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届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

第二章 标准展位说明
2.1 标准展位示意图

2.2 标准展位基本配置
1、 3 米*3 米*2.5 米（高）框架结构；
2、 楣板名称，中英文对照；
3、 咨询桌 1 张，椅子 2 张；
4、 220V 插座 1 只，射灯 2 只；
5、 垃圾篓 1 只；
6、 展位内地毯。

2.3 标准展位的布展规定
1、 严禁在围板和框架上打钉、钻孔、割据、黏贴强力胶带等；
2、 不可附加影响展位结构的其他装置；
3、 展位上所有装置不能超越展位界线；
4、 未经组委会同意不得改变展位的各类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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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标准展位确认单（表 1）
截止日期：2020 年 10 月 12 日
请在线填写：http://e2iqb89s394so4cm.mikecrm.com/8wrKp5S

一、参展基本信息
参展单位
展位号
联系人

电话/传真

手机

邮箱

二、公司楣板信息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2
英文名称 2
三、其他信息（可选）
预订展位为角展位，默认为双开，如需调整，请选择，

□左开 □右开

预订展位为多个连续展位，默认为打通，如需调整，请选择 □不打通
四、附注
1、所有申请标准展台的展商必须填写贵公司的中、英文楣板信息，逾期后，参
展合同中的公司名称和内容将被采用；
2、未收到开口及隔板打通申请，主办单位将按惯例处理，逾期修改，请自行与
主场搭建商联系并支付修改费用。

CREC 组委会联系人：张婕
电话：18014934296
邮箱：zhangjie@wuxicre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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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特装展位说明
3.1 特装布展申报
1、特装布展的参展单位可委托由组委会指定的特装搭建商进行展位的设计及装
修，也可自行委托布撤展施工单位。在设计展台前，请仔细阅读有关特装展位的
搭建须知（包括《大型展会展台搭建管理细则》《多层展台搭建的具体要求》）
2、参展单位所选择的布撤展施工单位须为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企业，具备从事
室内装修工程资格和足够的人力、物力。遵守展览主办方和展馆方的各项规定，
并在组委会规定的布展期、撤展期内完成各项布展、撤展工作。
3、特装布展的参展单位须于2020年10月11日前将特装申报资料寄至“第十二届
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展览会”大会主场单位报请展馆和消防部门审核、备案。
特装申报资料包括：（双层展台单独申请）
A：特装展位搭建设计图纸；
B：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和承诺书（表2）
C：特装展台搭建申请表（表3）
D：设备租赁申报表（表4）
E：设施布置表（表5）
F：加盖单位公章的施工单位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电工证
G：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安全责任书（表6）
4、特装布展单位须承担下列费用
★ 施工风险保证金和清场押金
展位面积

施工风险保证金

清场押金

展位面积≤36m2

RMB10,000.00

RMB2,000.00

36m2＜展位面积≤72m2

RMB15,000.00

RMB2,000.00

72m2＜展位面积≤180m2

RMB20,000.00

RMB2,000.00

展位面积>180m2

RMB30,000.00

RMB2,000.00

★ 审图费（双层及室外特装展台须交纳）
如需通过主场服务商进行审图，审图费为人民币50元/平方米。如已通过国家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的展台，则支付人民币25元/平方米审图复核费。有效审
图面积为上层实际搭建面积加上地面实际搭建面积。
★ 设施租赁费用：
租赁电箱、水等设施费用，详细内容《设施租赁表》。
★场馆场地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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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管理费每平米20元，由大会主场单位统一收取。
★ 施工单位施工人员施工证押金费用
特装搭建商在布撤展期间工作人员必须佩戴施工证，施工证押金统一含在施工风
险保证金和清场押金中，不再单独另收证件押金。如证件遗失，需进行赔偿，赔
偿费用为：搭建施工证，50元/张。通用施工证，100元/张。
5、布展证、施工证办理时间、地点及方法如下：
时间：2020年10月31日13:00-17:00
地点：在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入口厅主场搭建登记报到领取证件。
特装布展单位进行特装施工前，需办妥施工手续，向“第十二届中国（无
锡）国际新能源展览会”的大会主场——无锡合能会展有限公司电汇交纳特装
施工风险保证金和清场押金，电箱费，场地管理费，证件费用等凭开具的发票、
收据或汇款凭证领取布展证后，方能进馆施工。付款方式及账号信息详见《搭
建商确认回执》，付款方名称与最终开具发票的名称必须一致。
特装布展单位在展位布展、展中及撤展期间未违反展会有关规定、未损坏
场馆设施，并在规定时间内将所有材料移出展馆，经安保、工作人员检查合格
后，可于展会结束后30日内至主场单位返还全额施工保证金和清场押金。

3.2 特装布展要求（特装展台施工管理规定）
1、所有特装展位的设计与布展，其垂直正投影不得超出预订光地的范围，展台
搭建总高度限制在5米以下，双层展台最高度限度在6米以下；与邻里相贴的面及
后部露出部分须保持美观整洁，如有违反必须整改，无能力整改的，由大会组委
会要求主场搭建商协助整改，费用将由特装施工风险保证金（清场押金）中扣除。
特装展位中的通道须保持安全通畅。
2、布展单位对所有已通过审批确定的报审内容，一律不得自行更改；须严格按
图进行，不得超出审定范围，并随时接受大会组委会、主场搭建商、审图单位的
监督和检查，如确需要更改，须经主场搭建商报送消防部门审批，经同意后方可
施工。对擅自更改的，大会组委会有权要求主场搭建商不予供电，并给予警告直
至相应处罚，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该布展单位负责。
3、布展单位不得在现场使用切割机、电锯，不得在现场喷漆。所有装修和装饰
材料均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严禁使用弹力布，严禁使用150W以上的大功率碘
钨灯。
4、特装布展单位的施工人员进入施工场地，应带好安全帽，系安全带及穿戴防
滑鞋，作业梯子做好防滑处理。
5、特装展位的维护工作由该布展单位负责。
6、特装展位用电，须于2020年10月12日前向大会主场单位申请办理有关用电手
续，租用电箱；逾期如需租赁：2020年11月3日至现场，按租赁价加收100%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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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和承诺书（表 2）
截止日期：2020 年 10 月 12 日
展商名称：

展位号码：

我司系第十二届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参展单位，搭建面积：

平方，

展位长：

为我公

宽：

高：

现委托搭建商：

司特装展台搭建，特此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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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知我公司指定委托搭建公司在现
场确保施工安全；
4、配合主办单位委托的主场搭建商对展台安全进行监督，如违反场相关施工安全规定，
主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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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有权追究我公司及
我公司指定搭建商一切责任。
参展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

代表授权签字：

时间

参展商负责人

手机

施工单位负责人

手机

简述主体结构构造
和构件连接方式及
其主材料使用说明
我单位承诺，督促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搭建工程强制性技术
规范、标准和《展览会安全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并
按规定配置灭火器材，确保展览期间(含筹、撤展)的展位结构安全
和施工安全。对本展位因施工安全问题所引发的展位坍塌、坠物、
参展单位承诺：

失火等原因造成现场人员生命及财产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
承担由此而引起的相应责任。 本单位承诺接受大会有关部门的监督
管理，切实落实安全保障措施和整改措施，随时消除隐患，确保安
全。
负责人签名：

参展单位(盖章)：

时间：

我单位承诺，在进行展位搭建施工中，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搭建工程
强制性技术规范，标准和《展览会安全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施工，
并按照规定配置灭火器材，确保展览期间(含筹、撤展)的展位结构
安全和施工安全。对所承建的展位因施工安全问题所引发的展位坍
施工单位承诺：

塌、 坠物、 失火等原因造成现场人员生命及财产损失，负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并承担由此而引起的所有责任。本单位承诺接受大会有
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切实落实安全保障措施和整改措施，及时消除
隐患，确保安全。
负责人签名：

施工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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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特装展台搭建申请表（表 3）
为了确保本届展会展台的规范施工以及参展商、观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方便大会组委会对参
展展台的设计、结构、施工及拆除进行统一的审核和监督，杜绝展台所引发的各类安全隐患。
各特装搭建商必须认真填写本表，并回传至大会主场。

中国·无锡

截止日期：2020年10月12日

公司名称：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展 位 号：

请填写完整并回传至：
无锡合能会展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新区菱湖大道 200 号 G1 栋
1楼
联系人：沈洪源
电话：13771508737
邮箱: 59480788@qq.com

参展企业指定搭建商
公司名称：
电
话：

施工风险保
证金和清场
押金）

设施租赁费

场 地 管 理
审图费
（双层展台
须交纳）

施工证

联 系 人：
传
真：
特装布展单位（搭建商）须承担下列费用
项目
价格
2
展位面积≤36m
12000.00元
2
2
36m ＜展位面积≤72m
17000.00元
72m2＜展位面积≤180m2
22000.00元
2
展位面积>180m
32000.00元
照明用电/动力用电
空压机
详细规格、价格查阅设施租
赁表
水源
网络
费
20．00元/平米
无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50.00元/平方米
审核的展台
通过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
25.00元/平方米
师审核的展台
搭建施工证

50.00元/人

通用施工证

100.00元/人

应付费用

共计
2020年10月18日前所有款项汇入下面指定帐号，请注明“2020CREC-***(展商名称)布展
相关费用”，汇率：以当日交易兑换率为准。
指定户名：无锡合能会展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无锡滨湖支行

银行账号：526167158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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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设备租赁申报表（表 4）
截止日期：2020 年 10 月 12 日
项目

照明用电
动力用电

单价(RMB)/电箱费

16A220V 空气开关箱
押金 1000.00/只

1200.00(/只/期)

32A380V 空气开关箱
押金 1500.00/只

1800.00(/只/期)

63A 以上

价格另议

展台用水
上下水管 10M 管径：15MM，
水压：4KG/CM2

3000.00(/只/期)

机器用水
上下水管 10M 管径：15MM，
水压：4KG/CM2

4500.00(/只/期)

市内直线(含市话费)
押金 RMB 3000/部

1100.00(/只/期)

国际/国内直拨(不含话费)
押金 RMB 3000/部

1600.00(/只/期)

基于光缆的 1M 宽带，一个公网 IP 地址

4900

基于光缆的 2M 宽带，一个公网 IP 地址

5500

给排水

电话(含机)

网络

吊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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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设施布置表（表 5）

中国·无锡

截止日期：2020年10月12日

公司名称：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请填写完整并回传至：
无锡合能会展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新区菱湖大道 200 号 G1 栋 1 楼
联系人：沈洪源
电话：13771508737
邮箱: 59480788@qq.com

展 位 号：

附注：
1、请在下面图上（展位平面图）准确标出所租赁设施的位置方向及尺寸，或另附图纸
标出，如：电箱、射灯、电源插座、进水/排水口、电话等。现场任何移位需收取移位费用（租
赁费的50%）。
2、请务必填写此表以确保在贵公司进驻展馆前设施按照您的要求安装完毕。
3、大会组委会如果在截止日期前没收到此表，展位所有设施的安装位置将由主场搭建
商决定，任何现场改动费用由展商承担。
4、所有主场订电的申请须交由“第十二届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展览会”大会会务
服务部，并由大会会务服务部指定的主场搭建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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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安全责任书（表 6）
截止日期：2020 年 10 月 12 日

为了确保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施工安全，维护该中心宁
静、安全和环境整洁，本施工单位在该中心展馆内进行装修或搭、撤建工作时，
承诺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一、认真贯彻国家、无锡市和上级劳动保护、安全生产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
安全生产、消防工作的方针、政策，严格执行有关劳动保护法规、条例、规定。
二、负责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培训教育，施工人员要持有上岗证，进场
施工时必须带安全帽，在2米以上高度作业时必须系安全带。要督促施工人员遵守
施工安全操作规程，按照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和消防措施，负责日常的安全
检查、监督工作。
三、严格按照中心关于展厅内外的各项操作和使用规定作业，自觉服从中心
有关工作人员对装修过程的检查和监督。
四、施工期间严格遵守中心的各项安全、防火管理制度，如有违反愿意承担
全部责任以及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五、高空作业时，施工人员需具备登高作业许可证或相应的资格证书，并有
安全措施。如发生问题，施工单位将承担一切责任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六、施工期间应保持展厅内建筑、结构、设施设备、配件的清洁、完好。如
有损坏或污染，将参照中心的《建筑、结构损坏赔偿报价表》和《设施设备、配
件损坏赔偿报价表》照价赔偿。
七、严格执行防火、防爆制度。展厅内禁止吸烟。严禁将易燃、易爆物品（如
油漆、香蕉水、二甲苯等）带进场馆，严禁在展厅内动用明火、使用电炉和焊接。
八、严禁在消防通道内堆放物品，确保馆内消防通道、安全通道及公共走道
的畅通。
九、在施工过程中，严禁出现影响建筑结构和使用安全的行为。
十、禁止施工人员私自承接与本摊位搭建无关的工作及擅自在场内揽活。
十一、禁止将摊位搭建或拆除工作转包给私人、个体或无法人资格及相关资
质的单位实施施工。
十二、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装修材料和设施。
如有违反以上规定的行为，本施工单位愿意接受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主
办单位、场馆保安的处理，并承担全部责任。
参展商名称及展位号：

参展单位盖章：

施工单位签章：

责任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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