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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参加个护口腔医美国际创新展

尊敬的参展企业：

欢迎参加将于 2022 年 12月 21日-22日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个护口腔医美

国际创新展。 （ POM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Exhibition )

为使贵公司获得完善、及时的展会配套服务信息，保证参展期间的各项工作在良好的
环境下取得圆满成功，请务必仔细阅读本《参展商手册》，熟悉其中的各项内容和规定，并
填写好您所需服务的表单，在截止日期前将表格反馈至组委会及各相关单位。所有回执表单，
经您签字确认后，与参展协议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手册的解释权归个护口腔医美国际
创新展所有。

如需任何帮助，请联系展会主办方：

上海玳久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奉贤区海坤路 1号 1 幢

电 话：+86-21-52667987

微信：15161368402 15316509375

E-mail：market@runningtooth.com

展会网站：https://runningtooth.com , www.globaloralcaresummits.com

参展商服务微信：

微信公众号：

mailto:market@runningtooth.com
https://runningtooth.com
http://www.globaloralcaresummi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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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现场服务台将有组委会、主场搭建公司、主场运输公司工作人员全程协助贵公司顺利参

展。 期待 2022 年 12月与您相见在南京，预祝贵公司参展顺利、愉快！

上海玳久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市场部宣

展会名称：个护口腔医美国际创新展

布展时间：2022 年 12 月 20 日 8:30 am- 5:30 pm

展览地点：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展出时间：2022 年 12 月 21 日—22 日

撤展时间：2020 年 12 月 22 日 5 :00 pm - 撤展结束

主办单位：上海玳久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上海玳久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展会服务联络表

主场搭建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场馆搭建联系人 王红军 025-86891033

展品运输与现场存储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仓储仓库部 励夕祥 025-86891048

机场、铁路站点、物流站点提货，展品回运等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仓储物流部 谢久新 159 9634 3447

赞助方案及现场广告

上海玳久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市场部 021-52667987 market@runningtooth.com

会展用品租赁及酒店租赁

上海玳久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市场部 021-52667987 market@runningtooth.com

mailto:market@runningtooth.com
mailto:market@runningtoo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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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信息 ：

1， 参展商报到

2022年 12月 20日为参展商报到时间，参展企业请持有参展合同协议（盖章后的） 原

件，到南京国际展览中心前台处工作人员那里签到领取入场吊牌胸卡和会展资料。

2， 参展工作人员吊牌胸卡

主办方为每个标准摊位（9平米 ） 配置 3 张吊牌胸卡和 3张午餐券 （午餐券为开展 2
天使用），参展人员需要提前填写参展订单及胸卡信息实名制登记. 报名参会人员需要提前

填写参展吊牌胸卡信息实名制登记信息采集表。（ 参展工作人员胸卡和参会人员胸卡不能

用于参与收费论坛会议 ）

3， 邀请函

主办方将于会前向国内外个人护理，口腔护理，医疗美容行业专业工作人员，专家，教授，

学者，企业家，生产商，材料商，贸易商，经销商，代理商等发送参展邀请信息，如确认参

展或者参会，请配合填写参展表及参展合同和报名表。

4， 境外参展方及观众服务

为方便国外企业和观众参展，主办方将为国外参展单位和国外参会观众免费提供签证邀请

函，请于展会前联系主办单位协助完成信息表格填写。

5， 展位增值税发票

如需开具展位增值税发票，请联系主办单位提交开票信息。 可现场报名的时候携带展位

合同原件领取发票。 也可在开票后由主办方邮寄到参展单位。

6，天气概括

12月中旬南京天气晴朗寒冷 ，日均最高温度约 11摄氏度，夜间温度 1摄氏度左右，展

馆，展厅温度约 15-18摄氏度左右。请注意昼夜温差，做好防寒准备，戴好口罩，预防新冠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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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进场施工办理手续

一、特装进场资料

特装施工单位须在进馆前，向展馆提交以下相关资料：

1. 特装效果图、尺寸图、电器图以及使用搭建材料说明等资料图片；

2. 搭建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搭建资质；

3. 特装施工人员特种作业需提供在有效期内操作证复印件（如电工证、高空作业证件等），

现场施工人员必须戴安全帽及配挂施工证，用电展位必须配备电工并在展期值班；

4. 根据消防要求，特装展位为木质结构搭建时，需要提供防火涂料经销商或厂家盖章的防

火涂料检验报告原件，同时现场必须配备防火涂料,以备检查；

5. 填写《展览会特殊装修申报表》、《安全管理责任书》并加盖施工单位公章；

6. 根据消防要求，有电子大屏舞台灯光使用的特装展台，须准备电器安全的检测报告，以

备消防检查。

二、特装进场资料审核流程：

1. 为提前审核搭建商特装进场资料的完整程度及图纸是否符合场馆规定，请发备注展会名

称、参展单位及展位号的电子版至现场服务部展会项目经理邮箱（有主场服务商的展会，

请先联系主场确认）；

2. 电子版本审核无误后，搭建商须在进场前 1-2 天向展馆现场服务部展会项目经理提交纸

质特装进场资料。（如遇大型展会时间另行通知）

三、特装进场的费用项目缴纳流程：

1. 特装管理费、押金、电源接驳费、施工证件费用等，具体收费标准请参照参展商手册或

南京国展中心特装服务价目表。

2. 布展前 1-2 天道展馆现场服务部缴纳相关费用（大型展会另行通知），缴费时间上午 9：

00-11：00，下午 14：0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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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票开据流程：

所有在展会服务台缴纳的费用，本展馆可以为其开据发票。展商或搭建商务必请在开

展后的第二天至展会结束前凭服务台开出的申请单的客户联开据发票。请提前确认好

开票信息（单位抬头、税务识别码），发票开出不予退换！谢谢配合！

五、押金退还流程：

所有搭建商必须要在撤展当天将本展台所在区域（展厅内和展厅外的装货区）特装搭

建垃圾清理干净，分别由厅内现场服务部项目经理和厅外安保经理检查并签字。凭签

字确认的押金单据第二天退还清场押金。退款时间为撤展第二天上午 9：30-下午 15：

00。超出该时间范围的，在押金退还有效期内，我展馆收到押金单据后，统一通过电

汇打卡的方式退还押金。搭建商需要提供银行卡录入信息，同时需要将持卡人姓名填

写在押金单据的背面，押金单据交给展馆现场服务台项目经理，10 个工作日左右由展

馆财务统一进行汇款。

填写展览会特殊装修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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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

参展单位 联系人

展位号 联系电话

展位面积 （米 2） 展台高度

搭建商

单位名称 单位电话

地址 申领施工证

现场负责人 负责人电话

装修材料已经防火处理 是 否

现场施工时有防火措施 是 否

是否备有防火涂料（保留防火涂料桶） 是 否

展期用电规格 数量 展期用电规格 数量 展期用电规格 数量

220V/16A 380V/40A
布展期间施工临时用电

220V/16A

220V/20A 380V/63A 380V/16A

380V/16A 380V/80A 展期 24小时用电 220V/16A

380V/20A 380V/100A

380V/25A 380V/125A

380V/32A

施工人

员情况

序号 姓名 工种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1 电工（必填）

2

3

押金扣除标准：

1、特装展位存在结构安全隐患，接收整改通知二次未及时整改扣除 30%押金，第三次将扣除 50%押金，同时断电不予施工直至整改到位。如果造成展位倒

塌，除押金全扣外，直接取消搭建商在展馆内的施工资格，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2、在展馆设施上违规操作，如私自吊顶、悬挂、打钉等，扣 1000元/处。若损坏设施设备，修复费用将根据实际情况，另行计算。

3、施工车辆、展台、包装箱等展台阻塞消防通道、消防卷帘门、紧急出口、消防设施、公共通道、配电柜、电梯以及摄像头等，必须按要求进行拆除整改，

视情节严重扣押金的 30%直至全部扣完。

4、逾期不撤展的扣除全部押金，作为展台撤除费用，同时直接取消搭建商在展馆内的施工资格。

5、未安排电工值班、使用其他施工单位电工、展位照明电与动力电未分开接驳、展会闭馆后未关闭电源，具有上述情况之一的扣除押金的 30%直至全部扣

完。

6、施工人员未佩戴安全帽，抽烟或展位范围有烟头，按不低于 200元/人的标准进行处罚，并没收直接当事人的施工证件。

7、展位现场、卸货平台遗留垃圾或涂料等造成地面污染情况，搭建商必须自行在撤展时清理干净，否则视情况严重扣除押金的 30%直至全部扣完，并以不

低于 50元/平方米计算清洁费用。

8、使用禁用电料（霓虹灯、高温碘钨灯、高温石英灯、平行线、塑料花线等），违反电工操作规定，制止其施工行为，电气安装不符合国家有关规范，构

成安全隐患，造成用电故障和事故的，私接电源或超负荷用电，扣除押金的 30%直至全部扣完。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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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押金的 30%直至全部扣完。

10、在展厅内动用明火作业，展厅内储藏、搬运、使用易燃易爆物品，除没收其作业设备外，扣除押金的 30%直至全部扣完。

11、撤展时，野蛮拆卸展台、及搬运物品时造成地面损伤、建筑参展垃圾丢弃等将其押金全部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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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条款未尽事宜，本展馆有权根据搭建商、参展商违规情况，扣除押金或追究法律责任。

安全管理责任书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我公司已认真阅读《南京国际展览中心安全管理规定》与《展览会特殊装修申报表》，在

展会期间，我方自愿遵守有关消防、安全规定，对本单位的搭建、用电及消防安全负责，并承担相应责

任。保证我方及受我方委托的工作人员在项目实施中规范操作，对于因其违规操作引发的责任事故，我

方愿承担全部责任；同时保证我方搭建的设施牢固、可靠、抗风，对贵中心的设备及设施不造成任何损

坏，并负有成品保护之责任。对于因我方原因导致的项目一应设施设备倒塌及其他安全事故所引发的人

身伤害及财产损失等后果，我方愿承担全部责任。同时我方愿自觉接受展馆管理，如出现违反展馆相关

管理规定，愿接受展馆处罚。

参展商 施工单位

施工单位（盖章或法人代表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安全管理规定（摘录）

一、 所有的搭建材料必须采用不燃烧材料或阻燃材料。展台、展品、广告招牌的布置不得

影响展厅内的消防通道以及消火栓、水泵接合器等消防灭火设备。包装物品、集装箱

等必须存放于指定地点。

二、 所有的电器线路容量配备应均衡，其线路敷设均应架空或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敷设，

其负载设备上均应有良好的接地装置。严禁将易发热的电器设备，各种高温灯具带入

馆内，各类暖光源灯具周围（一米范围内）不得有墙纸、棉纺织品、丝织品等各类可

燃面料、服饰、装饰材料以及易燃易爆物品等。

三、 各参展单位必须要有专业人员进行施工，且执行持证上岗制度。布展的电气施工人员

必须熟悉本展位的电气线路，开展后必须有该类电工值班，确保本展位的用电安全。

各展位用电量必须按照略大于实际用电量进行申报以确保留有余量，严禁少报多用，

一经发现，将进行严厉的处罚。严禁圈占、遮挡本中心提供的分电箱及地插，以便进

行安全检查及维护。

四、 展馆内严禁使用花线，胶质线、铝芯线，必须使用阻燃的有双层绝缘的护套线。电线

接拨必须采用端子连接，严禁使用胶布捆扎,各参展单位使用的电气材料，必须是经相

关部门检验认可的合格产品。展位内装修必须符合防火要求，灯箱必须设通风孔，各

类射灯、金属卤素灯、筒灯，豆胆灯、舞台用灯、投标灯等必须有石棉垫等防火隔热

措施。展台照明与装饰用光源，必须使用发热量较低的冷光源灯泡或灯管，立体吸塑

文字及标识内的灯泡及灯管必须采用冷光源，并是经相关部门检验认可的合格产品。

五、 展厅内严禁使用汽油、煤油、酒精、香蕉水以及展馆管理部门认为可能威胁展馆安全

的化工产品。各类受压气体钢瓶应设置在展厅外。各种陈设易燃易爆展品的展台均以

无安全隐患的模型展品替代。展厅内严禁吸烟,严禁使用明火作业（电焊、气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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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机械展品如内燃机车、汽车、拖拉机及各类汽油、柴油发动机等均应在室外展出，若

在室内展出，不应操作、维修，油箱内的燃油不应超过一天展出发动时的用量。

七、 本展馆二层禁止吊挂。

八、 严格遵守展馆的限高规定：D、E厅为 5米，二层展厅限高为 6米，违者必须整改。

展台背板超出相邻展台部分必须用阻燃材料全部覆盖，否则不予供电。

九、 严格遵守各展厅的承重限定：A、B、C厅均为 0.8吨/平方米，D、E厅均为 3吨/平方

米，二层卸货平台载重量为 15吨。超重展品需要事先报展馆审批并采取有效措施，

使之符合承重限定，否则严禁入馆。

十、 本展馆严禁使用丙烯弹力布等易燃装饰材料。

十一、 施工单位撤展人员必须熟悉本展位结构，撤展时严禁野蛮施工，严禁将展台结构整

体推倒，使用重棒大锤猛敲猛砸，违者将扣除全部的清场押金。

十二、 保证本摊位灯座底部距离顶部大于 50cm。
十三、 室外的展位确保结构牢固，做好防风措施。用电做好防水措施，主体展位结构的固

定在地面地栓上，斜拉钢丝绳做好警示标示，以免造成人身伤害。

十四、 未提事宜，均按市公安、消防有关规定执行。

展览会特殊装修施工管理规定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提醒特装修施工企业（参展商）详细阅读下列内容：

1．南京国际展览中心只允许持有本中心现场服务部签发施工证的特装修施工企业（参

展商）在展馆施工。

2．凡是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展厅内进行展位特殊装修施工的企业（参展商），请在进

场施工前按要求填写《展览会特殊装修申报表》，并向现场服务部提交《展览会特殊装修申

报表》及展台装修效果图、结构图、电路图、用电量、使用材料说明等，由现场服务部进行

审核（若图纸审核未通过，则退还给特装修施工企业进行修改，直至符合中心的相关规定），

经审核同意并留下图纸后，由特装修施工企业（参展商）填写《展览会特殊装修申报表》及

签署《安全管理责任书》，缴纳特装管理费、特装清场押金及其他相关费用，客户凭《南京

国际展览中心申请单》客户联、收据和发票领取施工证（一人一证），进场施工。

3．严禁对中心搭建的标摊私自进行改建、嫁接，严禁私拉乱接灯具及其他用电器具。

4．电锯、电刨等木工制作应在展馆外操作，禁止在展馆内进行木工材料及油漆类基础

加工。一旦发现将清除馆外并予以罚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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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严禁进行展位特殊装修施工的企业使用弹力布、草坪灯、暖光金卤灯等易燃、高热

的装饰材料及灯具进行装修，并严禁将此类装饰材料及灯具带入馆内。一旦发现将清除馆外

并予以罚款处理。

6．严禁在人行通道、出入口、消防设施、电源地井等处摆、挂、贴、钉各类展览样品、

宣传品、各类展道具或其他标志。一旦发现将清除馆外并予以罚款处理。

7．展场任何地方都禁止擅自粘贴。如展商确需在展板及展架上粘贴 KT 板、万通板或即

时贴类宣传品，请自带或到总服务台购买展览专用胶带进行粘贴。

8．在展馆一层 D、E厅进行特殊装修的展台或展品布置的高度不得超过 5M；二层展厅

限高 6米。对于不符合消防安全和展场规定的展品分布及超高装置，展馆的管理部门有权提

出调整意见，违者必须接受整改。

9．进行展台装修施工单位如未经申报勘察并交纳足额费用，严禁在展馆各处悬吊。一

旦发现将强行撤除吊点，并予以罚款处理。

10．进行展台装修施工单位必须在所有木结构上均匀涂刷防火涂料，封闭灯箱必须开通

散热孔，灯具安装必须距离所照射的展品、灯箱布等展台结构 500MM以上。电线接拨必须

采用端子连接，严禁使用胶布捆扎。主要线路严禁在地毯、木结构地台、玻璃地台等地面铺

设设施下经过，必须从表面经过。严禁将纸袋，塑料袋等透气性差又易燃的物品放置在展品

设备、灯具上。严禁私自从馆内配电箱、供电井接驳电源。

11．进行展台装修施工单位必须按实际用电量（留足余量）进行申报，如发现实际用电

量大于申报量，中心将勒令其整改并补交相关费用，如逾期仍未整改及交纳费用，中心将予

以断电处理。

12．展览样品拆箱后，包装箱、碎纸、泡沫和木板等物品必须及时清出展馆，不得在展

位外存放包装箱和展品。如存放物品可与展馆总服务台联系和办理存放手续。

13．进行展台装修施工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和区域内施工，严格遵守南京市公安消防局颁

布的《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展览消防安全须知》和南京国际展览中心的有关规定，违反规

定，造成损失，施工单位应负全部经济和承担法律责任。参展者在布展期间如需加班，应在

当日 16 时前到总服务台申报并交纳加班费。

14．不得破坏展馆内的一切设施或改变其使用性质和位置。地面、墙面不得钉钉、打孔、

悬挂物体，如确有特殊要求应向展馆总服务台申报，经批准后方可施工，闭馆后应恢复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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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赔偿损失。参展单位在装卸、搬运、安装及撤离展品过程中，不得损坏馆外绿地花草树木；

不得在通道、展馆门前堆放物品影响通道畅通。禁止使用易燃易爆品。布展期间各种线路应

固定，通道地点应使用绝缘双层护套线并加盖保护。

15．在展览会布展后期，所有自行对展台进行施工的参展单位应准时参加由公安、消防

等部门组织的安全检查，对检查出的问题应在展会开幕前解决，不得拖延。

16．如中心展览现场服务部发现进行展台装修施工单位存在上述各项问题，在提醒其整

改后仍未执行，中心将下达整改通知书。在两次整改通知书下达后仍未整改，中心将予以断

电处理，并扣除相应押金。

17．展会结束后由装修施工企业（参展商）各自负责清除遗留的装修垃圾并清除出馆（如

未及时清理出馆，中心将扣除清场押金），清除完毕后，由中心现场部的工程项目经理在清

场押金收据上签字认可，装修施工企业（参展商）凭此到总服务台收费处退清场押金。

18.施工单位搭建展台面积不得超出承租面积，投影边线不得超出承租边界线。施工单位

搭建的展台面积应和申报面积相符，如搭建超出申报面积的展台，须得到主办单位及场馆经

营部的认可，并应及时到施工办补办施工手续。

19.室外展台在设计时应充分考虑风、雨等自然现象对展台带来的不安全因素。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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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结构稳定。

21.钢结构立柱应使用直径 100mm 以上的无缝钢管，底部焊接底盘，上部焊接法兰盘以

增加连接点接触面积，以保证展台结构的牢固性。

22.展台结构主体墙落地宽度不应小于 120mm，以确保墙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超过 6m

的大跨度墙体及钢框架结构之间应在顶部加设横梁连接，下部须加设立柱支撑，保证展台整

体刚度和稳定性。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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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材时要符合国家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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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施工单位在施工时，应随时清理施工垃圾等各类废弃物品，搭建展台的材料应在本展

位内码放整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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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相邻展台所有结构背板墙必须做出妥善装饰处理，不得影响临近展台的展示效果。

26.施工人员在高空作业时，应使用合格安全的提升工具及操作平台，施工人员应系好安

全带。为保护人身安全，周围要设置安全区，并有专人看护。安全区须设明显的警告标志。

27.展馆内不得使用电锯、电刨等加工作业工具。

28.展馆内严禁烟火，施工单位在施工期间不得使用电、气焊等明火作业，必须在现场配

备灭火器。

29.展览会开幕后，施工单位须留现场安全负责人及电工人员现场值班，发现问题及时处

理。

30.施工单位在撤馆时须将所有搭建材料全部撤出展馆，严禁将废弃物堆放在展览中心院

内或在院内转让、倒卖。

31.如需搭建二层展台结构，需要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签署意见，同时并附该国家一

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和注册证书复印件。

32.其它有关事项，以展场相关管理部门的解释为准。

标准展位安全管理规定

一、 展位管理规定：

1、未经服务台工程管理人员准许，禁止拆改标摊展位内配置或擅自嫁接门楣、灯箱等，

禁止在展板上悬挂或倚靠重物，如有违反责令恢复原状，因恢复原状而产生的费用由责任人

承担；造成展材损坏、遗失的，责令照价赔偿。

2、禁止在展板、桌椅上用即时贴裱底或贴字，禁止在展板、桌椅上使用背胶图片裱底

或用泡沫胶粘贴，禁止在展材展板、桌椅上油漆、打钉、开洞；如有违反、责任人需照价赔

偿,150 元/张展板，300 元/张桌子。

3、对标摊展位内，使用木结构（含钢木结构）布置展位的，请到服务台缴纳清场押金

（按每 9平方米 200 元）展会结束后如未及时清理带出馆外，押金不予退还。

4、展位内严禁使用难以清理材料作为装饰结构使用，违者将处以 1000 元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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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气安全管理规定：

1、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源插座须严格在所允许的最大容量 500W内使用，不得插接

超出允许容量的电器设备，违者予以警告，责令整改；拒不整改者将予以停供该展位用电的

处罚；

2、配置安装于展位上的所有用电设施设备，参展商不得随意拆除或移位，更不能带出

展馆，对损坏展馆电气设施设备者，将予以同等价值赔偿。

3、参展的展样品或设备设施需 24 小时连续供电的，须先报南京国展中心现场服务部

审批同意，办理相关手续，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使用的参展商承担。

4、对不如实申报用电量，少报多用者，展馆有权责令其补交电费。拒不补交的，将给

予停供该展位用电的处罚。

5、如检查发现展位有违反展馆安全管理规定的，不符合安全要求，构成用电安全隐患

的，一律不予该展位供电，展馆有权责令其整改或拆除，拒不整改的，展馆将予停供该展位

用电的处罚。

三、禁止在展馆墙面、通道、柱子用泡沫胶粘贴或即时贴裱底，如有违反，责令违规

者恢复原状，并支付每平方米 100 元（不足 1平方米的按 1平方米计）的清洁及维修费，同

时立即取下粘贴物。

四、对违反规定造成事故的展位，展馆将视情节轻重追究当事人及相关单位负责人的

责任，造成严重后果者将移送公安机关、消防机关追究其法律责任。

五、禁止挪用他人展位内的桌椅，展位的样展品请勿放置于过道上，布展完毕的展商

请将垃圾放于过道上，展馆将予以清理。

六、展商在参展期间，注意展位物品和随身携带物品的安全，贵重物品及危险样展品

请加强现场管理，谨防遗失。

以上未尽事宜详见《南京国展中心安全管理规定》，解释权在南京国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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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运行流程

一、 客户或物流公司电话和仓储人员进行电话沟通、确定物品接收时间以及收货方式。

二、 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不明液体、外包装破损等物品仓储人员可以拒收货物。

三、 贵重物品、生鲜食品、到付邮费展品、需要到物流站点提货的物品、体积过大或者超

重需要用到机械铲车搬运的物品，以上物品请提前与仓储人员沟通。

二、物流公司或者客户在正常工作日内，将货物送至仓储人员所规定的区域，仓储人员将会

为客户接收货物。

三、展商必须要在每件货物的外包装上面用 A4 纸贴上展会相关的信息，包括：展会名称、

展位名称、摊位号、现场负责人以及负责人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对接收的货物进行管理。

四、当展商提货时，请提货人带齐货物的物流单据，仓储人员根据货物外包装所登记的相关

信息或物流单据的信息，向展商移交货物，同时仓储人员会根据国展中心仓储收费标准，向

展商收取仓储费用，并开出单据或发票，最后展商在领取货物后需要在货物登记表上签字确

认。

五、仓储费用由两部分组成：货物代收费和货物仓储费（收费标准详见价目表）

五、请展商在展会结束前，尽快将自己的货物领走，展会结束后一星期仍遗留在仓库的物品，

我展馆将视同无人认领物品进行清理。

六、请各位展商提货时，尽可能一次性提走自己的货物，如分多批次提货，剩余物品将另收

仓储费用。

上海玳久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市场部宣

2022.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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