月 15 日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参展商基本资料填报表 

                                           

单位全称（中文）*  单位全称（英文）*   

单位简称（中文）*  单位简称（英文）*   

展位面积（平米）   展位类型  

参展展区  参展展馆  

所属展团  顶级展团  

展位号  

所属国家*   省/市  

网址  

logo  二维码  

详细地址（中文）*  详细地址（英文）*  

单位简介（中文）* 
中文（200 字以内）： 

 

单位简介（英文）* 
英文（800 字以内）： 

 

所属行业* 

□电子与信息       □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    □新材料   

□光机电一体化及先进制造    □环境保护       □新能源、节能技术 □农林牧渔    

□航空航天  □地球、空间、海洋工程  □高技术服务业      □其他 

所属领域* 

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软件  □移动互联□云计算  □智慧城市  □办公自动化  

□网络设备 □大数据  □智能家居 □人工智能  □VR/AR      

□机器人□运动健康科技 □通讯 □物联网 □消费电子□其他                                   

节能环保展 

、新能源展 

□治水提质 □储能 □绿色照明 □节能家电与智能控制     

□水净化处理 □空气净化 □垃圾处理 □环保药剂 □太阳能

□机电节能设备 □核能□风能 □电动车  □LED 半导体照明 

□油品净化技术与产品  □合同能源管理（EMC） □动力电池  

□大气污染控制   □ 其他（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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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展 

□建筑外围护结构  □保温隔热技术及产品  □暖通制冷技术 

□绿色建材  □防水技术及产品  □生态景观及建筑绿化技术 

□绿色建筑及节能咨询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技术和产品    

□建筑工业化产品技术  □建筑信息化技术  □楼宇智控                     

□ 绿色建筑施工技术及装备  □绿色建筑运营管理技术及设备  

□可再生资源利用 □绿色建筑 □节能建材 

新材料展 
□石墨烯       □电子信息材料      □3D 打印材料 

□高性能复合材料    □纳米材料     □纳米等新型材料 

参展事务联系人（中文）*  参展事务联系人（英文）*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  手机*  

*目标专业观众或买家 
对希望接触目标客户的表述和举例：                                             

(例:建筑节能改造需求者,如房地产开发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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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A5     CIS 必须填报   截止日期：2018 年 10月 15 日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参加保险承诺书 

 

为了有效地预防展会期间的突发事故，减少由此带来的意外损失。主办单位提醒参展商购买

保险。入场前，参展商应确保已办理符合主办单位要求的有效保险单，涵盖失窃、公共责任、财

产破坏及其后果、人身伤害及间接损失及此类其它风险。建议最低保额不得低于 RMB200,000。 

 

请所有参展商务必签署此责任书，并返回给主承办方。 

 
 

已参加保险或承担风险的承诺书 

本单位已购买相应的保险或承担相应的风险。保证主办单位免于承担任何因参展商或其代理

商的错误、疏忽引起的各类赔偿要求、损失、破坏、诉讼、责任、裁决、开销、成本和费用及直

接造成的损失。 

 

 

参展单位：（公章）                             

 

代表：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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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A6     CIS 填报      截止日期：2018 年 10月 31 日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办证申请表 

 

申办团组：                                       提交时间：   

序号 持证人单位 姓名 职务级别 办证类型 身份证号码 

      

      

      

      

      

      

      

      

      

      

      

合计共办     张证件，其中     证   张，      证   张，      证   张。 

提交人：                                   联系电话： 

 

注：1、办证类型可选项为：贵宾证、嘉宾证、参展商证、工作证； 

2、填写内容需清晰无误，同单位的申请人需保持单位名称的统一性； 

3、请通过网上 CIS系统申办证件（截止日期：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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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A7   CIS 填报  优秀创新产品展示区   截止日期：2018 年 9 月 25日 

                                 优秀产品奖  截止日期：2018 年 10月 30 日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优秀产品奖、优秀创新产品展示区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1、优秀产品奖填报 

参展 

单位 

信息 

所属展区  展位号  

单位名称 

（中文全称） 
 

单位分类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高校、科研院所  □海外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个人  □留学生  □国内其它  □海外其它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参展 

产品 

信息 

产品名称 

（中文全称） 

 

技术领域 

□电子与信息 互联网+  □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   □新材料   □光

机电一体化及先进制造           □环境保护          □新能源、节

能技术   □农林牧渔      □航空航天    □地球、空间、海洋工程  

□高技术服务业   □其他 

产品所属 

计划名称 

 
成果权属 

 

产品简介 

（其它说明） 

（此栏不够可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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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 

意见 

 

申报说明 

一、产品所属计划名称： 如国家新产品计划、国家 863计划、省火炬计划、市星火计

划等，并提供产品所属计划名称的复印件。 

二、成果权属：1、独占；2、共有；3、其它。 

三、参展单位保证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保证其不存在任何知识产权纠纷问题，

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若因资料的不准确或不完整影响评奖结果，责任由参展

单位承担。 

四、参展单位须与该申报表一并提交下列资料（通过 CIS系统提交相关文件）： 

（1）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2）产品相关的知识产权权属证明文件或可说明其技术权属的相关材料； 

（3） 生产许可证或市场准入证明复印件； 

如该产品需同时申报优秀创新产品展示请补充以下信息 

2、优秀创新产品展示 

产品展示 

形式 
□产品实物     □产品模型 

产品展示 

尺寸 
长度        cm；宽度        cm；高度        cm 

产品亮点 

描述 

（请对产品的创新成果、优势等亮点信息进行具体描述，包括但不限于核心关键技术、

技术创新点、创新设计点、主要技术指标、市场竞争优势、产品独家功能等内容，至少 300

字。） 

产品图片 
请提交 1张以上产品高清图片，图片格式为：jpg、jpeg、gif、png，图片大小不超过

10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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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产品 

资料附件 

请补充提交任何能辅助说明和展示产品优势及特点的其他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宣

传片、产品宣传册、产品宣传广告、产品报道或软文、产品获奖证明等内容。 

申报说明 

一、活动时间 

征集时间：2018年 7月 25日至 2018 年 9月 25日 

评选时间：2018年 9月 26日至 2018 年 10月 10日 

展示时间：2018年 11月 14日至 18日 

二、展示区概况 

展示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二楼序厅 

展示面积：240㎡（30m*8m） 

展示内容：第二十届高交会创新产品（拟 30-50个） 

三、本项目为第二十届高交会独家增值服务，仅限本届高交会优秀产品奖参评产品或

项目可报名参加。 

四、第二十届高交会创新产品展示区由高交会统一设计及搭建，整体设计风格定位于

极简、科技。高交会将为每个展品定制统一展台、展板、铭牌、互动网页、二维码等，提

供同等内容的展示机会，包括产品展示、产品图文介绍、产品展馆展位号指引、公司名称、

联系方式等。 

五、第二十届高交会创新产品展示区的展品需提供实物或模型，并配合展示区尺寸及

设计标准完成展示。无法提供产品实物或模型的参展单位，不建议参与本项目申报。 

六、申报单位须确保其申报资料与产品技术的真实性、合法性，确保不侵犯任何第三

方权益、不存在任何产权纠纷，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申报单位自行承担，与高交会无关。 

七、请报名单位提交尽量丰富的产品资料，有助于专家评审小组更加了解产品而开展

评选工作。 

八、高交会拥有本项目活动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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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说明 

一、活动时间 

征集时间：2018 年 7月 25日至 2018年 9月 25 日 

评选时间：2018 年 9月 26日至 2018年 10月 10日 

展示时间：2018 年 11月 14日至 18日 

二、展示区概况 

展示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二楼序厅 

展示面积：240㎡（30m*8m） 

展示内容：第二十届高交会创新产品（拟 30-50个） 

三、本项目为第二十届高交会独家增值服务，仅限本届高交会优秀产品奖参评产品或项目可报

名参加。 

四、第二十届高交会创新产品展示区由高交会统一设计及搭建，整体设计风格定位于极简、科

技。高交会将为每个展品定制统一展台、展板、铭牌、互动网页、二维码等，提供同等内容的展示

机会，包括产品展示、产品图文介绍、产品展馆展位号指引、公司名称、联系方式等。 

五、第二十届高交会创新产品展示区的展品需提供实物或模型，并配合展示区尺寸及设计标准

完成展示。无法提供产品实物或模型的参展单位，不建议参与本项目申报。 

六、申报单位须确保其申报资料与产品技术的真实性、合法性，确保不侵犯任何第三方权益、

不存在任何产权纠纷，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申报单位自行承担，与高交会无关。 

七、请报名单位提交尽量丰富的产品资料，有助于专家评审小组更加了解产品而开展评选工作。 

八、高交会拥有本项目活动最终解释权。 

 

 

 

 

 

 
 



第二十届高交会参展商手册 

41 
本手册适用于 1 号馆 IT 展，2 号馆节能环保展、新能源展、绿色建筑展、新材料展 

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A8      CIS 填报      截止日期：2018 年 10月 30 日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优秀展示奖申请表 

（由各团组或独立参展商填写）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参展 

单位 

信息 

所属展区 
 展位号  

单位名称 

(中文全称) 

 

单位分类 
□ 国外展团   □中国大陆展团   □港澳台展团      

□ 国外展商   □中国大陆展商   □港澳台展商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施工 

单位 

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展商简介 
（可加附页） 

 

 

展品简介 

 

 

所属展区 

负责人意见 

负责人签章（签字）：                        日期： 
 
 

参展单位签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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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及申报说明： 

一、申报表须由参展单位填写且字迹清晰、内容真实。若因资料的不准确或不完整影响评

奖结果，责任由参展单位承担。 

二、参展单位除提交申请表外须提供以下资料并加盖参展单位公章： 

（1）施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相关的资质证明； 

（2）已签署的《施工委托及消防安全责任书》； 

（3）设计方案的立体彩色效果图，设计方案的平面图、立面图（包括主要尺寸和材料说明）； 

（4）上述资料和所有设计图纸须使用 A4纸规格（通过 CIS系统提交相关文件）。 

三、上述资料须于 10 月 30 日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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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A9  CIS 填报  截止日期：2018 年 10 月 20日 

A9-1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申请表 

单位名称 （中文）： 

单位地址 （中文）：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传真 邮箱 

所属展区 展位所在展馆 

发布项目名称 

发布内容 

所属类别 

□ 新技术、新产品

□ 技术或产品标准

□ 政策

是否首次发布： 

□是 □否

希望发布时间 1 11 月   日   午   时  2 11月   日   午   时  

备  注 

1. 此表仅供参考，需通过 CIS在线填报和提交申请。

2. 在线填报和提交申请的截至时间为 10月 20日。

3. 申请项目最终是否纳入组委办统一安排的发布活动，需经过展区负责单位、专家

和组委办审核。

4. 组委会免费提供场地、投影设备、音响、背景板制作（发布单位提供设计稿）、

嘉宾席矿泉水等基本服务。

5. 咨询电话： 0755-82848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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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2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内容介绍 

发布内容简介（若本页不够，可另加附页）： 

注：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认证证书、权威检测报告等材料。（相关文件的扫描件通过 CIS系统在线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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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3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知识产权声明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组委会办公室： 

我单位申请参加第二十届高交会新产品新技术发布，特声明如下：保证所有提交的文件资料真实、

准确，本次发布的内容为我单位自主研发之成果，其产权归我单位所有，如出现任何知识产权方面的

纠纷，我单位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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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A10  CIS 填报 展前拍摄截止日期：2018 年  9  月 25 日   
展期拍摄截止日期：2018 年 10 月 25 日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VR 全景拍摄服务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企业官网 企业公众号 

企业简介 （300字以内公司文字简介） 

拍摄项目 

□ 展前企业拍摄：

大会将组织专业拍摄团队走入企业内部，结合高交会及企业宣传需求，围绕企业

办公环境、产品、团队、工厂等内容，采用无人机、VR全景技术拍摄出具有代表

性的 VR全景作品，同时加入深度专访内容，通过高交会微信平台推出一系列企业

互动专题。 

计划拍摄时间：2018年 7月-10月 

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 9月 25日 

□ 展期展位拍摄：

高交会展期 5 天内，大会将组织专业拍摄团队走遍全馆，根据各报名展商的展位

主题、亮点产品、精彩活动等内容，展开 720°全景拍摄。拍摄作品将制作成微

信专栏和专题网页，同时投放入高交会各宣传渠道（官网、微信、微博、朋友圈、

展馆大屏幕、合作媒体等）进行传播。 

计划拍摄时间：2018年 11月 14 日-18日 

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 10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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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前企业拍摄 

增填项 

一、室外航拍可拍摄内容： 

□ 产品操作演示、研发成果展示 

□ 厂房、仓库 

□ 办公区域 

□ 特色员工文体场所 

□ 特色园林、建筑 

□ 其它补充 

 

二、室内地拍可拍摄内容： 

□ 产品操作演示、研发成果展示 

□ 生产线 

□ 企业名人办公室 

□ 企业团队创意合影 

□ 特色休息区 

□ 特色会议室 

□ 特色食堂 

□ 其它补充 

展区  展位号  

联系人  电话  

 

 

填表及申报说明： 

一、本项目为第二十届高交会独家增值服务，仅限本届参展企业参加。 

二、本项目拍摄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其中，展前企业拍摄服务，需经高交会与拍摄单位根据企

业实际拍摄条件和情况进行进一步筛选。 

三、关于展前企业拍摄项目，企业需另签订拍摄协议，以明确实际拍摄要求。 

四、本项目所有作品版权归高交会所有，不得用于其他商用途径。企业拥有作品转发、转载等使

用权。 

五、高交会拥有本项目活动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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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A11     CIS 填报      截止日期：2018 年 10月 30 日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宣传、采访线索反馈表 

 

参展单位名称： 

是否愿意接受由大会承办单位组织推荐的媒体、特约评论员采访 □ 1、是      □ 2、否 

宣传联络人  联系方式（手机）  

宣传事项 

(可多选，若有新

增可后续补充提

交) 

□ 1、新产品新技术发布     □ 2、重要签约活动       

□ 3、信息发布活动         □ 4、专业论坛              

□ 5、其他  

 注：为保证宣传效果，建议提供本公司参展的总体新闻通稿以及各项活动的新闻

通稿。  

 

宣传内容 

（对应上述事项，

提供新闻通稿的

可不用填写）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内容简介（100字以内）：                                                 

                                                

（备注：有新增内容时，本项内容可后续持续填报。主办方会尽力将上述宣传信息发送给媒体，但不能

完全保证媒体会联系和采访每一家报名的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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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A12     CIS 填报      截止日期：2018 年 11月 18 日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自媒体内容投稿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参展 

单位 

信息 

所属展区 
 

展位号 
 

单位名称 

（中英文全称） 

 

单位简介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参展 

产品 

信息 

 

投稿正文（或相

关采访素材） 

（此栏不够可附页） 

 

 

 

 

 

 

 

申请单位签章：                               日期： 

 

填表及投稿说明： 

一、投稿内容可以为立足行业趋势、围绕新产品新技术的软文（不低于 600 字），也可提

供相关采访素材。 

二、参展单位须与该申报表一并提交下列资料： 

（1）企业宣传册电子版、产品宣传册电子版或相关介绍的文档/ppt/pdf； 

（2）产品配图 3 张以上，300dpi，尺寸不低于 700*500。 

三、大会编辑部将择优取材、择优撰稿并发布于高交会官方自媒体渠道（官网、《高交会

新闻速递》、微博、微信、APP），最终解释权归高交会组委会所有。 

四、投稿截止时间为 11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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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A13     CIS 填报     截止日期：2018 年 10月 28 日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项目融资路演会报名表 

参会单位 
 

（加盖公章） 

参会身份 □投资方           □项目方 

是否参展商  
所属展区 

(参展商填写) 
 

展位号 

(参展商填写) 
 

参 会 人  参会人数  

手    机  传    真  

联系电话  E-mail  

网    址  邮    编  

参会计划 

□项目路演      □汇编册刊登       □参会       □培训会 

□会场广告      □寻找合作项目 

以下为项目方填写 

项目名称  

所属行业  

参会 

项目 

简介 
 

融资金额  出让股份  

收费标准:1、项目路演费：8000 元/项目； 

2、项目参会费：500 元/项目； 

3、上项目汇编（非路演项目）：1000元/项目； 

请于 10月 28日前将报名表发送到 278243299@qq.com 

联系人：罗先生          手  机：13537738577 

电  话：0755-82358211   传  真：0755-25831606 

网  址：www.szci.org  www.chtf.com  

地  址：深圳市笋岗东路 12号中民时代广场 B座 35楼深圳市投资商会 

 

http://www.szci.org/
http://www.cht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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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A14      CIS 填报     截止日期：2018 年 10月 28 日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项目融资培训会报名表 

单位名称  

是否参展商  
所属展区 

(参展商填写) 
 

展位号 

(参展商填写) 
 

参会人姓名  参会人数  

参会类别 □项目路演会参加者        □参展企业        □高交会观众 

参会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五楼 

手    机  联系电话  

E-MAIL  

 

注意事项 

1、请于 10月 28 日前将报名表发送到 278243299@qq.com 

 

2、参会与否以深圳市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中心审批意见为准 

 

3、参会收费标准： 

 

1）已参会本届高交会高新技术项目融资路演会人员可免费参会 

 

2）其他人员 300元/人，参展企业可享受 7折优惠  

               

 

联系方式 

 

深圳市投资商会    罗先生 

 

电  话：0755-82358211       手  机：13537738577 

 

传  真：0755-25831606       邮  箱：278243299@qq.com 

 

网  址：www.szci.org  www.chtf.com 

 

地  址：深圳市笋岗东路 12号中民时代广场 B座 35楼 

 

mailto:278243299@qq.com
http://www.szci.org/
http://www.cht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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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A15     CIS 填报    截止日期：2018 年 10月 30 日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项目配对洽谈活动报名表 
 

 

 

单位名称  

洽谈身份 
□项目方 

项目名称  

所属行业  

□投资方                  □中介机构             

洽谈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9 展馆内 

是否参展商  
所属展区 

(参展商填写) 
 

展位号 

(参展商填写) 
 

 

通讯地址  
邮政

编码 
 

联系人  职务  手机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

邮件 
 

 

是否同意第三方机构提供融资服务（填写“是”或“否”）  

对配对方 

要求 

 

单位负责人签字  日期 
 

 

免责 
大会仅向各项目方、投资方、中介机构等提供洽谈交流平台，各方之间发生的任何经

济纠纷均由自己承担。 

备注 

 

1． 投资方请一同附上《投资方登记表》（在线提交），项目方请一同附上《项目登记

表》（在线提交），以邮件方式反馈至： 

李小姐  邮箱：liyunyun222@163.com     手机：18926079351  

罗先生  邮箱：278243299@qq.com        手机：13537738577 

廖小姐  邮箱：mercy@szcicl.com        电话: 0755-82358211 

手机：15818549929             传真：0755-25831606 

2．参加配对活动的单位必须至少有一人到会； 

3．参加配对活动的资格以大会审批意见为准； 

4. 报名截止日期：10月 30日。 

mailto:liyunyun222@163.com
mailto:mercy@szcicl.com
Tel:86-755-8235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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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A16     CIS 填报     截止日期：2018 年 11月 12 日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关于展会现场表演节目及演讲时段申请的规定 

 

为了保障大会现场良好秩序，避免过大的噪音影响展商洽谈和观看表演的观众堵塞展位间的

通道，展会现场不提倡表演和演讲等活动。如展商切实有此需求，则必须在布展期间如实填写现

场表演节目及演讲时段申请表。如不按要求填写并返回，不得在展会现场安排表演及演讲，否则

大会将采取劝告、制止或断电等强制措施制止演出，并有权视情节没收所收押金。主办单位有权

根据展商的申请情况进行相应调整，表演及演讲时段的最后确认以主办单位通知为准。 

 

展会现场表演节目及演讲时段申请表（布展期间提交） 

 

类型 日期 时段 时间（分） 内容 

 

 

 

 

 

表演 

    

    

    

    

    

    

    

    

 

 

 

 

 

演讲 

    

    

    

    

    

    

    

    

申请方：（盖章）： 

                           展位号：                                 

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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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A17     CIS 填报     截止日期：2018 年 10月 15 日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高交会商标、专利、版权备案清单 

 

参展单位名称  

商标、专利及版

权名称 
展品名称 

参展 

展位号 
权益人 备注 

     

注： 

1.本表由参展商分别填报，一式三份(复印有效)。 

2.权益人如非参展商，须在备注栏中说明。 

 

 

 

 

参展商负责人签字(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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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关于台商参展资料审验的通知 

  

尊敬的展商： 

您好！欢迎参加 2018 年 11 月 14 日—18 日在中国深圳举办的第二十届高交会。为保证展

览的顺利进行和您获得满意的展览效果，有以下事项望得到您的大力支持： 

按有关规定，台湾展商以及以台商名义参展的所有展品、宣传品、杂志、电子出版物、小礼

品、名片．．等资料和物品中不得有代表“中华民国”或“ROC”的字样（中文、外文及其缩写）、

图片、音乐等。请您务必详细自查并及时提交以下资料审验： 

1）填写台商资料和展品进口详细清单表：一式四份，加盖公章。（见附表） 

2）清单所列物品产品目录、说明书、宣传资料、小礼品等样品四份。 

以上资料和物品务必于 10．．月．15．．日．前，二份交至展览组织单位，二份交至本展指定承运商，

未提交审验的物品将不予入场．．．．．．．．．．．．．。敬请您提前做好准备，及时提交。 谢谢配合！   

 

  

     

  深圳市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中心  

                                                 2018年 7月 

注意：此通知和表格为台资企业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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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回收资料 A18              CIS 填报             截止日期：2018 年 10 月 15 日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台商资料和展品进口详细清单表 

附表： 

                           公司（公章）参展资料： 

                           公司   展馆：          展位号：            面积：       M2 

联络人           地址：                                            邮编：               

电  话：                       传真：                  E-MAIL：                                        

                                                         公司展品清单 
序

号 
货物名称规格 数量 单位 

单价 

（USD） 

总价 

（USD） 

重量 

（KG） 
展品处理方法 

               

               

               

               

               

               

               

               

               

               

*展品处理方法有：派发；消耗；回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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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参展商推荐海外客商信息表 

填表说明： 

1、被推荐海外客商须为 18岁以上、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人士，从事与高新技术产业相关

的研发、制造、销售、投资或采购工作，且可出具本人有效海外证件（国外护照及签证、

港澳通行证、台胞证等）； 

2、请准确、完整填写被推荐观众的各项信息，避免重复、漏项等情况的发生；电子邮箱

是大会联络观众的首选渠道，请务必填写其个人邮箱； 

3、请于 2018年 10 月 15日前，提交本表电子文档至 overseas@chtf.com； 

4、本表所录个人信息，仅供高交会专业观众服务使用，不作其他用途。 

展商名称（盖章）：                             参展合同编号：                

所在展区：                      展位号：     号馆      填表日期：           

序

号 
姓名 

护照号码

首四位 
工作单位 职务 电话 电子邮箱 

所在国家

/地区 

        

        

        

        

        

        

填表人：                填表人手机：              填表人邮箱：              

mailto:提交本表电子文档至overseas@cht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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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服务指引及报价类 

 

一、深圳会展中心展馆基本参数 

 

深圳会展中心展馆基本参数 

项 目 展馆设备设施参数 

总体布局 

1. 位置：深圳会展中心位于福田中心区正南端，与市民中心在同一条南北建筑轴线上，属

于深圳市中心区标志性建筑物，总占地面积 2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28万平方米。 

2. 交通：北临福华三路，南接滨河大道，西侧是益田路，东侧为金田路，交通便利；会展

中心地铁站距展馆 150米，人流可从东、西、北三个方向汇集到会展中心，南面的滨河

大道为快速干道，可作为货运主通道使用，但需限时上路；展馆共有停车位 1800个。 

展馆场地 

1. 共九个展馆，其中 7500平方米展馆 6个，可以任意组合，15000平方米展馆 2个，30000

平方米展馆 1个，共计 105000平方米；全部展场可搭建标准展位共计 6000个以上。 

2. 净空高度：馆内净高 13~28米。 

3. 展馆地面承载力：钢筋混凝土地面：5吨/平方米（1、2、3、4、7、8、9号展馆），3.5

吨/平方米（5、6 号展馆）。地沟盖板：荷载等级为汽-10（当汽车同一轴的两轮同时

压上盖板时，要求重量不超过 7吨）。 

4. 卫生间：位于展馆之间的主通道区域，按照座便 70%，蹲便 30%比例配备，采用感应式

充水系统控制，与国际管理接轨。 

会议场地 

1. 位置：其中一层有可容纳近 2500 人的多功能厅，设有贵宾室 4间；三层有贵宾室 2间、

100人小型会议室 2间、五层有 1200人的多功能会议厅 1间；614人阶梯会议厅 1间；

贵宾室 5 间；可分隔组合的 800 平米活动厅 2 个、200 人会议厅 2 间、150 人会议厅 1

间、100 人以下会议室 4 间；6 层有 300 人会议厅 3 间、120 人会议室 1 间、贵宾室 3

间。 

2. 设施：有现场控制系统、音响系统、发言系统、同声传译系统、投影系统等。 

电  梯 
总计 136部，其中手扶电梯 82部（室内 62部，室外 20部），直升客梯 40部（含消防

电梯 16部），观光电梯 10部，液压电梯 4部。 

供展位 

电力 

概况 

展位箱分布：地沟出线箱横向 6米，纵向 10米分布。 

容量配置：每个出线箱容量为 25KW/3P—50KW/3P，可供 1 个 30KW/380V 和 3 个

16KW/380V及 6个 3KW/220V 的国际展览标准模式电源接口。 

参数 

电压等级为 380V/220V（±10%），频率参数为 50Hz（±1%）（提醒：1、不同于

以上等级参数请自带调节设备；2、因国家电网瞬间波动所带来供电质量的影响

缺陷，不在此范围。） 

展馆亮度 
概况 正常照明、事故照明间隔分布，以配合自然采光天窗。 

参数 照度为：300lx—400lx (勒克司 lx)。 

悬挂点 
1. 在展馆天花东西方向 500mm×1000mm的檩条（小横梁）上，每 6米的间隔距离设有悬挂

吊环。 



第二十届高交会参展商手册 

61 
本手册适用于 1 号馆 IT 展，2 号馆节能环保展、新能源展、绿色建筑展、新材料展 

2. 每个悬挂点的设计承载为：35Kg（静载）。（禁止利用悬挂点来对展位结构稳定性进行

依靠搭接。） 

给排水 每隔横向 6米，纵向 10米的方格范围内配置给水点（管径 1寸）和排水点（管径 4寸）。 

消  防 火灾报警系统，自动喷淋系统，防排烟系统，水炮系统，消火栓，手提灭火器。 

空  调 

概况 
总容量达到 13600冷吨的 8台进口主机配合 54台 10.8万 m

3
/h风量的风柜机分布

于地下层。 

参数 
温度可控制在 23 度 27 度之间, 相对湿度 50％－65％, 气体流速每秒 0.2－0.3

米。 

供  气 

概况 

2 号展馆可提供中央压缩空气，各供气点分别分布在展厅地面每隔 6m×10m 的面

积范围的地沟内，每个供气快速接口的供气压力为：0.6Mpa；其它展馆均无中央

压缩空气系统，需使用移动空压机。 

参数 
2 号展馆中央供气技术参数如下：供气压力范围 P=0.6-0.8Mpa ，气体中粒子大

小≤20μm ，粒子浓度≤10mg/ m
3
 ，最大含油量≤3PPM ，露点温度-20℃。 

通讯网络

系统 

1. 地沟出线箱横向 6 米，纵向 10 米分布,每个出线箱配置分别设有 8 个信息接口(语音，

数据)。 

2. 由中国电信提供语音接入的国内/国际电话交换容量 6000 门。 

3.  由中国电信提供不同带宽的 Internet 网接入服务，办理地点 205服务台。 

4.  地上/地下无线对讲系统信号达到无缝覆盖。 

有线电视 
地沟出线箱横向 6米，纵向 10米分布,每个出线箱配置均设有 1个有线电视接口可通过有线

电视网络接驳数字信号、模拟信号。 

广播系统 覆盖展馆 

应急照明 覆盖展馆 

租赁服务 一般设于 2楼（7.5m）综合服务区的主通道内,必要时于展厅内设租赁服务台。 

 

二、高交会信息服务平台（CIS）和手机APP简介 

高交会信息服务平台（CIS）是高交会为加快信息化建设，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提高参展参会实

效而专门为参展商、专业观众、投资商、项目方和媒体等打造的一站式信息化网络服务平台。CIS 充

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二维码等技术打通 PC端与移动终端的界限，将高交会进行线上与

线下的智能结合，进而实现参展商、专业观众、投资商、项目方等角色之间的高效互动与精准对接。

其主要功能和特点如下： 

（一）关于 CIS 

1、参展商可以通过 CIS系统提交参展的各种资料（会刊信息、办证资料、评奖资料等）； 

2、大会为每一家参展商提供了网上展示的网页供专业观众查看，参展商可以通过 CIS系统自助管

理展示的内容，专业观众对感兴趣的展品可以通过 CIS和参展商交流互动或给参展商留言； 

3、每一个参展商拥有一个 CIS系统的账号，账号由参展商的上一级单位提供（即：展区的用户由

大会提供；展团的用户由展区的管理员生成；参展商用户由展区或展团的用户提供）； 

4、CIS系统将审核通过的参展商资料制作会刊资料； 

5、参展商提交的评奖资料通过逐级审核，符合条件的参展商参与展会评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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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展商用户可以通过 CIS系统下载二维码，以便在其它展示的地方使用。 

（二）关于手机 APP 

1、手机 APP，即高交会智能商务秘书（移动端 CIS），具备搜索大会资讯、收藏目标展商、定制

专属日程、获取参观路线、智能全馆导航、提交产品信息等功能。 

2、手机 APP支持苹果和安卓两大主流系统。 

3、参展商和专业观众可使用高交会 CIS系统的帐号登录使用 APP。 

 
三、第二十届高交会主场承建商服务指引及报价 

第二十届高交会 1 号展馆信息技术与产品展，2 号展馆节能环保展、新能源展、绿色建筑展、新

材料展指定承建商为深圳市华毅东方展览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毅东方展览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国内、国际展览会设计、承建的专业公司。作为本次的

主场承建商，可为展会提供专业设计、搭建等服务，公司将秉承丰富的施工经验，诚信守诺的原则，

为参展商提供优质的展览工程服务。 

 

请特别注意：所有过期（2018年 10月 25日后）申请的展具、电力需额外缴付百分之二十附加费，

而 2018年 11月 08日当日或以后或现场之申请，附加费为百分之三十。 

 

如空地参展商需要特别设计搭建，请联系我们 

联系人：任振彪 0755-23482876 13925277240   653200299@qq.com 

        罗春全 0755- 88914587  13246622338   7617644 @qq.com 

        李  佳 0755-23995273  15889407013   362032858@qq.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保税区绒花路 99号长平商务大厦 273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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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主场承建商回收资料 

表格 B1-B12请填报给深圳市华毅东方展览有限公司 

序号 截止时间 反馈资料和表格 页码 反馈收集人 备注 

B1 10 月 25日 特装展位搭建委托书 P67 
按表格指示反馈

和联系 
有需求才填报 

B2 10 月 25日 特装展位施工及消防安全责任书 P69 
按表格指示反馈

和联系 
有需求才填报 

B3 10 月 25日 特装展位进馆施工申请表 P71 
按表格指示反馈

和联系 
有需求才填报 

B4 10 月 25日 特装展位使用项目申请回执表 1 P73 
按表格指示反馈

和联系 
有需求才填报 

B5 10 月 25日 特装展位使用项目申请回执表 2 P75 
按表格指示反馈

和联系 
有需求才填报 

B6 10 月 25日 特装展位使用项目申请回执表 3 P77 
按表格指示反馈

和联系 
有需求才填报 

B7 10 月 25日 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 P79 
按表格指示反馈

和联系 
有需求才填报 

B8 10 月 25日 展台展馆费用发票信息采集表 P81 
按表格指示反馈

和联系 
有需求才填报 

B9 10 月 25日 标准展位门楣字确认单  P83 
按表格指示反馈

和联系 
有需求才填报 

B10 10 月 25日 标准展位家私租凭表 P85 
按表格指示反馈

和联系 
有需求才填报 

B11 10 月 25日 标准展位家私租凭表 P87 
按表格指示反馈

和联系 
有需求才填报 

B12 10 月 25日 标准展位家私租凭表 P89 
按表格指示反馈

和联系 
有需求才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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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位报馆搭建说明 

尊敬的参展商及搭建单位: 

您好！欢迎参加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特装展位施工时间如下： 

 

特装展台管理事项----特装搭建商参展商须知                             

特装展台——特装入场施工手续 

 

 

 

 

 

特装布展流程       搭建商到达展馆后，将布展车辆停入大会指定停车处 

 

 

展前申报并已办齐所有手续的      展前申报但未办齐所有手续的         展前未申报的 

 

 

                                          

 

 
 
 
 

 
 

 

安排 日期 时间 备注 

布展 

2018年 11月 08日 12：00 凭布展证入场。 

2018年 11月 13日 8:30－14:00  
凭高交会组委会颁发的有效证件（如参

展商证、工作证等证件）入场。 

2018年 11月 13日 14:00后 具体封馆安检时间等大会通知 

参展 2018年 11月 14日－18日  凭高交会组委会颁发的有效证件入场。 

撤展 

2018年 11月 18日 18:00－24:00 撤展准备及撤展 

2018年 11月 19日 8:30-17:00 撤展结束 

参展商出具《特装展

位展台搭建委托书》，

督促搭建商按期办理

施工申报手续 

搭建商提交各项表

格、资质文件、图

纸，按规定办理申

报手续 

交纳施工管理 

费、电费、施工 

证费、值班证费等

各项应缴费用 

交纳施工押金 领取施工证、值

班证及车证 

持付款通知单及汇款底单复印件，至

大会现场施工服务处办理进场手续    
至大会现场施工服务处补齐应办手续 至大会现场施工服务处进行现场申报 

按照现场管理价格缴纳费用 

                                               领取施工证，值班证，车证（现场指定位置） 

布展车辆凭车证进入卸货平台 施工人员佩戴安全帽，凭施工证入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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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位报图及报馆要求说明： 

◆二层结构展位须有国家一级结构工程师结构审核报告，并加盖国家一级结构工程师印章。二层

结构展位须提供详细的内部结构图纸。 

▉ 展台设计图纸具体要求 

 

▉ 所有特装搭建商办理申报手续需提交的报馆文件清单 

序号 表格名称 
备注 提交方 

表格编号 盖章 原件 参展商 搭建商 

01 特装展位展台搭建委托书 附件 1 √ √ √ √ 

02 特装展位施工安全责任书 附件 2  √  √ √ 

03 特装展台进场施工申请表 附件 3 √ √ √ √ 

04 特装展台项目申请回执表格（按需填写） 附件 456 √ √   

05 施工单位资质证件（抱括 1.法人授权委托书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施工单位法人及施工

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4.特种作业人员（电

工）技术证书复印件 

附件 7 √ √   

06 特装展台展馆费用发票信息采表 附件 8 √ √  √ 

07 展台设计图纸  √ √  √ 

备注：1.图纸通过审核,并提交报馆资料后，我们将根据您提交的报馆文件出付款通知书发送邮件到您提交报馆资

料的邮箱，请注 意查收。,需于三个工作日内付款. 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络确认, 

          2.所有费用、押金全部缴纳后方可领取施工证件。 

    如有疑问，欢迎致电主场承建商-----深圳市华毅东方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传真 邮箱 

张熙 0755-82782877 13510525871 0755-82542150 szhydf@qq.com 

罗春全 0755-89914587 13246622338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保税区红花路 99 号长平商务大厦 2733 室 

 

图纸清单 图纸要求 提交介质 

效果图 需正面图、侧面图、俯视图,内部结构图 

 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前提交

电子文件至：

szhydf@qq.com 审核合格

后，打印彩色图纸 2 套，加

盖公章后快递至主场服务

公司 

 

平面图 需用米字格标注尺寸 

立面图 需用米字格标注尺寸 

施工图 需标注详细尺寸及搭建材质 

电路图 

展位配电平面图和配电系统图。注明用电性质、用电总功率、总开关和各

级保护开关的额定电流和电压等级；注明用电器的种类、规格、数量、功

率；注明必须配置的漏电保护器（不大于 30mA）和断路保护器的规格、

型号；注明所选用电线（缆）材料的型号、规格；注明展位总配电箱位置

和各类用电器安装位置；注明电气线路敷设方式；注明展示用舞台调光设

备和扩音设备的用电峰值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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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承建商（华毅东方）回收资料 B1    截止日期：2018 年 10月 25日 

 

特装展位搭建委托书 

    我公司为 2018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展位号                  

搭建面积             平方面,展位长          米,宽              米，高             米 

现委托                                           公司为我公司展台搭建商, 

且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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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搭建公司已同本企业签定相关搭建合同,确保展台安全施工及正常运行; 

3. 我公司已明确主办单位施工管理相关安全细则,并通知我公司指定搭建公司在现场确保施工安

全; 

4. 配合主办单位主场服务商对展台安全进行监督,如违反场馆相关施工安全规定,主办单位及主场

承建单位有权对展位进行处罚; 

5. 对搭建商进行监督,若违反主办单位施工管理相关规定,主办单位及主场承建单位有权追究我公

司及我公司指定搭建商一切责任. 

6. 因违反施工管理规定，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和责任，由相关责任方负责，并承担由此给组委

会、主场服务商和展馆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 

 

 

 

          参展单位(盖章):                                             搭建公司（盖章）： 

          代表授权签字:                                              代表授权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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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承建商（华毅东方）回收资料 B2    截止日期：2018 年 10月 25日 

特装展位施工及消防安全责任书 

（适用：参展商或特装承建公司） 

为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

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进一步落实展会安全责任，加强展会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根据展会实际情况，特签署此“特

装展位施工安全责任书”，并认真履行我方责任，确保展会施工安全。具体责任如下： 

1. 根据消防法第十三条，确定             公司负责人：           （先生＼女士）自 2018  年 11 

月 08 日起至  2018 年 11  月 19 日为 2018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号馆               

展位（展位号：              ）的施工现场安全责任人，对该单位施工现场发生的安全事故和该单位施工人员

在展会施工过程中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负责。该施工单位对所在施工现场发生的安全责任事故和该单位施工人员所

引起的安全责任事故，所造成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2. 施工单位必须是经国家工商部门注册，并拥有国家认可施工资质的施工企业，并保证其在业务允许范围内施工作

业。参展单位对因所聘用施工单位达不到施工资质而造成的所有后果负责。 

3. 施工单位必须在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和深圳市关于消防安全和施工安全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遵守深圳会展

中心关于施工消防安全和展位搭建安全的各项规定，并对其违章作业而造成的所有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4. 施工单位所使用的设备、工具必须达到安全要求，所有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施工单位必须根据施工现场

作业情况，配备足够数量的消防器材。 

5.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设计工艺规范施工，并在登高、吊装等危险作业中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保证施工人员人

身安全。 

6. 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所采用的施工材料必须符合展馆消防和结构安全要求。展览会组委会、主场承建商及展

馆安全管理人员有权依照会展中心相关规定对不符合要求的搭建材料进行处置，并对所造成的后果不承担任何责

任。 

7. 展馆工作人员将在展期协助展会组委会组织现场安全检查，对现场查出的不符合安全规定的施工行为有权要求其

整改，如施工单位在规定期限内不能完成整改，将采取警告、停止施工用电、清理出场等措施。 

8. 展览会组委会、主场承建商及展馆安全管理人员有权在检查中要求施工单位出具其大内的营业执照和相应的施工

资质证明，对达不到施工资质要求的施工单位将责令其停工并清理出场。 

9. 如在施工期间出现各种消防、治安及其它意外事故，施工单位应在第一时间通知现场管理人员，并有义务先行采

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控制事态进一步扩大。 

10. 如施工期间，展馆管理人员发现有施工人员偷盗、损坏会展中心财物、擅自进入或破坏会展中心设置的封闭区域

等违反会展中心管理规定的行为，会展中心有权视情况严重程度，采取警告、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等措施。施工单

位必须负责承担其行为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会展中心同时拥有根据备案情况，取消相应施工单位今后进入会展

中心施工资格的权利。 

11. 《关于特装展位图纸审核工作的通知》中的各项要求适用于本责任书。 

12. 本责任书一式叁份，会展中心、主场承建商、各展位参展商或承建商各存一份。 

     承建单位（盖章）：                         参展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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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承建商（华毅东方）回收资料 B3    截止日期：2018 年 10月 25日 

 

                  特装展位进馆施工申请表 
 

展会名称:     2018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参展商  电话  

搭建商  电话  

施工地点 展馆号: 展台号: 

施工人数 
电工:                  木工:                 其它工种: 

总人数 

现场安全负责人 姓名: 手机: 

搭建材料:   

展期用电(千瓦)   

申报人 姓名: 手机: 

需知: 

为了共同营造高雅、专业的展会氛围，保持商贸洽谈环境，本公司在交易会期间，注意控制展台音响的音量（按照会展

中心规定：展台音响不得超过 50 分贝，以会展中心在展台内音量检测仪的检测结果为准），配合主办单位做好管理协

调工作，如发生超过两次规定音量的情况，愿意接受主办单位处理意见。（如发生超过规定音量的情况，主办单位将会

同会展中心、主场搭建商发出口头意见及书面警告两次，两侧警告后仍然没有改变，视情况作出展台内断电）。 

施工单位需自已配带灭火器,遵循每 50 平方米配备 1 个灭火器的原则.所有施工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帽; 

展位不得高于或低于各馆规定的标准高度;不允许有全封顶结构;搭建商严格安照图纸施工; 

膜结构,网格布,地毯必须提供防火检测报告,不能使用弹力布,遮光布,聚胺脂,纱制品以及不符合消防规定的材料 

电箱半米内不能存放任何可燃物; 

施工单位若有高空作业则需要提交高空作业证复印件,并配带安全带,采用高挂低用的方式,且下方须有人员临护(需配带

安全帽及安全带); 

搭建商在搭建完毕(搭建期间的每天)及展览(展览期间的每天)务必关闭本展位的电源; 

搭建单位不允许往场馆任何位置遗弃任何水,废弃物,搭建材料等; 

施工方需要严格按照国家关于展览,展销活动的相关规定,以及展馆关于展台施工安全的管理规定进行施工; 

在报馆审图,进场搭建及展览期间,凡由展馆运营部,安保部,消防部门,主办单位及主场承建公司对展台提出的任何整改意

见,施工单位必须第一时间进行整改,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施工单位承担; 

★ 注:检测报告以省市级建筑材料防火检测行政单位出具的报告为依据(不低于 B1 级防火标准),不得超过有效期,材料最

终审核结果以消防局最终检查为准. 

施工单位需将带漏电保护装置的电箱接至展馆接出的电箱,展馆方检查合格后,方给予送电. 

                                                                                                

参展单位盖章：                                  施工单位盖章：   

代表签名：                                      代表签名 ：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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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适用于 1 号馆 IT 展，2 号馆节能环保展、新能源展、绿色建筑展、新材料展 

主场承建商（华毅东方）回收资料 B4    截止日期：2018 年 10月 25日 

特装展位使用项目申请回执表 1 

 

 

公司: 展位号: 

负责人: 电话: 

日期: 签名及盖章 

1.1 特装展位押金及管理服务 

项目 规格 数量（填数字) 金额 

管理费 ￥20.00/㎡   

施工证件费 ￥10.00/个   

审图费用（超时） 2018年 10月 25日截止日后，逾期费用 1000 元/展台 

施工安全及清洁押

金 

100 ㎡以下（含 100 ㎡） ￥10000.00/展期   

200 ㎡以下（含 200 ㎡） ￥15000.00/展期   

200 ㎡以上 ￥25000.00 展期   

特装展台撤展规定 

1）撤展时间：2018 年 11 月 18 日 18:00-24:00；2018 年 11 月 19 日 8：30—17:00 

2）押金返还规定：搭建及撤展期间请不要把展品，展具，装修材料等堆积在展馆内外通道和出入口处，自觉遵守布撤

展期间的搭建安全及清洁规定。撤馆时施工单位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将所有参展及搭建物资撤出展馆，严禁堆放在展

位或展览中心院内及展馆周边区域，违反此规定将扣除全部押金。 

3）展台清理完毕后，必须开具展台清洁合格确认单办理清退施工押金手续。 

4）清退施工押金规定： 

    现金缴押金的搭建商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30 日，持展台清洁合格确认单及押金收据到主场公司退还施工押金。 

     汇款押金到公司账号的搭建商，提交展位清洁合格确认单后，展会结束后一个月内退回原汇入账号 

延时费用 

 17：30-22：00 22：00以后 申请时段 

36-72平方 23.00元/平方米 23.00元/平方米  

73-100平方米 22.00元/平方米 22.00元/平方米  

101 平方米以上 21.00元/平方米 21.00元/平方米  

1) 参展商或搭建商应于 16:00 前申请； 

2) 原则上不允许参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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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米的按 36 平方米计算 

5) 在特殊情况下：24：00 后的加班费 20 元/平方米/2 小时 

延 时 时 段 服 务 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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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承建商（华毅东方）回收资料 B5    截止日期：2018 年 10月 25日 

 

特装展位使用项目申请回执表 2 

公司: 展位号: 

负责人: 电话: 

日期: 签名及盖章 

 

 

 

2.1电力接驳及网络服务 

名称 规格 单位 
单价 

(单位:人民币) 
数量 备注 

动力电源 

(展期用电) 

15A/380V 个 1800.00   1.所有过期（2018 年 10 月 25日后）之

申请需额外缴付百分之二十附加费，而

2018 年 11 月 08 日当日或以后或现场之

申请，附加费为百分之三十。 

2..照明电源与机器电源分开申报严禁

混用，违反此规定将从重进行处罚  特

别提醒：对于故意瞒报、少报、漏报用

电功率行为，将视情节轻重给予 1-2 倍

处罚，如因此产生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事故，还将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 

3.高速宽带接入主网服务：请于现场深

圳会展中心统一由中国电信处办理相关

手续。 

4.参展商如遇租用表格内未有列出的物

品，可直接向主场承建查询。  

5. 发 票 事 宜 请 咨 询 本 公 司  

0755-23993574   

20A/380V 个 2500.00  

30A/380V 个 3300.00  

60A/380V 个 6000.00  

100A/380V 个 11400.00  

150A/380V 个 16500.00  

照明电源 

(展期用电) 

10A/220V 个 750.00  

15A/220V 个 1150.00  

20A/220V 个 1850.00  

30A/220V 个 2300.00  

60A/220V 个 3700.00  

临时用电 

(施工搭建用

电 2 天）天起

用) 

15A/220V（每增

加一天 220 元） 
个 440.00  

15A/380V（每增

加一天 280 元） 
个 560.00  

收款单位：深圳市华毅东方展览有限公司 

开户行：  招商银行深圳景田支行 

收款帐号：812482789410001 

以上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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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承建商（华毅东方）回收资料 B6    截止日期：2018 年 10月 25日 

特装展位使用项目申请回执表 3 

公司: 展位号: 

负责人: 电话: 

日期: 签名及盖章 

3.1水力接驳 

序号 项目 规格 价格 数量 

1 

固定给水 

DN15mm(4 分) 1350 元/展期  

2 DN20mm（6 分） 1500 元/展期  

3 DN25mm（1 寸） 1800 元/展期  

4 
固定排水 

DN40mm（1 寸半内衬钢丝胶管） 600 元/展期  

5 DN20-25mm（6 分内衬钢丝胶管） 900 元/展期  

6 临时给水/小时 DN20-25mm（6 分胶管） 200 元/处  

7 临时排水/小时 DN40mm（1 寸半内衬钢丝胶管） 200 元/处  

备注： 

1.如同时需要排水,按 200 元/点· 

 2.室外用水每个接点加 100 元材料费、安装费 

 3.所有过期（2018 年 10 月 25 日后）之申请需额外缴付百分之二十附加费，而 2018 年 11 月 08 日当日或以后或 现场

之申请， 附加费为百分之三十。 

3.2压缩空气接驳 

B 中央供气（本服务项目只适用于 2 号馆中央供气，由展馆指定技术人员接驳） 

序号 种类 价格（元/展期） 备注 

2.3.21 300 升/分 900 
1．中央供气技术参数如下：供气压力范围 P=0.6-0.8Mpa 气

体中粒子大小≤20μm 

粒子浓度≤10mg/m3
 最大含油量≤3PPM  露点温度-20℃ 

2．展馆提供的压缩空气质量在以上技术参数范围内,超出此

范围的需求请客户自行携带压缩空气设备或增加附属处理设

备。因客户接驳自带设备造成的压缩空气质量问题由客户自

行负责。 

2.3.22 600 升/分 1200 

2.3.23 1000 升/分 1500 

备注： 

1.所有过期（2018 年 10 月 25日后）之申请需额外缴付百分之二十附加费，而 2018 年 11月 08 日当日或以后或现场之

申请， 附加费为百分之三十。 

2.如客户要求中央供气系统提前供气，须由主（承）办单位向展馆提出申请，并按提前时间缴纳开机费用。每提前 4

小时按本次展会中央供气租赁总价的 20%计费，不足 4 小时按 4 小时计费，依此标准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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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承建商（华毅东方）回收资料 B7    截止日期：2018 年 10月 25日 

  

法 人 授 权 委 托 证 明 书 

 

 

字第              号 

  

兹授权                     同志，为我方                      代理人，其权

限是：                                                               

授权单位：             （盖章）法定代表人                 （签名或盖章） 

 

有效期限：至      年     月    日             签发日期： 

 

附：代理人性别：      年龄：    职务：       工作证号码： 

 

营业执照号码：                           经济性质： 

 

说明：1、委托书内容要填写清楚，涂改无效。 

2、委托书不得转让、买卖。 

3、将此委托书提交对方作为合同附件。 

 

此处粘贴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背面粘贴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施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施工单位电工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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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承建商（华毅东方）回收资料 B8    截止日期：2018 年 10月 25日 

 

展台展馆费用发票信息采集表 

展 馆 费 用 可 开 具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及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请 需 要 发 票 的 单 位 按 需

要 填 写 下 方 表 格：  

 
 

 

 

 

一、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 

参展企业名称  展位号： 

发票开票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发票金额  

联系人  电话： 

需提供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通知书，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副本等复印件 

二，增值税普通发票开具： 

参展企业名称  展位号： 

发票开票名称  

发票金额   

联系人  电话： 

三．如需邮寄发票请填写以下内容（顺丰到付邮寄） 

收件人姓名  电话： 

收件地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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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承建商（华毅东方）回收资料 B9    截止日期：2018 年 10月 25日 

 

标 准 展 位 门 楣 字 确 认 单  

 

请返回至： 

深圳市华毅东方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人：全宜华   13590159183 

电话：0755-23919772 传真：0755-82542150  E-mail:284798542@qq.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保税区红花路 99 号长平商务大厦 2733 室  邮编：518026 

 

截止日期：2018 年 10 月 25 日 

 

 

此确认单请直接传真至主场承建商——深圳市华毅东方展览有限公司 

 

备注： 

请将门楣上出现的公司名称清楚打印在以下表格中，中文控制在 14 个文字内，英文控制在 25 个字母以内。请立

即回传至北京华毅东方展览有限公司 

中文文字:   

 

 

             

 

英文文字: 

                

                

提交： 

 

 

参展公司：                 展台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E-mail：  

签字：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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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承建商（华毅东方）回收资料 B10    截止日期：2018 年 10月 25日 

标准展位家私租凭表 

公司: 展位号: 

负责人: 电话: 

日期: 签名及盖章 

 

备注：所有过期（2018 年 10月 25 日后）之申请需额外缴付百分之二十附加费，而 2018年 11月 08 日当日或以后或现场

之申请，附加费为百分之三十。- 图片仅供参考，样式及尺寸以现场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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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承建商（华毅东方）回收资料 B11    截止日期：2018 年 10月 25日 

标准展位家私租凭表 

公司: 展位号: 

负责人: 电话: 

日期: 签名及盖章 

 

备注：所有过期（2018 年 10月 25 日后）之申请需额外缴付百分之二十附加费，而 2018年 11月 08 日当日或以后或现场

之申请，附加费为百分之三十。- 图片仅供参考，样式及尺寸以现场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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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承建商（华毅东方）回收资料 B12    截止日期：2018 年 10月 25日 

标准展位家私租凭表 

以下内容请申请单位填写: 

公司: 展位号: 

负责人: 电话: 

日期: 签名及盖章 

 

项目编号 描述 单价/元 数量 金额 

     
可选壁挂/移动支架式 

42 寸等离子电视机 1200 

  

     
可选壁挂/移动支架式 

46 寸等离子电视机 1600 

  

  
可选壁挂/移动支架式    

52 寸等离子电视机 2000 

  

     
可选壁挂/移动支架式    

60 寸等离子电视机 2400 

  

 

备注：所有过期（2018 年 10月 25 日后）之申请需额外缴付百分之二十附加费，而 2018年 11月 08 日当日或以后或现场

之申请，附加费为百分之三十。 

- 图片仅供参考，样式及尺寸以现场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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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十届高交会主场承运商服务指引及报价 

 

 国内展商若自行运输的展品货物需展馆代收，请咨询： 

深圳会展中心 1展馆 8号门 1109室   

陈忠春 TEL：0755-82848646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国内储运服务 

1.展览品代理收货服务 

序号 项目 规格 价格 备注 

1.1 代收展品服务费 票 100/票 参展商需要展馆代收展览品的收取此费用 

1.2 仓库卸货费 m
3
 20 元/ m

3
 展馆代收展品的，收取卸货费 

1.3 展品存储费 m
3
 20 元/ m

3
/天 存入之日起开始计费 

备注：1.境外参展商请选择主（承）办单位指定的境外展品承运商受理相关展品运输事宜，会展中心不提供境外展品代收

服务。 

      2.会展中心作为代收展品服务商，不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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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参展商需选择信誉好有资质的物流公司提供长途物流服务，并要求其提供送货上门服务，会展中心只负责在仓库

门口收货，相关运输所产生的费用请参展商发货时与物流公司结清，会展中心不提供代付运费服务。 

4.代理收货服务在布展前一天截止，布展、展期不再提供代理收货服务。 

5.以上收费项目最少 1 个计量单位起计。  

6.发货到会展中心的展品，请在展品外包装上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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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收货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深圳会展中心 1 号馆 8 号门 1109      邮编：518048 

       联系人：陈忠春  联系电话： 0755-82848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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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3
 将展品送至展台 

2.2 展品进馆服务 m
3 90 元/ m

3
 卸车并将展品运送至展台、就位 

2.3 拆箱费 m
3 30 元/ m

3
 设备拆底托按照此价格执行（按设备体积） 

2.4 装箱费 m
3 30 元/ m

3
 设备装底托按照此价格执行（按设备体积） 

2.5 空箱搬运费 m
3 40 元/ m

3
  空箱由展位运送至空箱仓库  

2.6 空箱存储费 m
3 10 元/ m

3
/天 存入之日起开始计费 

2.7 展品存储费 m
3 20 元/ 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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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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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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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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展商展品运输请联系大会主场承运商 

 

 

 

 

 

 

 

 

 

 

 

 

 

 

运输指南 
 

APT SHOWFREIGHT SHANGHAI CO., LTD. SHENZHEN BRANCH 

上海安普特物流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Room 3310-3311,Block C, Royal Plaza, 3008 Yitian Road,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P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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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深圳会展中心 

中国，深圳 

2018年 11 月 14至 18日 

mailto:Jacky.xue@aptshowfre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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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货运安排指南 

我们很高兴地通知：上海安普特物流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已经被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

果交易会展览会主办方指定为唯一运输代理。参展商和您的代理均可就展品运输至深圳事宜与我司联

系咨询，鉴于对运输规则的误解可引起运期耽搁和增加额外费用，敬请展商仔细阅读本运输指南，以

使展品运输顺利进行。 

2. 货运途径及收货人  

所有展品必须集合于香港后转运往深圳。海运或空运货物必须以预付运费形式托运到以下收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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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ignee: 

APT Showfreight  Ltd 

31/F, Morrison Plaza, 9 Morrison Hill Road, Wanchai, Hong Kong  

TEL:(852)28770150 

     TRN: 39187564 

 

Notify: same with consignee  

China Hi-Tech Fair 2018 

Exhibitor Name: XXX Booth No.: XXX 

3. 货物抵香港的截止日期 

所有展品必需于以下限期内运抵香港。展品的装箱单必须在 2018 年 10 月 8 日前提供. 

 

- 经海运至香港港口   2018 年 10 月 24 日 

- 经空运至香港机场   2018 年 10 月 26 日 

- 香港本地提货及收货      2018 年 10 月 26 日 

货物在截止日期后抵达将增收运费的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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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货运通知及预报 

请紧守以下最后期限递交所需文件及货运通知予本公司。如因逾期而引致的一切后果和延误, 本

公司概不负责。 

货运货物一经付运, 请以传真或邮件通知本公司详细资料, 包括: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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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展品清单一份货物数量, 体积和重量 

TEL:(852)2877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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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保险单一份(如有) 

d.一份机器中文说明书  

出发及到达日期; 及 

货运通知最后期限: 

海运—货船到达前七日 

空运—航班到达前 48 小时 

5. 展览会货物清单文件，照片等  

展品清单表―此表乃中国海关当局核准，亦是为唯一受理的展品清单。所有展商均应将此表(以 

Excel格式)填回我司，请勿在装箱单上使用贵司或者代理的信纸。 

展品清单上应准确地列明展品的详情, 包括主要的部件和序号 (特别是电视机、计算器和高科技

设备) 并清楚列明主机及配件，样本，目录，展示材料和礼品等须注明具体的数量以及价值。 

展商必须提供〝商品代号〞,否则海关拒絶辨理。请以英文填写, 并于贵公司货物运抵香港之前十

日送到本公司。本公司会把装货清单翻译为中文。翻译费会连同运费及手续费一并列入帐单寄予贵公

司。 

 

注意：所有展品清单必须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前发送到本公司邮箱,逾期文件将有可能不能

辨理清关手续,本公司概不负责。 

6 .  印刷品 / 宣传资料  

中国外经贸部规定，对于广告宣传品 (如印刷及纪念品) 、技术信息资料等必须预先通过海关审

查并得到批准后方可在展览会上用于展示之用，参展商应避免使用任何使人误会西藏或台湾为国家的

文字。 

请参展者将资料样本（每样两份）和纪念品样品（两件），连同一张展品清单提前递交给安普特

物流有限公司。所有的这些送审样品都将预先交给中国海关检验，要求在展会开幕前一个月到达我司

深圳办公室。 

请不要寄任何 CD、VCD、DVD、幻灯片和录像带等至我司，尽管其只是用于展览目的。因为在

中国这些物品需要特殊的进口批文/许可证。 

此外，展商有可能要为有关资料、赠品或纪念品缴付入口关税，税额由海关估定。展览进口含酒

精的饮料，烟草和食品是中国海关禁止的。. 

7. 烟熏要求 

从 2006年 1 月 1日起, 所有木制包装材料必须在发货前在原产国进行熏蒸。包括木箱/板条箱, 

木制托盘, 木制框架, 木制桶和所有用来固定货物的木块, 木条, 木架等等 

 

确保木制包装材料已经完全经过热处理或甲基溴处理, 并确保在包装的外侧有明显的标记及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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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请参照以下详例) 

 

1. IPPC标记(  ) 

2. ISO国家代码 (XX) 

3. 国家植物检疫属授权的公司指定专用号码 000 (表明已经通过熏蒸) 

4. 熏蒸方式 – 经热处理“HT”或经甲基溴处理 (YY) 

 

 

为更好的配合这项新规定, 无论是空运, 海运, 还是快件货品在我司办理进口报关事宜时所有

的展商必须提供我司用贵司信笺打印的该项申明。 

 

正本包装证明还必须说明以下几点: 

 

1] 展商名 

2] 展台号 

3] 展会名称 

 

我司参展展品有 XX(件数)为木制包装, 已经在 XXX(原产国名称)经过熏蒸, 并有 IPPC 标记及相

应代码(正式的注册熏蒸号例如 XX-000 YY)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盖公司章 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有的木制包装如没有以上证明或相应标记将在回运时强制销毁或扔掉。 

  

对于非木制包装材料, 无论是空运,海运,还是快件货品货主必须提供一份非木制包装证明, 用

公司抬头的信笺并且有公司有权签字人的签名和公司章。 

8. 手提展品 

我们强力建议展商不要手提展品进入中国，因有可能导致货物被机场海关扣留。如发生扣货，请

展商尽快把海关扣单和展品清单交给我司现场工作人员，以便办理清关和提货手续。回运时，根据海

关规定，所有展品必须以货运渠道回运。 

9. 征税物品—经转香港 

香烟, 葡萄酒, 烈酒和碳氢化合燃油都是香港的应税商品。参展商将该等物品经香港转运中国须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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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本公司代缴的税款。 

10. 超重和超限展品 

如果你们有超重和超限展品，务必尽早到现场来进行就位操作。如果需要叉车或吊机来帮助安置

设备的话，务必尽早把你们的要求通知给我们，以便于我们可以提前安排。在接到展商的查询后我方

会提出报价。 

11. 保险 

展商需自行投保，保险范围需要涵盖展品从始发地发运到目的地，展会期间保险，直至展品送回

到发运地或者展品在当地售卖后的收货点，包括展品在安普特物流有限公司操作期间的保险。由于我

司的报价是根据货物的体积或重量计费的，与货物价值无关，因此不包括保险费用。 

 

我司可以根据展商的书面要求代办货物保险。 

12. 包装箱 

参展商要对包装不妥善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A) 避免损坏和雨侵 

由于展品在运输中反复被装卸，震动和撞击是不可避免的。此外，展品被多次置于室外，包括展

览前后在展览中心露天的放置，所以展商必须提前注意抵制损坏和雨侵。我们不承担任何损毁责任，

尤其是当回程展品可能被已经使用过的包装材料重新包装的时候（在有铝箔、塑料等包装的情况下，

很多时候在取出的过程中已经被损坏）。 

B) 包装箱 

包装箱必须要坚实到足以避免在运输和开箱时候的损坏，尤其是在展后的回程重装和销售。特别

对于贵重和精密设备来说，硬纸盒包装并不适用于重复运输。 

13. 唛头 

为了方便识别，所有货物外包装上必须印上如下唛头 

China Hi-Tech Fair 2018 

 C/O APT Showfreight  Ltd 

 Name of Exhibitor :  _____________________ 

 Stand Number  :  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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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Number  :  _____________________ 

 Gross Weight/Net Weight :  _____________________ 

 Dimensions  :  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报关 

我司将代理展商报关，但有时需要展商到场。鉴于海关要求展览会指定运输代理负责对所有展品

的管制 ; 展商不应在未通过我司向海关取得批准前将展品带离展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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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得到海关批准，一般展品从抵达中国起

计算最多可存放一个月。期满后展品必须回运或安排完税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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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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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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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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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需特别注意以下海关规则： 

- 除了已申报的内容，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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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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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中国受管制的物品  

为了避免因展品中含有受中国政府管制的物品而导致被扣留，我们强烈建议展商在从所在国发运

展品前将展品清单/商业发票和装箱单传真或电邮至我司以备提前检查确认。 

 

如必要,我司可以协助展商代理申请必须的进口许可证, 但是任何情况下我司都无法保证进口许可

证申请可以获得批准。 

 

如需进口食品、饮品、光盘、手表、化妆品等货物入中国，即使是用作展览会展示用途，均须要

申请进口许可证。如未能得到中国海关准许及认可，此类物品将不能在展销会期间派发/品尝/售卖或消

耗。 

 

如果展商需要把任何的受管制的物品运往中国，展商必须在货物发运日期 30 天之前向我司提交如

下单据/信息 

a.产品目录/商品的小册子 

b.产品原产地/国签发的出口许可证 

c.原产地证书以及健康证明书 

d.商业发票和正表的装箱单 / 展品清单 

有关手续费及许可证申请费将另行报价。 

20. 香港受管制的物品  

根据香港海关条例，以下在香港转运的项目需要香港政府颁发的进口/再出口许可证。 

- 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以及他们的某些组成部分，濒临灭种的动植物种类。 

- 受管制的化学物 

- 受管制的药品 

- 应纳税品：蒸馏酒，烟草，烃油以及甲醇（在香港产生的税项将以实报实销的方式向展商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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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鲜/冷藏肉类 

- 光盘制作或复制设备 

- 无线电传播设备 

- 有战略意义的/高新科技/通信类的商品 

- 车辆 

- 纺织品，等等。 

如果需要进口/再出口许可证，展商必须在货物发运日期 14 天之前向我司提供如下单据/信息 

a.产品目录/商品的小册子 

b.产品原产地/国签发的出口许可证 

c.原产地证书以及健康证明书 

d.商业发票和正表的装箱单 / 展品清单 

21. 支付条款 

来程费用 : 提交账单之后，送货上展台之前。 

回程费用 : 提交账单之后，货物退运至目的地之前。 

 

所有费用不得因任何索赔，反索赔或补偿而减除或延期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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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公司条款 

安普特物流有限公司不会负责- 

a)任何被主办单位或中国海关拒绝于展览会售卖或陈列之展品 

b)任何展品售卖之税项 

c)任何于展会期间失窃的展品 

 

所有业务根据我们的“标准贸易条款”执行，全文供索取。 

在展览前、期间或展览后，无论全部或部分使用我司的服务，无论以口头、书面或行为方式所提

出的额外服务要求，都表示您已清楚并接受上述各项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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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运输及装卸服务收费表  

1.收货服务费  

收货服务费 USD60.00 /参展商 /票货 

 

2. 深圳报关费  

深圳报关费 USD30.00/参展商 /票货 

 

3. 基本运输费  

自安普特香港仓库至展位费或自展

位至安普特香港仓库费 

USD90.00 /立方米或 167 公斤，以两者之最大值计算 

拼箱最低收费 USD360.00 /参展商 /票货 

整箱最低收费 USD2070.00 /20 呎标箱;  USD4140.00 /40 呎标箱 

 

4. 码头服务费  

码头服务费(拼箱) USD30.00/立方米或 1,000 公斤，以两者之最大值计算 

拼箱最低收费 USD30.00 /参展商 /票货 

整箱最低收费 USD280.00 /20 呎 USD370.00/40 呎 

 

 

5. 香港机场操作杂费  

香港机场操作杂费 

USD0.30/公斤，1cbm:167kg 以实际或体积重量作计算， 

以两者之最大值计算 

空运机场操作杂费最低收费 最低收费:USD30.00 / 每参展商 / 每票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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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空集装箱拖回香港码头 /由香港码头提取空集装箱  

20 呎箱 USD280.00 /20 呎 

40 呎箱 USD380.00 /40 呎 

 

7.香港码头至 APT 仓库费用  

香港码头至 APT 仓库费用 USD15.00 /立方米或 1,000 公斤，以两者之最大值计算 

拼箱最低收费 USD100.00 /参展商 /票货 

整箱最低收费 USD250.00 /20 呎; USD300.00 /40 呎 

 

8.香港机场至 APT 仓库费用  

香港码头至 APT 仓库费用 USD0.20 /公斤，1cbm:167kg 以两者之最大值计算 

香港机场到 APT 仓库最低收费 USD100.00 /参展商 /票货 

 

 

9. 超重附加费  

展览品中有任何单一件展品(连包装箱计算在内)超过 3,000 公斤，我司将加收超重附加费如下： 

3001- 4000 千克 USD50.00 / 1000 公斤 

4001- 5000 千克 USD60.00 / 1000 公斤 

5001- 6000 千克 USD70.00 / 1000 公斤 

6001- 8000 千克 USD80.00 /  1000 公斤  

若有单件展品超过 8,000 公斤，或超过长 3.0 米 x 宽 2.2 米 x 高 2.2 米，请提前联系安普特物流有限公

司获取详细报价。 

10. 文件服务  

文件服务费 USD5.00/ 页，最低收费 USD20.00 /参展商/票货 

 

11.数据录入费用  

展览品清单的数据需要录入中国海关电脑。收费如下： 

数据录入费用 USD5.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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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香港进出 /口申报费用  

申报费用 0.05%的 CIF 价值 

最低收费 USD15.00/票货/次 

 

 

13.检验检疫费  

拼箱货 USD5.00 /件，最低收费 USD30.00 /参展商 /票货 

集装箱 USD100.00 / 20 呎箱; USD200.00 / 40 呎箱 

 

其它费用如熏蒸或卫生处理，我司将按实报实销向展商收取。另由于航空公司现在施行了更加严格的

安检规定并针对航空运输中的很多安全敏感物品要求磁性检验及消磁处理，如发生以上检验及处理我

司将按实报实销向展商收取。 

 

14. 贵重或危险品操作  
如展品中有贵重或危险品，展商须提前提供特殊表格声明。展商可向我司索取此表格，并在货物发运
前将填写完整的表格回传，我司将再另行报价。 
 
 
15.早到附加费  

海运拼箱 USD10.00  / 立方米 / 周，最低收费：USD30.00 

海运整箱 USD70.00 / 20 呎箱/ 天，USD140.00 /40 呎箱/ 天 

空运 USD0.20 / 10 公斤 / 天，最低收费：USD30.00 

 

 

16.ATA 单证册签注费  

如用 ATA 单证册，将收取额外的操作费： 

中国报关费 USD150.00/票/参展商 

签注费用 USD45.00/单证册/次 

从香港到深圳的操作费 将根据货物详细信息进行报价 

 

如用 ATA 单证册作临时进口，所有货物必须使用单独的 MAWB 或 B/L 发送。请在货物发运前咨询上

海安普特物流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如何在 MAWB 或 B/L 上正确填写发运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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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会名称 Exhibition: CHTF 2018 

展品装箱单及发票 

COMBINED COMMERCIAL INVOICE &PACKING LIST 

              
参展者: 馆号: 展台号: 第    页 

Name of Exhibitor: Hall No.: Stand No.: Page No.: 

箱号

Case 

No. 

外包装 

Packing 

货物名称规格择

要(中文)            

Description of 

Contents in 

Chinese 

材质 
货物名称规格择

要(英文)       

Description of 

Contents in 

English 

原产地国

家 

Country 

of Origin 

商品编码 

HS Code 

尺码 (长*宽*

高) 厘米 DIM 

(L*W*H) CM 

立方

米 CBM 

数  量     

Quantity 

毛  重      

Gross 

Weight 

(KG) 

净 重   

Net   

Weight  

(KG) 

单价   

U/Price  

US$ 

总价  

Total 

CIF  

US$ 

展品处理方法 (此项必须填写）

Disposals (Must Declared) 

Material 

A.  回运 Returned 

B.  出售 Sold 

C.  赠送 Given away 

D.  消耗 Consumed 

E.  放弃 Abandoned to Customs 

                                  

                 

                 

                 

                 

注：若展品是机械、电器或计算机产品，均须申报品牌、名称、型号及序号。同时必须清楚列明

在外箱包装      Remarks: The brand name, model nos., serial nos., must be declared if exhibits is 

machine, electric appliances or computer. Also, it must be shown on outside packing surface. 

 总体积 

TOTAL CBM 
0.00  

总重   

TOTAL 

G.W. 

    

总值 

TOTAL 

US$ 

0.00    

***重要事项:请附展品照片 Important notice: Please attach photos of ALL exhibits.*** 
  

We declare that the information given above is true and correct.我司声明以上所填报的所有资料均为真实及正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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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二十届高交会保险服务 

为了有效地预防展会期间的突发事故，减少由此带来的意外损失。主办单位提醒参展商购买保险。

入场前，参展商应确保已办理符合主办单位要求的有效保险单位，涵盖失窃、公共责任、财产破坏及其

后果、人身伤害及间接损失及此类其它风险。大会推荐的保险合作商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和深圳市多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1、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联系人：孔德才 电话：0755-25175649  15814409102  
邮箱：kongdecai@shenz.picc.com.cn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罗芳路南方大厦 A座 9楼。 

扫码购买 

展出面积 险种 保险金额（赔偿限额） 费率 保费 保险期限 

9 m
2
²   

展会责任保险 
累计/单次事故赔偿
50 万 每人每次赔偿

限额 50万 

1‰ 50 

展会期间（含布
展、展出及撤展
期间） 

9 m
2
∠X∠30 m

2
²  2‰ 100 

30 m
2
∠X≤50 m

2
 3‰ 150 

50m²∠X≤100 m
2
 6‰ 300 

100 m
2
∠X≤200 m

2
 1% 500 

X∠200 m
2
²  1.6% 800  

与展出面积无关，根据
客户投保金额计算 

财产一切险 10 万/每份 0.5‰ 50 元/每份 
展会期间（含布
展及撤展期间） 

备注：财产险一切险需根据实际保险金额投保。 

 

 

 

 

 

 

 

 

 

 

 

 

 

 

 

 

 

 

 

 

 

 

 

 

 

 

 

 

 



第二十届高交会参展商手册 

108 

本手册适用于 1 号馆 IT 展，2 号馆节能环保展、新能源展、绿色建筑展、新材料展 

扫码购买 

2、深圳市多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中国保监会批准成立专业保险机构，机构代码：203138000000800                          

联系人：袁锐波  电话：0755-88316366  13826559119   公司网址：www.szdowin.net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求是大厦西座 901 

 

代理保险方案（平安展览会责任保险） 

展位面积 0-50m
2
 50-200 m

2
 200-500 m

2
 500-1000 m

2
 

保险责任 套餐一 套餐二 套餐三 套餐四 

三

者

责

任 

每人赔偿限额 5 万 10 万 20 万 30 万 

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 15 万 20 万 50 万 80 万 

累计赔偿限额 50 万 100万 100万 150万 

免赔额 每次事故损失金额的 500 或 5%，两者以高者为准 

雇

员

责

任 

每人赔偿限额 5 万 10 万 20 万 3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 15 万 20 万 50 万 80 万 

累计赔偿限额 50 万 100万 100万 150万 

保费 300元 600元 1000元 1500元 

说明 
1.展会最长不超过 30天 

2.展位面积最大不超过 1000 平方米 

注：因参保展商众多，各展商须在布展期 5个工作日之前提交投保资料，以便成功投保，如另有需

求，可电话联系获取线下投保保险方案。
 

**案例：2005年 10月 17日 17时，第七届高交会撤展期间，参展商深圳某单位在撤展时展示架倒

塌，展场工人受伤，液晶显示器及相邻展位展品受损，由于该展商在展前以 200元保费投保财产险、公

众责任险、人意险的线下保险组合，因此获赔 138500元。 

 

 

 

 

 

 

 

 

 

 

 

 

 

http://www.szdowi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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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二十届高交会推荐酒店服务 

高交会推荐酒店及预订方式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指定接待商---深圳市捷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高

端展会服务的专业公司。展览会期间有一批专业队伍为您提供返程机票、酒店预订及租车、商务旅游及

其他展会解决方案等服务。 

 

星级 酒店名称 房型 
价格

（RMB） 
早餐 酒店地址 

酒店附近 到展馆距

离 地铁公交 

五星 深圳丽思卡尔顿酒店 豪华大床房 1800 单早 
深圳 福田区 福华三路 116

号  
会展中心 D 出口 470m 

五星 深圳皇庭 V 酒店 
雅致大床房 1250 单早 

福田区金田路 2028 号 
福田区金田路 2028 

号 
810m 

雅致双床房 1350 双早 

四星 深圳福青龙华天 
标准大床房 709 单早 

福田区彩田南路 2030 号 地铁岗厦站 D 出口 1.3km 
标准双床房 709 双早 

准五 深圳艺嘉国际 
高级大床房 448 单早 罗湖区文锦北 1010 号文锦

广场 A 座 
翠竹站 C 出口 10.5km 

高级双床房 448 双早 

四星 罗湖鸿丰大酒店 
高级大床房 450 单早 

罗湖区 春风路 3011 号 国贸 A 出口 8km 
高级双床房 450 双早 

三星 深圳友谊酒店 
A 座双床 370 双早 

罗湖区 嘉宾路 3013 号 国贸 E 出口 7.6km 
B 座双床 420 双早 

准四 深圳鹏威酒店 
豪华大床房 398 单早 

深圳 罗湖区 红宝路 15 号 大剧院 D 出口 8km 
豪华双床房 398 双早 

四星 楚天大酒店 高级双床房 570 双早 
深圳 福田区 滨河大道与新

洲路交汇处湖北大厦  
石厦地铁站 E 出口 2.4km 

四星 金碧酒店 商务双床房 500 双早 罗湖区 春风路 3002 号  国贸 A 出口 8.4km 

准三 深圳加来酒店 
豪华大床房 370 双早 深圳 福田区 福民路皇岗公

园街 8 号 
福民站 C 出口 2.1km 

豪华双床房 370 单早 

二星 兴华宾馆 

高级双床房 270 双早 

深圳 福田区 深南中路 2026

号 ，近燕南路 
科学馆 B 出口 4.3KM 高级大床房 270 单早 

豪华双床房 280 双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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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以上价格已包含酒店服务费及税项，所有费用将以人民币结算。 

2.以上价格为预付价，即阁下需预付房费作为房间担保，未付预付款的房间将不能预留。 

3.订房量每天达 10 间以上方可享用团队价格，具体价格请与大会指定旅游顾问联络。 

4、含车酒店为高交会的专线巴士，定时定点发车。（展会期间酒店大堂会有具体巴士时刻表）。 

5、预订方式： 

传统预订方式：电话、QQ、邮箱及传真 

联系人：李晓霞  服务热线：+86-755-82880055 /89   传真： +86-755-8836 4202  

QQ： 1472309660   邮箱：service@bestmeeting.net.cn 

在线预订 

电脑端在线预订网址：http://jl.miceclouds.com/bookingquery.htm?id=534 

微信端在线预订网址：http://wchat.miceclouds.com/m/hotelList.htm?activityId=534 

扫二维码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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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高交会广告项目报价表 
 

室 内 广 告 

名称 位置 规格（m） 单价（元） 备   注 

灯 

箱 

条 

幅 

一、二楼会展服务区小型灯箱：8 块 3.21×1.25m 20000 元/块 

 
二楼会展服务区中型灯箱：8块 5.92×1.825m 30000 元/块 

二楼会展服务区大型灯箱：4块 5.35×4.1m 40000 元/块 

现 场 展 馆 广 告 

名 称 位置和数量 规格（m） 单价（元） 备  注 

大型灯杆旗 展馆围墙绿化带: 140 杆（东南西北） 1×3m（w×h） 2500 元/杆  

落地气球 北入口广场水池平台（16 个） 球径 3m 以内 5000 元/个 

北广场的广告项目服从

大会组委会统一安排 

普通落地广

告牌 
北入口广场水池平台（8 块） 5×3m（w×h）（双面） 30000 元/块 

大型阶梯封

板广告 
展馆北广场阶梯：2 块 4.9×17.7m(w×h) 

120000 元 /

块 

喷 

绘 

广 

告 

展馆南面广告：8 幅 

（面向滨河路的南面展馆上方长条型广告） 
24×2.5m(w×h) 30000 元/幅 

9 号馆 5、6 号门 

1 号馆 5、6、9、10 号门 

2 号馆 5、6 号门 

展馆北面广告：6 幅 

（面向福华三路的北面展馆上方长条型广

告） 

24×2.5m(w×h) 30000 元/幅 
3、4、6、7、8 号馆 1 号

门；5 号馆 2 号门 

东入口长型条幅：1 幅 (面向金田路) 19.5×1.5m(w×h) 15000 元/幅 

 

 

 

东入口和西入口观光电梯广告：4 组 3×10.2m ×2 面 50000 元/组 

东西入口二楼平台南北外侧广告：4 幅 14.8×4.1m(w×h) 15000 元/幅 

东西入口正上方巨型条幅：2幅 23.5×11m(w×h) 100000 元/幅 

两侧大型 KT 板广告（1-9，1-2号馆之间通

道东西两侧）：8 幅 
23.44×7.08m(w×h) 80000 元/幅  

南北通道大型 KT 板广告（1-9，1-2 号馆的

连接通道中间南北两侧）：4幅 
28.84×18.88 m(w×h) 165000 元/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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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入口二楼序厅大型条幅广告：2 幅 4×14m 40000 元/幅 

各展馆 2 楼观展平台条幅广告：13 幅 26×1.2m 
20000 元/幅（单面） 

30000 元/幅（双面） 

各展厅扶手电梯侧广告：13 幅 
11.5×1.5m（金属表面） 15000 元/幅 

25000 元/幅（双面） 12.4×0.57m（玻璃表面） 

全彩 LED电子

显示屏广告 
主入口两侧大屏幕广告图：2台 11.3×8.5m 

300 元/次（每次约 2

分钟，20 次起步，

36000 元 6 天） 

928×728 像素，

图片 jpg 格式，

视频 mp4 格式 

 

印 刷 品 广 告 

名称 发行渠道 规格 单价（元） 可供数量 备   注 

高交会门票

全彩广告 

合作银行代售、                     

展会现场售票 
待定 1 元/张 

发行数量 30 万

张 

售票部份 9 万张，赠票

部分 21 万张 

指南页面整

版全彩广告 展馆咨询点、服务

台、参展商 

210×140mm（w×h）

(另加出血位每边

3mm) 

内页：10000 元 

封二：20000 元 

封三：16000 元 

封底：25000 元 

发行 6 万本  

导览图图中

全彩广告 
50×50mm（w×h） 5000 元/块 发行 10 万份  

会刊广告 
于展会现场发送给

观众 
120×215mm（w×h） 

彩色封二：78000 元 

彩色封三：68000 元 

彩色扉页：58000 元 

封三前尾页：38000 元 

彩色内页整版：8800 元 

内页彩色 logo：1800

元（50×20mm） 

发行 5 万本  

（深圳市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中心拥有以上广告信息最终解释权和修改权, 

北广场的广告项目服从大会组委会统一安排） 
 

以上是部分现场广告项目报价，更多详请致电： 

                                

0755-82848957 13823156785    张小姐 

                          

   0755-82848970 13316983339    杨小姐 

 

0755-82848959 18589020038    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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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广告精品实景图 
 

 
北入口大型灯杆旗广告发布 

此广告画面比一般的灯杆旗尺寸大、发布画面为双面， 

形式直观、大气，结合群体组合的发布场面气势壮观。 

 

 

 

 

 

 

 

 

 

 

 

 
 
 
 
 
北门入口大型 KT 板广告 
   北入口是大会的主要入口之一，绝大部分的企业代表、商人、领导、观众由此入场参

会。此外，中心广场是来自世界各地众多媒体报道和直播的必选地方，现场的广告画面也

必能融入到每个精彩的镜头之中。 
     
 
  
 
 
 
        
 
 
 
 
 
 
 
 
 

 

尺寸：1×3m(w×h) 

价格：2500 元/杆 

可提供数量：140 杆 

 

尺寸：4.9×17.7m(w×h) 

价格：120000 元/幅 

可提供数量：2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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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大型 KT 板广告 
    此广告位于展馆之间人行通道。人群休息和洽谈区，巨幅的广告牌，直观和抢眼地吸

引受众群体，非一般的广告效果，让观众留下难忘和深刻的印象。 

 

 
 
 
 
 
 
 
 
 
 

 
 
 
 
 
 
展馆南北面各馆入口门楣条幅广告 

此广告形式为户外幕墙条幅，位置较高，面向福华三路或者滨河大道，强烈的视觉效

果，吸引着驶车人群和展馆周边的人群以及参加高交会人士的眼球。 

 

 

 

 

 

 

 

 

 

 

 

 

 

 
 
 
 
 

尺寸：23.44×7.08m(w×h) 

价格：80000 元 

可提供数量：8 幅 
: 

 

尺寸：24×2.5m(w×h) 

价格：30000 元/幅 

可提供数量 14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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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通道大型 KT 板广告 
广告位于人流集中的展馆主通道，超大型的广告效果，爆发性地吸引每位参展商、买

家和参观者，将广告特性展现眼前。 
 
 

 

 

  

 

 

 

  

 

 

 
 

 
 

 

 

八、第二十届高交会会议室价格及配置表 

 

会议室价格及配置 

楼层 名称 
面积     

（M
2
） 

长×宽×高（M） 容纳人数 
租赁价格 

配置说明 
半天 全天 

5 层 

梅花厅 1833 47.6×38.5×11.25 

课桌式： 600 

剧院式：1200 

宴会式： 960 

32000 元 50000 元 
 

菊花厅 283 23.6×12×3.3 

剧院式： 200 

课桌式： 100                         

回字型：  70 

5300 元 9000 元 

无偿提供固定 

背板支架及地台 

牡丹厅 324 27×12×3.3 

剧院式： 240 

课桌式： 120 

回字型： 70 

7000 元 13500 元 

508B贵宾室

(北） 
73 8.6×8.5×3.5 会见式： 15 

400 元/小时 2 小时起租 
508C贵宾室

(南） 
68 8.6×7.9×3.5 会见式： 18 

玫瑰厅 3 198 16.5×12×3.3 

剧院式：150 

课桌式： 80 

回字型： 50 

4300 元 6500 元 
无偿提供固定 

背板支架及地台 

尺寸：25×22m(w×h) 

价格：165000 元/幅 

可提供数量：4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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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厅 2 108 12×9×3.3 

剧院式： 70 

课桌式： 40 

回字型： 30 

3100 元 5300 元 

无偿提供固定 

背板支架 

玫瑰厅 1 90 12×7.5×3.3 

剧院式： 70 

课桌式： 40 

回字型： 30 

2800 元 5100 元 

荷花 1－6 40 7.2×5.5 
会见式： 

10-15 人/间 
300 元/小时 2 小时起租 

簕杜鹃厅 1847 47.6×38.8×11.3 固定阶梯式：614  20000 元                                                       35000 元 
 

6 层 

水仙厅 396 33×12×3.3 
剧院式：300  

课桌式：150 
7500 元 12500 元                                                                       

无偿提供固定 

背景支架及地台 

606B贵宾室 74 8.75×8.5×3.5 会见式： 14 400 元/小时 2 小时起租 

桂花厅 415 23×18×4.6 

剧院式： 350 

课桌式： 160 

宴会式： 144 

15000 元 25000 元 

无偿提供固定 

背板支架及地台 

茉莉厅 415 23×18×4.6 

剧院式： 350 

课桌式： 160 

宴会式： 144 

15000 元 25000 元 

郁金香厅 190 15.8×12×3.5 

剧院式： 120 

课桌式：  80 

宴会式：  72 

4500 元 8000 元 
无偿提供固定 

背板支架及地台 

608A贵宾室

（北） 
74 8.75×8.5×3.5 会见式： 14 400 元/小时 

2 小时起租 
608F贵宾室

（南） 
88 11.25×7.8×3.5 会见式： 20 500/元小时 

备注： 

1、展览期间，展览主办单位或展商举办的会议活动需提前 90 天预定；其他独立会议活动需提前 30 天预定。 

2、会议室免费提供会议用品包括：有线麦 2 个，无线麦 2 个；签到桌一张；演讲台一张；名片托盘一个；席位牌

（20 人以内）；饮水机一台（含桶装饮用水）。                                                             

3、如需使用其它有偿服务项目及设备，请另行办理租用手续，租金参照展馆现行价格标准。                                                                                                          

注意事项： 

1、会议场地的起租时间为半天，每 4 小时为半天，8 小时为全天，上午 8:30-12:30，下午 14:00-18:00。 

2、所有会议室给予租用方免费布、撤场时间为 2 小时/半天，4 小时/全天，具体布场时间由展馆与租用方协调而定。      

加班延时需提前申请，按展馆规定的价格标准交纳加班延时费用。                             

3、布、撤场期间不提供空调，如需提供，则按展馆规定价格标准收取相应空调电费。                     

4、租用时间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改；如需更改预定时间，须征得我方同意后另行协商确定。 

5、请爱惜展馆设施，保持场内清洁。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有消防隐患的物品进入场内，请勿在场内进食（配套

的茶歇除外），如有破坏场内设施和清洁，需照价赔偿。 

6、会议期间工作人员及参会人员贵重物品请自行保管，并在会议结束后将所有物品及时清理干净。 

7、会议室租赁单位和会议组织单位需与深圳会展中心签订安全责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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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议设备租赁 

序号 项目 名称 规格 半天（元） 全天（元） 

1.1 音 

响 

系 

统 

小型会议音响 音箱二对+周边设备+无线麦 1套 － 2200 

1.2 中型活动音响 专业全频箱 6 只（4800W）及全套周边 － 5000 

1.3 207.209 前序厅开幕式音响 JBL 音响系统一套 － 3000 

1.4 发言系统 无线麦、专业电容话筒、有线话筒、手拉手话筒 － 100/支 

1.5 

投 

影 

设 

备 

梅花厅  投影机+投影幕 
DLP 20000LUMS 数字投影机 ，2 套 

SX350SUH 350 寸幕（7.75 米×4.36 米） 
10000/2 套/次 

1.6 簕杜鹃厅 投影机+投影幕 
9000 lums ，2 套 

250 寸幕（5.08 米×3.81 米） 
6000/2 套/次 

1.7 

DLP 投影机 

理光 PJ X5265T / 5000ANSI 600 800 

1.8 
sony/ 5000 lums (310.301 会议室) 

120〞电动幕，各 1 套 
600 800 

1.9 日本 HITACHI-CP4080 -4000lum 600 800 

1.10 

投影幕 

1.71m(w)×1.28m (h) （84〞） 200 300 

1.11 2.03m(w)×1.52m(h) （100〞） 200 300 

1.12 2.44(w) ×1.83m(h) （120〞） 300 500 

1.13 
同声传译

系统 

主系统 Restmoment 雷蒙 RX-M9008 3500/次 

1.14 耳机 Restmoment 雷蒙 RX-E82 35/套/次 

1.15 

网络 

局域网接入 
馆内共享 300MB 带宽，供共一台电脑上网，

禁止使用路由器 
400/IP·会期 

1.16 特殊网络需求 
如：VPN、光纤链路、不同带宽等。需提前

申请，由指定的通讯网络合作单位提供服务 
先预约再定收费价格 

1.17 

其它 

录音服务  100/次 

1.18 VGA 切换器  500/次 

1.19 LED 屏 P3 高清屏 330 元/平方米/天 

 

2、会议设施租赁 

序号 项目 规格 价格（元） 服务内容 

2.1 折叠条桌 白色，L1800×W450×H760mm 80/张/天＋押金 200 

含搬运费 

2.2 皮椅 黑色真皮，L600×W600×H1004mm 100/张/天＋押金 200 

2.3 酒店椅 黄色，L460×W560×H940mm 30/张/天＋押金 200 

2.4 会议椅Ⅰ 绿色，L530×W620×H800mm 40/张/天＋押金 300 

2.5 会议椅Ⅱ 蓝色，L500×W500×H800mm 30/张/天＋押金 100 

2.6 演讲台Ⅰ 胡桃木，L800×W550×H1100mm 400/个/天＋押金 500 

2.7 演讲台Ⅱ 胡桃木，L900×W600×H1200mm 400/个/天＋押金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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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单人沙发 米白色，L1000×W860×H1000mm 100/个/天＋押金 500 

2.9 正文茶几 胡桃木，L600×W600×H450mm 80/个/天＋押金 200 
含搬运费 

2.10 长方茶几 胡桃木，L900×W550×H450mm 80/个/天＋押金 200 

2.11 

背景喷绘 

三楼会议室： L5m×H2.6m 800/张 

含安装费 

2.12 玫瑰 1、2 厅： L4.8m×H2.9m 800/张 

2.13 玫瑰 3、菊花厅、牡丹厅： L6m×H3m 800/张 

2.14 桂花厅、茉莉厅： L8.5m×H4.2m 1500/张 

2.15 簕杜鹃厅： L9m×H6.75m 3500/张 

备注： 

1、会议设施为展馆会议区配套设施，优先考虑会议使用； 

2、会议设施仅限在展馆范围内使用，须提前 5 天预订； 

3、租赁物品的搬运是指按客户指定地点送达一次及使用之后的回收入库； 

4、会议设施按一天（8 小时）起租，租用时间每增加一天，加收原租金的 20％。 

5、如企业自带喷绘，则四边各留出五公分打孔，并自行悬挂。 

6、如喷绘由会展中心制作安装，企业需提前 2－3 天提供设计稿。 

 

3、施工管理 

序号 项目 价格（元） 服务内容 

3.1 舞台施工管理费 10 元/㎡ 同特装施工管理 

3.2 
施工安全清洁押金 10000－20000 元/厅 

5 号馆多功能厅：20000 元 

3.3 其它会议室：10000 元/厅 

备注： 

1、原则上会议室内不得由其它工程公司搭建，如确有特殊要求，则由展馆签约的协作单位统一制作； 

2、施工安全、清洁押金需在进场前交纳,会议（活动）结束后，如未对其产生破坏，押金全数退回，如产生破坏，须按维修费用

全部或部分扣除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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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第二十届高交会通讯网络服务及报价表 

 
（一）电信业务资费标准 

服务

项目 
业务名称 类型 

押金 

 (元/台) 

费用(可选) 
备注 

元/展期 

基础

通信

服务 

普通固定电话 

市话 无 300 
新装一次性费用 150 元，含工料费，送一部话机；

本地任打（但限制拨打声讯台） 

国内长途 无 300 国内直拨任打 

国际台港澳

长途 
无 600 

为长话预存费；只能直拨；国际港澳台长话费超过

预存费则停机；拆机时再进行结算 

ADSL 拨号上网 12M 1000 1580 含新装一次性费用 

ADSL 拨号上网 20M 1000 1880 含新装一次性费用 

ADSL 拨号上网 50M 1000 2180 含新装一次性费用 

ADSL 拨号上网 100M 1000 2580 含新装一次性费用 

数字电路 4M 10000 9600 租用费含新装一次性费用（按条计费） 

数字电路 8M 10000 10600 租用费含新装一次性费用（按条计费） 

数字电路 20M 10000 12600 租用费含新装一次性费用（按条计费） 

数字电路 50M 10000 14600 租用费含新装一次性费用（按条计费） 

数字电路 100M 10000 16600 租用费含新装一次性费用（按条计费） 

DDN 64K 10000 9300 租用费含新装一次性费用（按条计费） 

DDN 128K 10000 9600 租用费含新装一次性费用（按条计费） 

DDN 256K 10000 9900 租用费含新装一次性费用（按条计费） 

DDN 512K 10000 10700 租用费含新装一次性费用（按条计费） 

DDN 1M 10000 11500 租用费含新装一次性费用（按条计费） 

DDN 2M 10000 12900 租用费含新装一次性费用（按条计费） 

MPLS VPN 2M 10000 7500 租用费含新装一次性费用（按端计费）） 

MPLS VPN 5M 10000 7600 租用费含新装一次性费用（按端计费）） 

MPLS VPN 10M 10000 7800 租用费含新装一次性费用（按端计费）） 

MPLS VPN 25M 10000 8800 租用费含新装一次性费用（按端计费）） 

MPLS VPN 50M 10000 10000 租用费含新装一次性费用（按端计费）） 

MPLS VPN 100M 10000 12000 租用费含新装一次性费用（按端计费）） 

IP 城域网专线上网 5M 10000 12500 租用费含新装一次性费用（按端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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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圳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0755）83060333、96933 

服务类别 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RMB) 备注 

有线电视接入工程 线路施工 施工费：300 元/线 

每条线路提供 2 个有线电

视端，可供数字电视及宽频

使用。 

有线数字电视服务 

基本型数字电视机顶盒 
押金：700 元/台 含智能卡、机顶盒 

使用费：50 元/天 、250 元/展期 提供数字电视基本服务。 

互动型数字电视机顶盒 

基本功能 

押金：1000 元/台 含智能卡、机顶盒 

使用费：50 元/天 、

250 元/展期 
包含数字电视基本服务。 

点播功能 

互动节目点播费： 

200 元起/台（预交

费不能退回） 

若实际发生的节目点播费

用超过已缴费用，将自动停

止点播功能 

高清型数字电视机顶盒 

基本功能 

押金：2500 元/台 含智能卡、机顶盒 

使用费：300元/天 、

1800 元/展期 

提供央视高清影视、上海文

广高清视觉和深视高清频

道等高清电视节目。 

点播功能 

互动节目点播费：

300 元起/台（预交

费不能退回） 

内含高清点播与标清点播。

若实际发生的节目费用超

过已缴费用，将自动停止点

播功能。 

有线宽频服务 

商务宽频 
Cable Modem 押金：  500 元/台 

动态 IP地址。上行速率 1M/

下行速率 6M。 

服务费：100 元/天  

专线上网 
Cable Modem 押金：  500 元/台 

静态 IP地址。上行速率 1M/

下行速率 6M。 

服务费：200 元/天  

注意： 
     

1、有线数字电视服务与有线宽频服务可以单独申请，但都必须同时申请有线电视接入工程。 

2、展会期间申请有线电视服务必须使用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接入终端设备，以确保服务质量。 

3、展会期间有线电视收费项目的使用天数统一按展期时间计算。数字电视机顶盒与智能卡不单独计费。 
 

4、申请收看高清电视频道需在布展前提前 5 天以上与天威公司联系。 
 

5、所有费用统一在申请时缴纳。若非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的责任，费用缴纳后不予退还。 
 

6、以上服务费已含设备租用及安装费用。申请单位若使用自行携带的终端设备，服务费标准不变。 
 

7、申请单位缴费并交纳押金后开具发票或收据，所有服务申请均在付款后生效。 
 

8、申请单位使用时需遵守政府有关法规。设备如有损坏，需照价赔偿。 
 

9、如遇未有列出的物品和服务，申请单位可与我们联系，协商解决。 
 

      
             深圳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0755）83060333                               

 
 

 
 

 

IP 城域网专线上网 10M 10000 16200 租用费含新装一次性费用（按端计费）） 

IP 城域网专线上网 25M 10000 22000 租用费含新装一次性费用（按端计费）） 

IP 城域网专线上网 50M 10000 31000 租用费含新装一次性费用（按端计费）） 

IP 城域网专线上网 100M 10000 41000 租用费含新装一次性费用（按端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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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第二十届高交会商务考察服务及报价表 

 

第二十届高交会商务考察报名表 

中国·深圳 2018 年 11 月 14-18 日 截止日期: 2018 年 10 月 13 日 

回   执： 

 深圳市中国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会展中心213室 

 联 系 人：朱红 

 电    话：86-755-8288 0055/8288 0719 

 传    真：86-755-8836 4202 

 电子邮件：service@bestmeeting.net.cn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________________传 真：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 馆 号：_____________   展位号：______________ 

     作为 2018 年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衍生服务之一，为了帮助参展商更直观地了解深圳产

业发展概况和企业发展情况，我们专门策划并提供赴特色产业园区、深圳龙头企业的考察服务。主办机构结合深

圳的重点产业和特色产业，设计推出了六条商务考察线路。相信参加本次商务考察，定能为您的高交会之行增添

亮点，创造机会，带来收获。 

 如参展商有意参观考察以下线路，请详细勾填表格如下，并发送回执，谢谢！ 

序号 推荐线路 选择 

A 

全天商务考察： 

09:30       会展中心集合                         

09:30-12:00   前往参观企业    

12:00-13:00   用餐 

13:00-17:00   前往参观企业        

17:00-18:00   返回会展中心或者是住宿酒店  

□ 

B 

上午半天商务考察： 

09:30       会展中心集合                         

09:30-12:00   前往参观企业     

12:00-13:00   返回会展中心或者是住宿酒店 

□ 

C 

下午半天商务考察： 

13:00       会展中心集合                         

13:00-17:00   前往参观企业     

17:00-18:00   返回会展中心或者是住宿酒店 

□ 

计划 

参观时间 
 参观人数  _______人 

  



第二十届高交会参展商手册 

122 

本手册适用于 1 号馆 IT 展，2 号馆节能环保展、新能源展、绿色建筑展、新材料展 

 备注： 

1、 请根据以上时间选择考察线路“全天”、“上午半天”或“下午半天”；由于中国广核集团的参观

考察项目较多，建议考察时间为 1 天； 

2、 如需了解详细参观考察详细行程请来电咨询，如需了解商务考察费用请查看以下附件 1； 

3、 具体考察企业推荐线路可能会根据考察企业单位接待参观考察情况以及商务考察报名人数进行调

整更新、合并，主办方保留根据报名人数取消或合并线路的权利； 

4、请根据以下列表选择前往商务考察的企业，如需了解参观考察企业详情可参看附件2： 

5、如确定考察后请将相关考察费用提前预付至考察接待单位--深圳市捷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序号 考察企业推荐 选择 

1 清洁能源-中国广核集团 □ 
2 本土的“东方土狼”, 国际通讯舞台上的“中国猛狮”-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 
3 世界领先的基因组学中心 -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 □ 
4 “关键业务全保障 TM”的全球领导者 - 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 □ 
5 中欧可持续城镇化合作旗舰项目- 低碳城 □ 
6 全球第一大充电电池生产商 -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 
如 您 已 填 写 完 毕 ， 请 将 此 表 填 写 完 毕 后 传 真 (86-755) 88364202 或 Email 到

service@bestmeeting.net.cn 我们的工作人员将尽快回复；如有任何更改或咨询，请与高交会会务组

联络，电话：(86-755) 8288 0055/8288 0719。 

 

附件1：各企业考察费用 

中国广核集团 RMB 200/全天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RMB 800/半天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 RMB 170/半天 

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 RMB 150/半天 

低碳城 RMB 170/半天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RMB 170/半天 

备注： 

1、以上报价包含车辆接送、人员陪同及一个正餐费用，正餐标准：RMB 50/人； 

2、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参观按RMB 800/人/半天收费：费用包含参观费用、车辆接送及企业用餐费用；参

观+高层交流按RMB 3000/人收费：费用包含费用包含参观费用、车辆接送及企业用餐费用；参观华为

人数必须达到20人才可安排考察； 

3、全天费用报价请具体来电咨询。 

mailto:88364202或Email到service@bestmeeting.net.cn
mailto:88364202或Email到service@bestmeeting.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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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考察企业简介 

考察企业及企业亮点 

中国广核集团（简称中广核），原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和核电事业发展逐步成

长壮大起来的中央企业，由核心企业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及30多家主要成员公司组成的国家特大型企业集团。1994

年9月，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2亿元人民币。2013年4月，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更名为

中国广核集团，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同步更名为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广核集团以“发展清洁能源，造福人类社会”为使命，以“成为国际一流的清洁能源企业”为愿景。截至2014年

5月底，中国广核集团拥有在运核电装机1162万千瓦，在建核电机组13台，装机1550万千瓦；拥有风电投运装机达500

万千瓦，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发电装机容量50万千瓦，水电控股在运装机147万千瓦，在分布式能源、核技术应用、

节能技术服务等领域也取得了良好发展。 

企业亮点: 核电站整体水力学试验装置、大型水力学试验装置、大型热工试验装置、燃料组件力学试验装置等实验设

施、大亚湾观景平台、岭澳观景平台、公关中心展厅、技能中心燃料水池。 

 “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深圳的生产销售电信设备的员工持股的民营科技公司，于1987

年成立。华为的主要营业范围是交换，传输，无线和数据通信类电信产品，在电信领域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网络设

备、服务和解决方案。 

华为，中国企业的一个奇迹。1988年2万元起家，92年销售额突破亿元，2007年，销售额突破了1000亿人民币。2009

年，华为成为继联想集团之后，成功闯入世界500强的第二家中国民营科技企业，也是500强中唯一一家没有上市的公

司，排名第397位。从本土的“东方土狼”成长为国际通讯舞台上的“中国猛狮”，华为的营销军团经历了无数次血

与火的洗礼，也历经了种种自身组织的蜕变进化，在发展过程中，华为不仅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发展，并形成了强

有力的企业文化，这些生生不息的文化资源使华为不断战胜困难，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企业亮点: 华为产品展厅、华为企业文化展厅、华为数控中心、华为物流基地、华为大学、华为百草园 

 “华大基因”成立于1999年，坚持"以任务带学科、带产业、带人才"，先后完成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

中国部分"、国际人类单体型图计划、水稻基因组计划、家蚕基因组计划、家鸡基因组计划、抗SARS研究、"炎黄一号

"、大熊猫等多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基因组科研工作，在Nature和Science等国际一流的学术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

奠定了中国基因组科学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同时建立了大规模测序、生物信息、克隆、健康、农业基因组等技术平

台，其测序能力及生物信息分析能力世界领先。 

华大基因已形成科学、技术、产业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建成一支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产学研队伍，开展一系列的重

要动植物、人类健康、生物能源等基因组的研究，致力于人类健康服务事业和科技应用领域的发展 

企业亮点: 华大基因研究院、植物转基因技术平台、微生物实验室、研究院基因测序仪 

 部位于美国圣路易斯市的 Emerson（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 EMR）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公司，该公司

将技术与工程相结合，通过网络能源、过程管理、工业自动化、环境优化技术及家电和工具等业务为工业、商业及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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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市场客户提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艾默生网络能源是艾默生所属业务品牌，是“关键业务全保障TM”的全球领导

者，为通信网络、数据中心、医疗保健和工业设施提供从网络到芯片全方位的保障。艾默生网络能源在交直流电源、

精密制冷、嵌入式运算及电源、一体化机架和机柜、转换开关和控制、基础设施管理、连接、太阳能、风能、工业节

能和电动汽车充电等领域为客户提供不断创新的解决方案和专业技术。 

考察亮点: 深圳艾默生工业园 

2012年5月3日，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层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李克强副总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

题为“开启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新进程”的主旨演讲；许勤市长应邀发言，提出了深圳与欧盟各方务实推进可持续城

镇化伙伴关系发展的建议，重点提出深圳与荷兰合作规划建设深圳国际低碳城，打造中欧可持续城镇化合作旗舰项目。 

2012年8月21日上午，深圳国际低碳城启动区项目启动仪式在龙岗区坪地街道高桥工业园举行，标志着作为中欧可持

续城镇化合作旗舰项目的深圳国际低碳城开发建设正式拉开序幕。 

深圳国际低碳城项目总规划面积约53平方公里，以高桥园区及周边共5平方公里范围为拓展区，其中以核心区域约1平

方公里范围为启动区，建筑面积约180万平方米，建设周期为7 年。 

考察亮点: 低碳城综合试验区、低碳生活展厅 

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现拥有IT、汽车和新能源三大产业。目前稳居全球第一大充电电池生产商地位，镍镉

电池、手机锂电池出货量全球第一。 

2003年，从IT电池领域进入汽车制造业，并快速成长为最具创新的新锐民族自主汽车品牌，更以独特技术领先全球电

动车市场。比亚迪成功推出了太阳能电站、储能电站、纯电动车，引领着全球新能源的变革。目前已建成广东、北京、

陕西、上海、长沙等十一大工业园，占地面积逾1,500万平方米，并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印度、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等地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全球已拥有逾18万员工。拥有比亚迪股份（股票代码：1211.HK）和比亚迪电子

（股票代码：0285.HK）两个上市公司，2011年7月，比亚迪成功回归A股。  

坚持着 B Y D 的信念，比亚迪人始终无悔而执着地向前行。 

考察亮点：比亚迪生产厂区、比亚迪企业博物馆、比亚迪未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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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附件类 
一、各类图纸 
1、第二十届高交会展区分布图 

 

2、布撤展车辆进出深圳会展中心行驶线路图 

 

3、深圳会展中心停车场分布及入场线路图 

 

4、深圳会展中心各会议厅位置图 

 

5、深圳会展中心展馆疏散示意图 

 









深圳会展中心各会议厅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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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会展中心展馆疏散示意图

辖区派出所报警电话：88366110        

展馆消防报警电话：82842119      

展馆治安报警电话：82848842

会展中心咨询电话：8284 8800/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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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管理规定 

1、《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展位号标识规范指引》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展位号标识规范指引 

 
高交会展位号的编排是以《高交会各展馆统一展位编号试行办法》为依据，对高

交会标识统一、观众导览等方面至关重要。为了加强高交会各展位上展位号标识的展现，

尤其是特装展位上的展位号，快速辨识该展位的展位号，更加方便参会人员能够通过对

展位号的检索、查找以及准确的到达该展位，特制定展位号标识规范指引如下： 

一、规范要求 

1、标准展位、特装展位均须在明显的位置强制性突出展现该展位号标识。 

2、各部门模块负责人和主场承建服务商必须将本规范指引的要求告知各团组、各

参展商或施工单位，并督促和检查落实情况，对没有按规范要求实施的，高交会组委会

将有权利强制该展位暂时停止展出活动，直至按规范要求实施。 

3、本着“方便展商、方便导览”的工作原则，在本规范指引基础上适当灵活调整、

妥善处理。 

二、标准展位 

标准展位的展位号标识规范以《高交会视觉识别系统规范手册（2016优化版）》

第 B5-01页所示规范或“当届高交会视觉识别系统应用示例手册”中相关规定为执行标

准。 

三、特装展位 

1、融合式 

此种方式为组委会强制性要求各展台必须展现的。 

由参展企业或搭建施工单位，直接将该展位的展位号标识以必要元素融合设计到

展位的整体设计及施工当中，展位号标识必须是在整体展台的正视面，以面朝主通道为

主，应与其参展商企业的名称、LOGO等一体设置，正面展示，相互依附，其字体、色彩、

材质、呈现的形式等可因参展单位的企业文化、展位设计风格不同而作个性化处理，可

根据展台设计的需要多处展现，但均必须确保该展位号标识的可视性和辨识度。（包括

但不限于如图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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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尺寸要求 

各展位号标识的最小比例尺寸必须是高度不小于 10厘米。 

（2）位置要求 

展位号标识的位置应与参展企业全称、简称或标志一体设计，正面展现，其高度

宜高于人眼平视角度。展台有背景展示墙面的，建议设置在面朝主通道的背景展示墙上

方；展台无展示墙但有吊顶装饰面的可设置于吊顶装饰面或顶装支撑立柱上；无展示墙

也无立柱的，可与接待台或前台的企业名称、标志等一起设置。 

2、地贴式和依附式 

此两种方式是由主办方或主场承建单位制作，同一个展览选其一，根据当届需要

实施。 

（1）地贴式 

通过喷绘或印刷等制作该展位的展位号标识，直接张贴于特装展位正视面地基线

正中处靠主通道一侧地面，展位无法分辨正视面的以展位靠主通道一侧地基张正中处为

准。（如图二） 

 
（2）依附式 

通过喷绘或印刷等制作该展位的展位号标识，依附于该展位的墙、柱等支撑面粘

贴展现，粘贴位置为该特装展位靠主通道一侧，展位正视面靠展位右边线处，粘贴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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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地面约 1.7米。若该展位无柱、无墙面等可以依附支撑的，可按地贴式张贴该展位

号标识。（如图三） 

 
（3）尺寸及字体要求 

地贴式或依附式的展位号标识的制作必须与“当届视觉识别系统应用设计手册”

保持风格统一，其字体、颜色、尺寸大小、材质、呈现的位置等均须一致，统一风格和

标准。 

（4）操作实施 

由综合管理部根据“当届视觉识别系统应用设计手册”统一当届各展位号标识风

格及标准，出具样稿文件，由各部门各合作单位及各展区承办单位或主场承建单位各自

实施张贴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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