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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中国西部国际物流产业博览会
2019 中国（西安）智慧交通博览会

时间：2019 年 4 月 9-11 日 地点：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参展商手册
请在手机保存此手册电子版，以便博览会现场方便查阅

请将此手册转给贵单位委托的搭建商，方便其办理手续

西部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编制

2019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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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览会举办展馆分布图、布\撤展车辆行车路线图

博览会举办场地为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位于西安市南郊文化旅游

核心区域——曲江新区内，位置在长安南路与会展路交汇处，电视塔东边。

本届博览会使用曲江会展中心 A馆及户外区、B3 馆、B4 馆。

博览会举办展馆分布图（下图）

布\撤展车辆行车路线及卸货区（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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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展馆区位及交通路线图示

注：第十六届中国国际物流节会议、论坛举办场地为图示：曲江国际会议中心

1.机场: 机场可乘机场巴士至西安宾馆，转乘地铁 2号线或公交 600 路、215

路、239 路等到西安电视塔站下（国展中心）。

2.火车站: 计程车直达约 30 分钟，全程 10 公里左右，或乘公交巴士 603

路至电视塔（西安市计程车的费用为 1.6/公里）。

3.西安北站：西安北站为高铁客运站，不出站即可乘地铁 2 号线到国展中心

站下车，出 C口（东南口）到展馆。

4.公交车: 途经公交车有：游 9路、19 路; 44 路;106 路、161 路、162 路、

212 路; 215 路; 217 路; 226 路; 229 路; 239 路; 321 路; 323 路; 408 路; 526

路; 527 路; 603 路;K631 路、905 路; 917 路; 923 路、环山 1号线、环山 2 号

线。

5.自驾：从绕城高速长安南路口方向下直行约 300 米即到展馆。



5

三、参展商（搭建商）报到、布展、撤展流程

流程 内 容

1

展商

报道

1、报到时间：4月 7 日～8 日 08：00—16：30

2、报到地点：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A 馆西门组委会服务台

3、参展商携《参展通知书》或参展合同等有关证明资料报到

4、参展商免费领取参展证件（根据展台面积，领取 2-20 个证件）

2

搭建

布展

1、搭建商：须先至组委会服务台（A馆西门）提交《特装展位施工申

请书及施工委托书》（后附）、《特装展位施工安全责任保证书》（后

附），后按搭建展台的面积核算缴纳特装管理费（由主场服务商收取）。

2、搭建商缴纳完特装管理费后，按需交费办理布\撤展人员证、车证

3、搭建商：办理施工许可证、用水、用电、电话、网络、特装及简装

布展押金、提前入场布展手续及费用、布展延时加班申请及费用，须至

展馆服务台（B3馆门口）填写《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特装报馆登记

单》（后附参考表），并向展馆办理有关手续、缴纳有关押金和费用。

3

展览

展示

1、时间：4月 9日～11 日 09：00～16：30

2、参展人员须遵守展览秩序，控制音响音量、注重企业形象

3、参展商须重视展台安全，做好展出服务、保管好贵重物品

4、参展商不得将全部或部分展台面积转让给任何机构或个人

4

撤展

1、时间：4月 11 日 14：00～

2、参展商或受参展商委托的搭建商到组委会服务台办理展品《出馆证》

后，凭《出馆证》撤出展品，出馆须接受展品核查清点。

3、受参展商委托的搭建商完成展位拆除，并清理、运离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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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装进场布展报备方式及时间、特装管理费缴纳

为便于特装展位搭建管理及加强展前展台设计图审核、展会现场搭建安全

检查、保障，组委会委托主场服务商负责特装展台搭建管理并统一收取特装管理

费。缴纳特装管理费时，搭建商须要求主场服务商出具组委会委托书。

特装搭建商须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前向主场服务商提交以下相关资料：1、

特装展位施工申请书及施工委托书；2、特装展位施工安全责任保证书；3、施工

资质证明，营业执照；4、展位效果图、电路图、施工图及材料说明。

资料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 49641863@qq.com（现场带原件备查）

博览会主场服务商：陕西华逸东方展览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任东红 电 话：18700948333 / 029-85490002

主场服务商负责工作：

1、布展前，提前联系特装展位搭建商，索取、并审核展位设计图。

2、布展时，代组委会收取特装管理费，并监管现场布展安全事宜。

3、展出时，巡视展馆展台安全、发现问题及时督查搭建商整改。

4、撤展时，监管撤展安全事宜，协调搭建商与展馆、组委会沟通。

特装管理费收费标准

类型 特装 简装

指定搭建商 30元/平方米（会期） 10元/平方米（会期）

非指定搭建商 40元/平方米（会期） 20元/平方米（会期）

备注：简装指（桁架、型材、空地）

特别提醒：搭建商设计完展台图后，须及时与主场服务商联系，提报完成设

计图审核，设计图不符合展馆限高、限重要求，或存在安全隐患问题的，主场服

务商有权要求设计搭建商修改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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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布展\撤展注意事项（须知）

1、标准展位由组委会委托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工程部负责统一搭建，规格为 3x3 米，

配有三面围板、一条楣板、洽谈桌一张、折椅两把、射灯两只、10A/220V 插座一个；楣板文

字内容将以参展报名表中所填楣板名称为准,若有变更,请在 4月 2日前向组委会说明，否则，

重新制作或增加楣板的费用由展商自理；标准展位按标准搭好后,参展单位若另要求改动,则

需按标准向展馆支付展位改动费用（改动费用为 100 元/个）。

2、特装展位仅提供空地面积，展台内部布置均由参展商自行（或委托特装展台搭建商）

设计与制作。布展阶段正常开闭馆时间为 2018 年 4 月 7—8 日 8：30—18：00 时。非正常工

作时间应向展馆交纳布展加班管理费并办理相关手续。非特殊情况展馆不接受 0：00 点以后

的加班，确需加班的由展商提出申请，协商确定加班费收取标准；开幕式前一天布展可至晚

22：00，加班费从 22：00 起算。

3、布展单位应严格遵守展馆各项管理制度，严禁在展厅墙、柱、门窗和展位内钉钉子，

涂油漆，粘标语、广告，严禁在展桌上乱划，用刀子刻字。严禁私拉电线、安插座、使用电

炉。凡违反以上规定造成损坏的，由参展单位负责赔偿。造成重大损失的，要追究责任人员

法律责任。

4、展馆承重及高度：展馆内地面承重 1.0 吨/平方米，特装展台搭建限高：A馆中厅限高

6米，A馆南厅、北厅限高 4米，B3 和 B4 馆限高 6米。

5、参展商工作人员在布展、展览和撤展期一律佩带相关的证件，请于 2019 年 4 月 7—8

日在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组委会服务处（A馆西门）领取，证件不得转借他人使用，否则安

保人员有权拒绝其出入会场。

7、搭建及展品进馆：由汇新路展馆东南门进入（请提前到曲江会展中心 A馆西门组委会

服务处办理进出车辆证）。A馆卸货区在 A馆东门，B3 馆卸货区在 B3 馆东门,B4 馆卸货区在

B4 馆东门。具体参看本册第 2页图示。

8、展馆内严禁吸烟，请勿携带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进入展馆，对其他人员构成危

险或防碍其他人员正常洽谈业务的展品以及任何不符合展会要求的展品，组委会有权将其撤

出展馆；展会期间展品出入展馆大门，须在博览会组委会服务台办理相关手续方可出入。

9、展览期间严禁在展位内使用高音喇叭，如对他人造成滋扰，组委会有权切断其展位的

电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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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给参展单位（及搭建商）的重要提醒事项

1、参展单位提交博览会《会刊》资料，提交截止时间为 3月 30 日，《会刊》资料提交

数量及内容请与组委会相应对接（招展）人员沟通、落实。

2、标准展位预定单位须提交单位全称，提交截止时间为 3月 29 日，标准展位“楣板”

设计、制作由组委会负责，颜色等由组委会统一决定。

3、搭建特装展位的参展单位，必须提供展台设计的效果图（标注清楚搭建材质）、平面

图、正面图、侧面图和电路图，并于 3 月 29 日前提交至博览会的主场服务商（陕西华逸

东方展览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处，并由其代送达有关单位，并接受有关单位安全审

查。（此项，参展商可委托搭建商代为办理）

4、参展证件办理：参展商需凭《参展通知书》或参展合同等有关凭证在展会报到日（4

月 7日-8 日）在博览会组委会服务处（A馆西门）办理参展证件等手续。

5、参观证件办理：欢迎参展单位邀请专业观众参观博览会，参观观众可通过组委会提前

发布的观众预登记（微信公众号注册通道）系统提前注册（现场便捷取证），也可在博览会

开幕期间在专业观众注册通道办理参观证件。

6、参展单位要及时与委托的特装展位搭建商及展品运输单位沟通、落实展台设计、搭建，

展品运输及现场布置等相关事宜，确保及时有效完成搭建和布展工作。

7、参展商在博览会期间有举办重大活动事项和签约合作事项，组委会可于展会后统一汇

总进行媒体发布宣传，并在展会汇报材料中上报博览会主办单位西安市人民政府。有此需求

的参展商请于展会结束前与对应的组委会招展人员沟通、落实。

8、特装展台不包括标准展台所配置的任何设施，参展商可以选择组委会指定的特装展位

搭建商或自行对展台进行特殊装修。

9、特装展台所需电源需要自行申请（费用自理）办理，申办处在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B3

馆北门（正门）对面服务台。

10、展台装修和展品陈列的地面结构和空间结构均不允许超出所划定展位外轮廓线的垂

直范围，其高度也必须控制在（A馆南厅、北厅 4米；A馆中厅 6米；B3 馆、B3 馆 6 米）以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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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届博览会特装展位指定搭建商

鉴于众多参展单位非西安本地企业，在西安无固定合作搭建商，博览会组委

会为广大参展商筛选、推荐以下企业为本届博览会特装展位指定搭建商，展台设

计、搭建事宜请参展商直接与搭建商沟通、选择合作。为保障展会搭建质量，杜

绝安全事故发生，请各参展单位优先选择指定搭建商进行搭建。

公司名称：陕西和众展览装饰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宏伟 联系电话：13389264418 / 029-62217011 微信号：vv1568

公司地址：西安雁塔区长安南路 98号长延居•会展明珠

公司名称：陕西浮陆文化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杨耀华 联系电话：18192900149 / 029-89191388 微信号：

13619258841yy

公司地址：西安高新区唐延路银河新坐标 A座 505

公司名称：陕西华逸东方展览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任东红 联系电话：18700948333 / 029-85490002 微信号：hydf1659

公司地址：西安市雁塔区长安南路农林壹号 1 号楼一单元 2501 室

公司名称：西安鸿展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启芳 联系电话：18092013692 / 18509269911 / 029-87873633 微

信号：948342630

公司地址：西安市丈八东路明德八英里 4号楼 2106 室



10

附表 1 （须打印，签字、盖章后，提交给主场服务商）

特装展位施工申请书及施工委托书

我公司/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为第九

届中国西部国际物流产业博览会/2019 中国（西安）智慧交通博

览会参展单位，本届参展的展位号为 ，搭建面积

_________平方米，展位长_______米，宽_______米。现向主办

方申请搭建施工，并委托：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公司

为我公司/单位的特装展台设计、搭建商。

参展单位展会现场负责人信息

姓名：

电话：

手机：

参展单位（盖章）：

参展负责人签字：

201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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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须打印，签字、盖章后，提交给主场服务商）

特装展位施工安全责任保证书

根据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的有关规定，为做好第九届中国西部国际物流产业博览会

\2019 中国（西安）智慧交通博览会的安全工作，所有参展单位及其委托的特装搭建商都必须

签订展期内（搭建、展示、撤展）的安全责任保证书。请参展商提交给搭建商认真阅读并与

搭建商共同在本保证书上签字盖章。

1. 严格遵守《西安市大型社会活动安全管理条例》、《西安市展览、展销活动消防安全管理

暂行规定》、《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展览施工管理规定》、《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展

览施工管理规定实施细则》、《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展览施工环保规定》以及其它相关

规章制度，服从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集团公司主管部门的施工管理和监督检查，保证展

台和人身安全。

2. 施工前应按照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集团公司有关规定办理施工资质登记备案、施工图纸

报审等手续，并交纳相关费用。

3. 施工现场的安全和防火由施工单位负责，施工单位须确定一名施工现场安全负责人，全面

负责施工现场的安全、防火工作。

4. 展台结构必须牢固、安全，搭建材料应使用难燃或阻燃的材料，禁止使用弹力布和针棉织

品做装饰材料。

5. 展台结构严禁在展馆顶部、柱子、二楼围栏及各种专用管线上吊挂、捆绑，所有结构应和

展台自身主体结构连接。严禁利用展馆顶部网架作为吊装展台结构的工具。

6. 馆内搭建二层或结构复杂的展台以及搭建馆外展台时须提供展台细部结构图并加盖有相

关资质设计院审核章和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印章及审核报告。从设计到施工应充分考

虑展台的安全性，确保搭建展台各连接点及展台整体结构的牢固性。

7. 搭建二层展台必须设置年检合格的灭火器。

8. 展台结构不准遮挡展馆内的消防设施、电气设备、紧急出口和观众通道。

9. 搭建地台必须于展位范围内部地台边缘处设置缓坡通向公共通道，防止地台与地面的落差

造成人身伤害。展馆防火卷帘门下不得搭建任何展架、展台、整体地台及堆放各种货物，

防火卷帘门所处的展馆立柱严禁采取任何形式的包裹及遮挡，保证防火卷帘门升降畅通。

10. 室外搭建的展台要做好防风措施，确保展台结构的强度、刚度、稳定性以及局部稳定性。

11. 使用玻璃材料装饰展台，必须采用钢化玻璃，要保证玻璃的强度、厚度（幕墙玻璃厚度不

小于 8mm），玻璃的安装方式应合理、可靠，必须制作金属框架或采用专业五金件进行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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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安装，框架及五金件与玻璃材料之间要使用弹性材料做垫层，确保玻璃使用安全。大面

积玻璃材料应粘贴明显标识，以防破碎伤人。若使用玻璃地台，则结构支撑立柱、墙体必

12. 须固定于地台下方，不得直接在光滑玻璃面上方搭设展台结构。

13. 展台搭建材料的选用要符合国家有关部门关于临时性建筑的材料用法标准并结合展览会

的特点合理选材，选材时应符合国家环保要求。

14. 馆内严禁吸烟。展台施工不得使用易燃、易爆物品，禁止明火作业。

15. 展台严禁采用全封闭式顶棚，展台顶棚不得阻挡展馆顶部消防设施，要保证展台顶棚至少

有 50%以上的平面开放面积，以确保展台的消防安全性。

16. 展台施工人员应佩戴证件进场施工，严禁证件不符和倒证现象的发生，专业技术人员须持

上岗证施工。

17. 严禁使用霓虹灯作为展台装饰照明。照明灯具等各种用电设施及材料应具有国家专业安全

认证，应按照西安市电气规程标准施工、安装、使用。电器连接安装应使用双层绝缘护套

线，连接端子必须完全封闭不行裸露并加盖绝缘盒。

18. 施工单位不得动用展馆配电箱、水源、气源等固定设施。室外安装灯具、插座、配电盘等

应选用防雨型，室外用电设备应有可靠防雨措施。

19. 展览会开幕后，施工单位须留现场安全负责人及专职人员现场值班，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20. 撤馆时，施工单位须将所有搭建材料全部撤出展馆并清运干净，严禁堆放在展位或会展中

心院内。

21. 施工办公室保留对特殊情况实行特别限制的权利。施工办管理人员有权进入展台进行检

查。所有特装展台搭建公司必须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 20：00（撤馆结束时间）前将展台撤

馆垃圾清除展馆，并不得丢弃于展馆周围，否则主场服务商有权扣除其全部施工押金。

22. 展台搭建商在布/撤展期间应文明施工，严禁野蛮操作，由此引发的安全责任事故，搭建

商将负全部责任。

23. 施工单位在进馆施工、撤馆以及运输过程中因违反上述规定，所造成的人员伤亡、火灾及

场馆建筑物设施损坏等一切安全责任事故，由施工单位负全部责任，并承担由此给主办单

位和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造成的所有的名誉及经济损失。

本人已仔细阅读此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并保证严格遵守此规定。

施工单位现场安全负责人姓名: 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手机:___________

搭建公司名称（盖章）： 参展单位名称（盖章）：

搭建公司负责人签字： 参展单位负责人签字：

2019 年 月 日 201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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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特装报馆登记单

展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2019 年 4月 日

参展企业名称 工 单 编 号

展 馆 名 称 展 位 编 号

搭建公司全称 展 位 面 积 ㎡

施工许可证 ☑ 施工许可证 10.00 / 展位 （注：空地不搭建、标准展位无需施工许可证）

提前进场布展
□ 是 日至 日（搭建提前进场费 4000 元/天﹒展台；或 20 元/㎡﹒天；搭建

提前进场放料费 500 元/展台）

□ 否

特装押金

（木质及含木质）

面积 安全施工押金 清洁押金 合计

□108 ㎡以下 5000.00 5000.00 10000.00

□108 ㎡以上 10000.00 10000.00 20000.00

简装押金 □ 简装押金 3000 元/展位；简装（桁架、型材、空地）

展会用电

用电规格 电费 电箱押金

□220V/16A 340 元/会期 300 元/个

□380V/16A 580 元/会期 300 元/个

□380V/20A 820 元/会期 300 元/个

□380V/25A 940 元/会期 300 元/个

□380V/32A 1060 元/会期 300 元/个

□380V/40A 1540 元/会期 300 元/个

□380V/63A 2020 元/会期 1000 元/个

□380V/100A 4100 元/会期 ——

□380V/200A 8000 元/会期 ——

■请据实填写用电功率，如后期补电需交纳二次接电手续费（63A 以下 100 元/次）。

■24 小时用电需提前 3个工作日申请，办理 24 小时用电手续后方可接驳。

■B 馆 100A 以上用电需自备电缆，A 馆 40A 以上用电需自备电缆。

■自带展具统计： 桌 椅 绿植 盆 电视 个 沙发 个

延时加班费

申报截止时间 18:00-24:00 24:00 点以后

17：00 前 申请延时加班费 4 元/㎡/2 小时 4元/㎡/小时

17：00 后 申请延时加班费 5 元/㎡/2 小时 5元/㎡/小时

展会用水

（仅 B馆）

□ 用水接驳点______处，接水服务费：500 元/点/会期（不得将水排在馆内）

□ 电话 部 ，500 元/点/会期

其它服务
□ 网络____处， 500 元/点/会期

□ 其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现金单笔 1000元以内(含 1000

元)押金请于展会结束后 3个工作日内领取押金，逾期按 5%/天收取手续费，逾期 30天不退。

（备注：此表为曲江国际会展汇中心有关押金和收费价格，在现场展馆服务台办理手续时填写表格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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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组委会推荐展馆周边协议价格酒店信息

西安苹果之歌温泉酒店

标间、大床，会议期间协议价 220 元，含双早 王经理 15319996696

西安雁塔区丈八东路 9 号

西安曲江百事特威酒店

标间、大床，会期协议价 320，含双早餐 尚经理 18502953503

西安市翠华南路 17号植物园南邻

银朵国际酒店

标间、大床，会期协议价 338，含双早餐 赵英 13679119106

雁塔区朱雀大街南段 6 号紫郡长安 C 号楼

维也纳酒店（西安国际会展中心店）

标间、大床，会期协议价 290，含双早餐 刘经理 15991761312

西安市朱雀大街南段与长安路十字西北角

美丽豪酒店

标间、大床，会期协议价 400，含双早餐 余经理 17791835706

西安市雁塔区长安南路 86A 号长丰国际

汇成天玺酒店

标间、大床，会期协议价 428，含双早餐 张经理 15829008454

西安市雁塔区朱雀大街南段 1 号

备注：各位参展商及参会嘉宾，以上酒店为本次博览会组委会合作协议酒店，联络时报本次博览会

名称（中国西部国际物流产业博览会或中国西安智慧交通博览会）即可享受会议期间协议优惠价。

重要提醒，以上酒店信息及协议价格仅为组委会提供的信息和便利服务，请有需求的参展参会客商

尽早预订酒店，预订较晚酒店客房不足不能提供客房及协议价格的情况，组委会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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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展品运输服务商、展具租赁服务商信息

展品搬运

服务单位：西安曲江会展商务有限公司

物流联系服务部：李文倬 13720751399

电话：029- 87655253 手机：13720751399 传真：029-87655239

地址：西安市雁展路 1号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A馆负一层西安曲江会展商务有限公司

备注：该收货单位是组委会专门委托的展品接送与搬运单位，负责展品的接收、搬运和发运，

布、撤展期间在展馆与托运人交接承运货品，请托请单位事先与该公司取得联系，有关费用

由展商自理，有关服务收费标准请与该服务公司联系咨询。

展具租赁

服务单位：西安开元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联 系 人：舒立鹏

联系电话：18821656650

地址：西安市雁塔区长安南路金品国际 19 楼 1919 室

可租展具：电视、音响、金卤灯、长臂灯、饮水机、水、台布、网片、承板、隔离带、吧台、

吧椅、地毯、资料架、演讲台、抽奖箱、名片盒、KT 板、咨询桌、各类洽谈桌椅、各类展柜、

T型台、椅子、X展架、易拉宝、资料柜等

备注：该展具租赁单位是组委会专门委托的展具租赁服务单位，请有展具租赁需求的单位事

先与该公司取得联系，有关费用由展商自理，有关租赁收费标准请与该服务公司联系咨询。

西部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