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lden Commercial
May 14-16, 2018
NECC-SHANGHAI

Manual for Exhibitors

GOLDEN COMMERCIAL

参
展
商
手
册

2018 年 5 月 14 日-16 日
May 14-16, 2018/ NECC-SHANGHAI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Golden Commercial
May 14-16, 2018
NECC-SHANGHAI

Manual for Exhibitors

展会服务联系表：
组委会联络方式：
上海高登商业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闵虹路 166 弄城开中心 3 号楼 712-716 室(201102)
电话：
（86-21）6439-6190 /6162-9719
传真：（86-21）5013-1761
E-mail: info@goldenexpo.com.cn
国际展商、国际市场
电话：
（86-21）6162-9719

http://www.goldenexpo.com.cn

E-mail: shirley.gong@goldenexpo.com.cn

主场搭建商
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控江一村 5 号楼 201 室
联系人：周小姐 朱小姐
电话：
（86-21）6568-5037/6567-7157
传真：
（86-21）6568-5015
E-mail: haiboshow@163.com
特装搭建:
联系人: 魏鹏飞（先生）
电话：
（86）13482410499

传真：
（86-21）6568-5015

E-mail: weipengfei1015@163.com
冰柜租赁
上海铸华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杰先生
电话：
（86）13916324629

E-mail: huangjie7745@163.com

展品运输
上海增缘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 198 号，轻工国际大厦 710 室(200081)
联系人：贡舒婷 (小姐)
电话：
（86-21）5666-9280
传真：
（86-21）5666-9280
E-mail: emily.gong@zzwl.net.cn
酒店预订
深圳市捷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晓莉
热线：
（86-21）5578-3673/5578-3567

QQ：2383501671

E-mail: exhibition@bestmeeting.net.cn
翻译服务
国译翻译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4006291995

E-mail: info@guoyifany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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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会安排：
1、展览场地：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虹桥
北门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崧泽大道 333 号
西门地址：上海市青浦区诸光路 1888 号
2、交通路线：
1）乘坐地铁：上海地铁 2 号线 徐泾东站 4、5、6 号出口。
2）乘坐飞机：虹桥机场 2 号航站楼-国家会展中心：出租车约 10 分钟；地铁 2 号线可
直达；浦东国际机场-国家会展中心：出租车约 60 分钟；地铁 2 号线可直达。
3）乘坐火车：上海虹桥火车站-国家会展中心：出租车约 1.5 公里；地铁 2 号线可直达；
上海火车站-国家会展中心：出租车约 25.5 公里；地铁 1 号线到人民广场站，换乘 2 号
线直达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南站-国家会展中心：出租车约 23 公里；地铁 1 号线到人民
广场站，换乘 2 号线直达国家会展中心。
4）乘坐出租车：高架道路：延安高架、南部外环高速方向，嘉闵高架-建虹高架-盈港
东路-诸光路（国家会展中心西门）；北翟高架、北部外环高速方向，嘉闵高架-崧泽高
架-蟠龙路下匝道-龙联路-诸光路（国家会展中心西门）；地面道路：北翟路/天山西路/
仙霞西路方向，申长路或华翔路-崧泽大道-诸光路（国家会展中心西门）
；延安路方向，
延安西路-沪青平公路-诸光路（国家会展中心西门）
。出租车由诸光路西入口经 20 号门
到达北厅外专用车道边下客，空载出租经由 18 号门进入场馆指定区域蓄车。
5）乘坐公交：865 路：可驳接地铁上海动物园、漕河泾开发区、锦江乐园站。706 路：
可驳接地铁九亭站。776 路：可驳接地铁紫藤路、
、中山公园站。
6）自驾车：从上海市区： 延安高架、南部外环高速方向，嘉闵高架-建虹高架-盈港东
路-2 号停车场（盈港东路北侧靠近诸光路），或盈港东路-诸光路-崧泽大道（国家会展
中心北门）-北展场指定位置停车。北翟高架、北部外环高速方向，嘉闵高架-崧泽高架
-蟠龙路下匝道右转-1 号停车场（崧泽大道北侧蟠东路西侧）-龙联路-诸光路-崧泽大道
（国家会展中心北门）-北展场指定位置停车。从长三角：杭州、宁波、苏州方向客流
可分别 G60、G2 等高速汇集至 G15 沈海高速-崧泽大道下匝道-崧泽大道（国家会展中
心北门）-北展场指定位置停车，或崧泽大道-诸光路-盈港东路-2 号停车场（盈港东路
北侧靠近诸光路）
。
3、报到布展：参展商于规定日期报到，凭参展企业名片到组委会现场接待处领取参展
证。2018 年 5 月 12 日-13 日 （09:00-17:00 有效）
4、撤展规定：撤展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16 日 14:00 至 17:30，到组委会现场接待处办
理出馆证，在规定时段内撤展完毕。
5、详细日程安排明细：
报到布展：2018 年 5 月 12 日-13 日（09:00-17:00）
展览时间：2018 年 5 月 14 日（10:00-17:00）
2018 年 5 月 15 日（09:30-17:00）
2018 年 5 月 16 日（09:30-14:00）
撤展时间：2018 年 5 月 16 日（14: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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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厅相关技术数据
会展中心可展览面积为 50 万㎡， 包括 40 万㎡室内展厅和 10 万㎡室外展场。室内展
厅由 13 个单位面积为 2.88 万㎡的大展厅和 3 个单位面积为 1 万㎡的小展厅组成，全方位
满足展会对展馆的需求。
三、使用展厅细则
1）展品的运输、安装及演示操作不可超出地面负荷能力。凡超大、超重物件运入或操作应
提前申报主办单位，获得批评后方可运入。
2）展位限高 4.4m., 展馆任何部位不得擅自打入钉子、螺丝、或钻洞、选悬挂、粘贴。
3）所有机器运作时均应安装安全装置，只有当机器被切断动力电源时，安全装置才能拆除。
4）参展商仅可在所租用区域演示机器、器具，并由合格的人员操作。运作时不允许无上述
人员监管。参观者必须与机器保持相对安全的距离，并建议使用安全防护装置。
5）以下展品必须获得相关部门的书面批准：
-1.作为展品展出或适用任何加热、铁烤架、发热器或明火装置、蜡烛、灯笼、火炬、
焊接装置或其他发烟物质。
-2.展出和使用任何被认为危险的电器、机械及化学装置，对有疑问的装置或该装置可
能被视为危险物，应提交有关监管机构批准。
-3.所有毒或危险物，包括易燃液体，压缩气体及危险化学品。
四．其他事宜
1）大会编印《会刊》为所有参展商免费刊登 200 字以内中英文公司简介，各参展商请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前将公司简介提交至主办单位。
2）主办单位免费为参展商提供入场券供邀请客户，需要请于主办单位联系。
3）展商未付清的参展费用，请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前付清，否则主办单位视其自动放弃参
展，已付费用不予退回.
4）展品需在 2018 年 5 月 13 日前进馆，否则后果自负。
5）为维护消费者利益，请展商带齐营业执照及产品相关证明材料，严禁假冒伪劣产品前来
参展。
6）为保证展会整体形象，主办单位保留与展商协商并最终调整展位的权力望展商予以配合。
7）展商的展位不得私自出租、转让，不得展示与本展会无关的产品，不得在展场内叫卖，
否则视其扰乱展场秩序，收回其参展展位，所交费用不予退回。
8）参展代表应严格遵守开馆（上午 9：00 时）闭馆（17：00 时）时间，每天上午 8：50
准时到达自己的岗位，如未按时到位展品丢失责任自负。
9）展商若有其他需要，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力为您服务。
上海高登商业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闵虹路 166 弄城开中心 3 号楼 712-716 室(201102)
电话：
（86-21）6439-6190 6162-9719
传真：
（86-21）5013-1761
E-mail: info@goldenexpo.com.cn
http://www.goldenexp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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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搭建指南
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受主办单位委托，承揽本次展览会的展台搭建，提供展览
会现场服务，展商可就有关展台搭建事宜与我公司联系。为确保展览会的顺利进行，请各参
展商依照本指南的有关规定作出安排，以免延误展出及产生附加费用。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控江一村 5 号楼 201 室
电话：+86(0)21-65685037 65677157
传真：+86(0)21-65685015
联系人：周小姐 朱小姐
邮箱：haiboshow@163.com
注：标准展位装饰制作，简易装修请联系魏鹏飞先生手机：+86(0)13482410499
或邮箱：weipengfei1015@163.com

【 表格 1 】参展公司招牌板

【截止日期：2018 年 4 月 16 日】

在下列空格内填上公司中文名称及英文名称。
[ 1 ] 英文名称：请用书写体填写

[ 2 ] 中文名称：请用正楷填写

*若您未在截至日期前交回此表格，我们将按主办单位提供的展商信息制作贵公司招牌板。
*若您在现场需要修改招牌板内容，您将支付每条 100 元的费用。
*若您需要在公司招牌上添加 Logo（最大尺寸 200x200mm）
，请将 Logo 发 Email 至海博展
览。
*我司将支付 100 元制作公司 logo
个。
所有制作费及租赁费须以以下任何一种方式在收到付款通知后一次付清，否则订单无效。
1、 现金支付
2、 电汇至我司开户行
账户：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帐号：316683-03000335664（人民币帐号）
户行：上海银行定海支行
3、 请将汇款凭证 E-MAIL 至海博展览邮箱：haiboshow@163.com，并注明展会名称、参
展公司名称及展位号。

申请回执表
公司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展位号

电子邮箱

日期

签署及公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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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 2 】租用额外家具
编 号

名

H-01

【截止日期：2018 年 4 月 16 日】

称

单 位

单价（元）

问询桌（1030*535*800）

张

150.00

H-02

锁柜（1030*535*800）

只

180.00

H-03

玻璃圆桌（750*750*750）

只

120.00

H-04

圆弧接待桌

只

850.00

H-05

会议椅

把

60.00

H-06

白色折椅

把

30.00

H-07

吧椅

把

80.00

H-08

低玻璃柜（1030*535*1000） 只

350.00

H-09

高玻璃柜（535*535*2000） 只

550.00

H-10

高玻璃柜（1030*535*2000） 只

600.00

H-11

低展台（535*535*500）

只

120.00

H-12

高展台（535*535*800）

只

150.00

H-13

活络搁板 A/B（1000*300）

米

60.00

H-14

衣架(1800*450*1520)

只

80.00

H-15

摇门（即折门）
（950*2000） 张

200.00

H-16

匙孔板（2353*963）

张

250.00

H-16-1

匙孔板（1400*970）

张

200.00

H-17

网片（1200*900）

张

35.00

H-18

长臂射灯

只

100.00

H-19

短臂射灯

只

100.00

H-20

日光灯

只

120.00

H-21

镝灯

只

280.00

H-22

插座

只

80.00

H-23

1 米围栏

米

100.00

H-24

等离子 42 配 DVD

台

1000.00

H-24-1

液晶电视 42 配 DVD

台

1500.00

H-25

冰箱

台

1500.00

H-26

资料夹

只

180.00

H-27

饮水器

只

200.00

数量

备 注

一个展期费用

配水

• 家具、电器设备的租赁时间为一个展期，展商租用的家具如有特殊要求,可直接与海博展
览联系，所有项目均作租赁用途，不可转换及退回订单。我们在收到您的定单后，将为您
开出付款通知。您只有在收到付款通知并且在付款通知上的截止日期前付款，定单才会生
效。

申请回执表
公司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展位号

电子邮箱

日期

签署及公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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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 3 】租用额外电器及电力设施

【截止日期：2018 年 4 月 16 日】

项 目
1、三相电
源连接器
材

2、给排水

3、空压机

单价（人民币）电箱费

15A/380V 三相空气开关箱(7.5KW)

1700.00 (/只/期)

30A/380V 三相空气开关箱(15KW)

3000.00(/只/期)

60A/380V 三相空气开关箱(30KW)

5600.00(/只/期)

100A/380V 三相空气开关箱(50KW)

6150.00(/只/期)

展台用水(上下水连接水管 10 米，
管径：
15mm，
3200.00(/只/期)
水压：4kg/cm2）
机器用水
（上下水连接水管 10 米，
管径：
20mm，
4200.00(/只/期)
水压：4kg/cm2）
≤排量 0.4 立方米/分钟,压力 8-10kgf/ cm2

5000.00(/只/期)

≤排量 0.9 立方米/分钟,压力 8-10kgf/ cm2

5600.00(/只/期)

排量≥1.0 立方米/分钟

7000.00(/只/期)

此价格为定单价，逾期及现场加收 50%，开幕当天加收 100%，24h 用电加收 30%的费用.

注：展台押金 54 平方以下 10000 元 。72 平方以下 15000 元。100 平方以上 20000 元。
• 所有主场订水、电、气由大会指定承建商执行。
• 所有项目均作租赁用途，不可转换及退回订单，所有订单不得更换为其他项目。
• 在截止日期后收到之订单及现场订单、展览会开幕前两周内所收到的订单将加收 50%附
加费。开幕前一天 16：00 之后申请水电气将加收 100%附加费。
• 所有现场订电箱，空压气源移位及改动将加收现场价格的 50%附加费。
• 所有气源管直径为 12mm（5 匹以下）
，所有气源管直径为 18mm（5 匹以上）
• 如欲租用表格内未有列出之项目，请与大会指定承建商联络。
支付方式 所有定单须以以下方式全额缴付：
（1） 现金
（2） 电汇至我们
账户：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帐号：316683-03000335664（人民币帐号）
开户行：上海银行定海支行
我们在收到您的定单后，将为您开出付款通知。您只有在收到付款通知并且在付款通知上
的截止日期前付款，定单才会生效。
电话：+86 21 65685037 65677157

传真：+86 21 65685015

电邮：haiboshow@163.com

手机：+86(0)13564063679

申请回执表
公司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展位号

电子邮箱

日期

签署及公司盖章

联系人:张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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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 4 】标准展台设施位置图

【截止日期：2018 年 4 月 16 日】

展商如有设施预定（电箱、空压机、给排水、电话、上网线等），请完整地填写此页表格，
并在截止日期前回传至海博展览。
请在坐标图中标注：
1. 图中必须标注本展位周边是否有其他展位或通道。
2. 图中必须标注电箱位置及申报用电规格。
3. 图中必须标注展位的名称和展台号。
（每一小格为一平方米，请展商按照自己的展台大小表示）

注意事项：
所有展期内的家具和电源装置必须注意：
*所有物品都以租赁为原则，物品必须保持完好无损。
*任何关于租赁家具和装置的不满意必须在展会开幕前一天提出，否则将被认为所订物品都
完好。
*参展商不允许私自安装射灯和日光灯，若有特殊照明需要必须移交非得展览安装接驳。
*参展商必须在图上注明设备装置的位置，如果在进场之前未收到此设施位置图，我们将预
定之设备放置于贵司展台内，现场如有变动，须另行收取 100%的设施移位费
电话：021-65685037
联系人：周小姐

65677157

朱小姐

传真：021-65685015
邮箱：haiboshow@163.com

申请回执表
公司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展位号

电子邮箱

日期

签署及公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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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 5 】冰柜租赁表 【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4 日】
尺寸(cm)
容积（L）

制冷温度

功率

租赁价格
（人民币）

200*100*78cm
580L

-18°
～-5°

400W

1800 元/台/展期

180*80*90cm
500L

-18°
～-5°

400W

1600 元/台/展期

156*70*90cm
300L

-18°
～-5°

400W

1400 元/台/展期

108*55*84cm
208L

-18°
～-5°

400W

1000 元/台/展期

120*80*120cm
300L

2°
～8°

1000W

1800 元/台/展期

180*58*55cm
200L

0°
～8°

400W

1000 元/台/展期

租赁数量

合计

以上价格为展览会的租金价格， 总额：人民币
备注：1、自带冰柜需缴纳 300 元/台/展期电费（24 小时保电）；
2、冰柜租赁截止为 2018 年 5 月 4 日，逾期加收 50%加急费；
3、所有申请租用设施均需缴付全费以兹确认。所有银行手续费均须由参展商支付。
银行电汇信息如下：
汇款公司名称：上海铸华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账号：50131000615693765
开户银行名称：上海农商银行长宁支行

展商信息：
参展企业:
展位号:
电 话:
邮 箱:

联系人:
手 机:
日 期:

请回传到以下地址并保留副本
做记录：
上海铸华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杰先生
电 话：13916324629
E-mail:huangjie774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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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搭建指南
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受主办单位委托，承揽本次展览会的特装展台搭建，提供展
览会现场特装搭建服务，展商可就有关特装展台搭建事宜与我公司联系。为确保展览会的顺
利进行，请各参展商依照本指南的有关规定作出安排，以免延误展出及产生附加费用。
注：主场搭建对特装展位承建商收取 35 元/平方米的搭建管理费。如需特装搭建您可以直
接致电我们的特装公司。

【 表格 1 】特装业务信息表
如果您购买了光地展位，并且希望我司作为您的搭建公司，请详细填写下列表格并传真至我
司，我们将尽快与您联系。同时，我们的设计师会根据您的要求，为您提供设计方案。
公司名称：
展位号：
联系人：
地址：
电话/手机：
详细信息

传真：

电子邮箱：

区域：
展位尺寸：
开口方向及数量：
基本要求：

网址：

或者您可以直接致电我们的特装公司。
上海海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控江一村 5 号 201 室）
咨询电话：021-65685037
传
真：021-65685015
联 系 人: 魏鹏飞（先生）/ 周昌玉（小姐）
手
机：(0)13482410499 / (0)15801907578
E-mail: weipengfei1015@163.com / 114303867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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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 （光地参展商）
(截止日期 2018 年 4 月 16 日)
如需搭建请用正楷填写详细信息，以便我们工作的及时安排。
参展商名称
联系人

手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展 馆/展位号

我 公 司 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 展 单 位 ， 搭 建 面 积
平方米，展位长
米，宽
米。现委托贵公司为我公司特装展台搭建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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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相关搭建合同，确保展台安全施工及正常运行；
3）我公司已明确组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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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组委会主场服务商队展台进行安全监督，如违反场馆相关施工安全规定，组委会有
权对展位进行处罚；
5）对搭建商进行监督，若违反组委会施工管理相关规定，组委会有权追究我公司及我公司
指定搭建商一切责任。

参展单位 （盖章）：
代表授权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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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展品运输指南
上海增缘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为本次展会的指定运输商。负责国内外展品运输业务，统
一处理展品运输及相关文件的事宜，并提供展览会的现场服务。展商可就有关运输事项与我
司联系。为确保 展览会的顺利进行，请各展览商依照本指南的有关规定做出安排，以免延
误展出及产生附加费用。
上海增缘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 198 号轻工国际大厦 710 室 邮编：200081
电话：+ 86 -21-5666-9280
传真：+ 86 -21-5666-9280
联系人：贡舒婷（小姐）
手机：
（0）13917014074
E-mail: emily.gong@zzwl.net.cn
一．展品接货途径及时间要求
展商可将展品或搭建材料通过铁路、航空或陆路卡车自行安排运往上海。
A

B
C

货物运抵上海火车站/机场/陆运站，-----委托
我司将展品从上海各提货处提货至仓库暂存
后，运至展馆门口
货物直接运抵増缘会展仓库，------委托我司
将展品从増缘会展仓库暂存后运至展馆
货物直接运抵展馆门口------委托我司在展馆
门口卸货及至展台就位的服务

展品须在 2018 年 05 月 09 日前运
抵上海各提货处
展品须在 2018 年 05 月 09 日前运
抵増缘会展仓库
展商须自行安排展品 2018 年 05 月
12-13 日运抵上海展馆指定卸货区
域（以主办方最终通知为准）。

对于上述接货方式，展商务必在展品预定抵达上海前 3 个工作日提供已填妥的附表一和相关
托运单证等资料，以便我们在上海查询到货情况。否则由此造成的延误，由展商责任自负。
（本公司概不接受运费到付）
二、收货人信息

接货方式 A

收货人：彭旗先生
仓库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嘉松中路 3299 号 C 区 3 库 2 门增缘物流仓库
手机：
（0）13564629883
仓库收货时间：每周一至周五，9:00～16:00 （国定节假日除外）

接货方式 B

收货人为参展公司，展商自行在展馆门口与送货人交接，并送至展馆指定
卸货区域。

三、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A. 办理提货及市内运输。
（指从车站，机场等地提货到展览馆）
1、服务内容：展品到达我司仓库后的短时仓储，进馆将展品送至展台；
2、收费标准：陆路到货 RMB300 元/立方米（最低收费 RMB500 元/运次）
仓储费：RMB8.00/立方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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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进馆现场服务（指从展厅门口送货到展台）
1、
服务内容：
卸车并将展品送至展台(单件展品不超过 3 吨/3.0m 长 X2.2m 宽 X2.2m 高)；
收费标准：(1 立方米＝1 吨，取体积或重量大的收费)
RMB90 元/立方米（最低 RMB90 元起）
2、服务内容：帮助展商就位及安装重件（不含组装）
（可选）。
收费标准：(1 立方米＝1 吨，取体积或重量大的收费)
RMB90 元/立方米（最低人民币 90 元/票）
3、服务内容：运送空箱及包装材料至现场储存区暂存 （可选）
收费标准：RMB 50.00 元/立方米（最低 RMB100.00 元/票）
C. 闭馆现场服务 （指从展台提货至展厅门口）
1、服务内容：将空箱送至展台，帮助展商装箱并将展品装车；
2、收费标准：同 B 项
D. 场馆管理费： RMB 35.00/ 立方米 （最低收费 RMB35.00）
E. 办理展品回运及市内运输服务
1、服务内容：
1) 办理展品回运的必要手续和文件
2) 从展馆运至上海仓库
3) 通知展商有关回运信息。
2、收费标准：同 A。
F.

增值税发票税： 6%

附注：
1． 由于受展览场地条件的限制，展商须对展品的单件尺码及重量加以注意，具体要求可事
先接洽我司，请于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9 日前书面通知我司 ，否则现场将滞后安
排卸货。单件展品超过 3000 公斤/3.0 米长 X2.2 米宽 X2.2 米高，将有额外费用产生。
2． 空运货物按计费重量收费。
（换算标准：1,000 公斤＝6 立方米）
3． 我司所收的服务费用中不包含保险费，为维护展商的权益，我司提醒展商安排适当的全
程保险（包括展览期间）
。保险范围应包括我司及其代理的责任事故的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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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参展商安排展品运输时，请不要使用全封闭/办封闭的箱式车或三面箱板无法放下的高
栏车，否则现场卸货时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而耽误时间。
5． 展品一次就位后，如需再次移位，视同一次进馆服务，按照进馆服务收取相关费用。请
展商在展品就位时，现场指导，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费用。
6． 危险品、冷冻（藏）品及贵重品，相关费用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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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处理回执
委托单位请在国内展品处理回执的服务项目栏进行选择打“√”，并详细填写该项目的空
格并加盖公章于 2018 年 5 月 4 日前传真于我司。
展会名称：
参展单位：

展台号：_______________

本单位之展品将以下列方式运到上海：
□
至上海，货运单证：
，预抵上海日期：
，请贵司安排
提货。
□自己安排至指定仓库。
□自己安排运至展览场地。
□由增缘物流安排提货。
共____________ 件，总重量_____________公斤，总体积__________立方米。
箱号

品名

长 X 宽 X 高(厘米)

立方米

毛重(公斤)

包装

***裸装机器请注明有无底托，展出期间是否要拆底托。
2．本单位之__________先生/女士联系方式_______
现场指导开箱和展品就位工作。

____将于

3.本单位同意按展览会规定的费率向贵司结清进、出馆服务费：
□在展览进馆期间，现金结算。
□在展览进馆之前，电汇：帐号另行通知
单位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_ 日期
注：回执请传真至： 上海增缘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 198 号，轻工国际大厦 710 室(200081)
联系人：贡舒婷 (小姐)
电话：
（86-21）5666-9280
传真：
（86-21）5666-9280
E-mail: emily.gong@zzwl.net.cn

月

日到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