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安徽合肥国际消防设备技术展览会

特装展位报馆事项说明

2018 安徽合肥国际消防设备技术展览会举办时间：11 月 9-11 日

1、报馆审核

特装报馆审核：2018 年 10 月 25 日 17:00 之前提交特装报馆材料。

主场管理单位：

安徽中云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2、报馆提交资料

①《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此表由参展商、搭建商填写双方盖章）

②《特装施工安全责任书》；（搭建商盖章）

③《处罚规定》；（搭建商盖章）

④《特装施工管理项目申请表》；（搭建商盖章）

⑤《用电及网络申请》；（搭建商盖章）

⑥《特装施工人员登记表》；（搭建商盖章）

⑦施工单位的营业执照和电工证等复印件，设计图：效果图、尺寸、材质图、电路图等，

联系人：邢经理 18326061319 电子邮箱：444264520@qq.com

所有文件需电子版扫描盖章发送邮箱审核同时寄出纸质材料，根据报馆表格计费标准缴纳相关

费用和保证金、押金。

河南威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安徽中云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25 日

mailto:电子邮箱380710976@qq.com
mailto:444264520@qq.com


表格 1 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 （必须加盖公章）

搭建授权书

甲方（参展商）：

乙方（搭建商）：

甲方（ ）现同意乙方（ ）为其提供 展台搭建服务，

展位号：

特此授权！

甲方： 乙方：

联系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签字盖章： 签字盖章：



表格 2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

严格遵守《消防法》、《大型活动条例》、《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展览施工管理规定》以及其它相关规章制度，服
从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主管部门的施工管理和监督检查，保证展台和人身安全。施工安全管理规定摘要如下：
一、施工前应按照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大会主场服务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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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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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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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展馆内施工只能对展台进行预制件的组装，不得使用电锯、电刨等加工作业工具。
五、展台施工不得使用易燃、易爆物品（如：酒精、稀料、橡胶水等），不得在馆内进行喷漆、刷漆等工作。
六、展台结构严禁在展馆顶部、柱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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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展馆顶部管网作为吊装展台结构的工具。
七、施工单位在施工时，应随时清理施工垃圾等各类废弃物品，搭建展台的材料应码放整齐，严禁占用消防通道，
保持馆内通道畅通。不得在馆内设置存放物品的仓库。
八、展馆内的一切设施不得破坏或改变其使用性质和位置，展馆内、外地面、墙面等建筑不得钉钉、打孔、刷胶、
涂色、张贴宣传品，不准损坏展馆一切设施。
九、相邻展台所有结构背板墙必须做出妥善装饰处理。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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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搭建二层展台必须设置年检合格的灭火器。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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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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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特装展台不得超过限定高度。
十四、施工登高作业高度达到 2M及以上的施工人员须系安全绳。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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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能出现可
变形体系，在荷载作用下（主要是风荷载，冬季为雪荷载）不能产生过大的变形。所设计的结构强度应当满足荷
载所需要的强度。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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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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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馆内严禁吸烟，施工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帽和反光背心，展台施工不得使用易燃、易爆物品，禁止明火作业。
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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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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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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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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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施工单位不得动用展馆配电箱等固定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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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施工人员不得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内进行野蛮施工，以免发生危险。
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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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撤馆时，严禁野蛮拆卸，施工单位须将所有搭建材料全部撤出展馆并清运干净，严禁堆放在展位或展览
中心馆内或倒卖给收垃圾者。
二十六、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保留对特殊情况实行特别限制的权利。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管理人员有权进入
展台进行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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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担由此给合肥滨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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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违规施工处罚内容及罚款额度》，并保证严格遵守此规定。 否则，
一旦出现安全问题本公司愿承担全部责任。

公司名称：
负责人签字（盖章）： 手机：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表格 3 处罚规定

施工单位签字盖章确认：

序号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违规施工处罚内容及罚款额度 罚款额度

1 施工单位如未办理特装展位搭建手续私自搭建展位，将立即停止施工，将施工

人员清出展馆，补办施工手续后方可施工，并处罚款；
2000 元

2 未经书面许可，私自接电，一经发现，除补交电费外，并处罚款； 2000 元

3 未经书面允许，在展览馆内动用明火作业，没收其作业设备，并处罚款； 1000 元

4 施工单位连接水源的设备设施造成任何泄漏的行为和结果，除赔偿

由此给场馆带来的损失外，并处罚款；
1000 元

5 展台搭建出现结构失稳等重大安全隐患，要求立即设置隔离区域，

进行整改，并处罚款；
1000 元

6 展台搭建超过规定高度或搭建垂直投影面积超过实际展位，要求立即

整改，拒不整改者，并处罚款；
1000 元

7 展台阻塞消防通道、消防卷帘门、紧急出口、消防设施、公共通道、

配电柜以及摄像头等，要求进行拆除整改，并处罚款；
500 元

8 距地面 2米以上施工作业须使用梯子或脚手架，直接攀爬展位结构施工，

要求立即整改，并处罚款；
500 元

9 展台搭建使用各种易燃纺织物品、木质结构未刷防火涂料，要求

立即整改，并处罚款；
500 元

10 使用禁用电料（霓虹灯、高温碘钨灯、高温石英灯、平行线、麻花

线等），违反电工操作规定，制止其施工行为，并处罚款；
500 元

11 展厅内调漆、喷漆、刷漆等违反《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展览施工管理

规定》的行为，要求其立即停止，并处罚款；
500 元

12 展台施工使用易燃、易爆物品（稀料、酒精等），要求停止其施工

行为，并处罚款；
500 元

13 展厅内不得使用电锯、电刨、电切割等工具作业，如出现以上行为，

要求其立即停止作业，并处罚款；展馆闭馆后展台未断电者，处以罚款。
500 元

14 背靠背展台与相邻展位间的结构高于对方展位，但背部未做遮盖者，并处罚款； 500 元

15 搭建展台及各种活动布置不能私自利用展馆顶部、墙面、柱子、栏杆、门窗

及各种专用管线吊挂、捆绑、钉钉、粘贴等，否则要立即进行整改，并处罚款；
500 元

16 施工时阻塞展厅通道，妨碍他人通行，劝阻无效，对施工单位，处罚款； 500 元

17 撤展时，野蛮拆卸展台、推倒展台及搬运物品时造成地面损伤等，

要求其立即纠正，并处罚款；
500 元

18 撤展时，私自将展台结构卖于收购的个人及单位进行拆除的行为，

对施工单位处以罚款；
500 元

19 对展馆工作不予配合的施工单位，视情节严重处罚款 500 元。 500 元

20 撤展时，施工垃圾未清理或未清理干净或未验收，将在施工押金中

扣除 200 元至全部场地押金的违约金。

200 元至

全部押金

21 施工期间未按规定佩带安全帽或安全带，对施工单位处以罚款。 100 元/人



表格4 特装施工管理项目申请表

参展企业名称 展位号

施工搭建单位 展台面积

联 系 人 手 机 电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地址

名称及描述 单位 价格 数量 金额（人民币元）

施工管理费 平方米 30.00 元

施工证件费 每人 50.00 元

施工雇主险 每人 50.00 元

特装施工许可证 展台/会期 100.00 元

特装展台施工押

金

108 ㎡以内 10000.00 元/会期

108 ㎡以以上 20000.00 元/会期

特装展台加班 2000.00 元/每展台 加班面积计展位面积的 2倍

合计（大写）： 人民币（小写）： 元

备注：1.（展台内地毯必须使用阻燃），如有非指定搭建商参与本会，
展馆及主场服务商将无法保证该搭建商的作业按时进行。
2. 18 ㎡展位施工人员最低配置 4人，36 ㎡平方展位施工人员最低配
置 6人；一人一证。
￥将上述费用汇入以下账号：安徽中云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付款账号：3405 0145 0912 0000 0429 (中国建设银行合肥包河苑
支行)
注：报馆时间：2018 年 10 月 25 日，超过截止日期办理，大会主场
服务商将加收 50%加急费。

搭建单位盖章确认：

签字：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1、 报馆申报服务不接受退订，电箱申报后不再调换；电箱再次接驳收费，参照接驳电量电费 50%收取。

2、 每个展位需办理至少 4个施工证；36 ㎡以上展位，按照每 9㎡配置一个施工证。

3、 所有特装搭建企业务必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之内办理审图报馆手续，超过截止日期办理，大会主场服务商将加收 50%

加急费。

4、 依据展馆要求，所有特装搭建公司必须购买施工保险。搭建公司缴纳保险费用，由主场管理公司统一购买。

5、 办理加班必须在当日 16:00 前报至主场服务公司，逾期不予办理。加班计费面积按照展位面积 2倍初核，不足者向上取

整，展位间不累加。加班至 0：00 后加班计费标准加倍。

6、 撤展需经主场管理公司验收场地，视违规情况处罚，签字确认。如无异常所有押金将于撤展后 30 个工作日内如数退还。



表格 5 用电及网络申请

参展企业名称 展位号

联 系 人 电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用电申请

编号
动力电源

展期（含布、撤展）
电费（元）

电箱押金
元/个

申
请
数
量

合计金额
收费标准

单相电源（220V/10A） 600

三相电源(380V/10A) 800

三相电源(380V/15A) 1000

三相电源(380V/20A) 1500

三相电源(380V/25A) 1800

三相电源(380V/30A) 2000

三相电源(380V/40A) 2500

三相电源(380V/50A) 3000

宽带 2M 300 元/会期

宽带 4M 600 元/会期

宽带 10M 1500 元/会期

合计（大写）： 人民币 元

￥将上述费用汇入以下账号：安徽中云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付款账号：3405 0145 0912 0000 0429 (中国建设银行合肥包河
苑支行)
注：报馆时间：2018 年 10 月 25 日，超过截止日期办理，大
会主场服务商将加收 50%加急费。

搭建单位盖章确认：

签字：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表格 6 特装展台施工人员登记表

参展商
名称

中/英文

搭建商
名称

中/英文

参展商
联系人

手
机

搭建商现
场负责人

手机

请列出施工人员资料

序号 施工人员姓名 年龄 性別 技术工种 技术证编号 身份证号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施工单位： （公章）

负 责 人：

电 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