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参展商
热烈欢迎贵司参加 2019 亚洲家纺布艺及家居装饰展览会！
2019 亚洲家纺布艺及家居装饰展览会（HD+ Asia 2019）将于 2019 年 2 月 27- 3 月 1 日在上海新
国际博览中心隆重开幕。为协助各参展商做好展会前的准备工作，主办机构特此通知，希望各参展商
仔细阅读下列文件，务必配合作好各项工作。
* 进馆指南
* 展商必读
* 货车路线
* 进馆确认函（报到时请务必携带盖章原件）

如您在参展准备中有任何问题, 请与组委会 VNU 亚洲展览集团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联系。
主办单位：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电话：400-821-3388

传真：+86 21 6195 6099

E-mail: hdasia@vnuexhibitions.com.cn

主要联系人：
王成愉 女士

手机：+86 181 0184 5102

娄傲翔 先生

手机：+86 150 0014 3907

纪惠星 先生

手机：+86 180 1924 2566

余

手机：+86 188 1839 9036

敏 女士

主场搭建商

主场运输商

新怡展（上海）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上海安普特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

+86 21 32513138*215

电话：

+86 21 6124 0090 - 322

传真：

+86 21 32717901

传真：

+86 21 6124 0091

手机：

+86 189 1626 9386

手机：

+86 135 1213 2873

电邮：

harry.wang@viewshop.net

邮箱：

Louis.Liu@aptshowfreight.com

联系人：

刘昂 先生

联系人： 王哲斌 先生

预祝 2019 亚洲家纺布艺及家居装饰展览会（HD+ Asia 2019）顺利开幕!
恭祝贵公司参展取得成功!

2019 亚洲家纺布艺及家居装饰展览会组委会
VNU 亚洲展览集团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二零壹玖年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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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馆指南
1. 展览会现场时间表
光地参展商（特装展位）

标准展位参展商

进馆时间：
星期一，2 月 25 日 09:00 – 21:00

不适用

星期二，2 月 26 日 09:00 – 22:00

星期二，2 月 26 日 12:00 – 22:00

星期一，2 月 25 日 09:00 – 21:00

不适用

星期二，2 月 26 日 09:00 –22:00

星期二，2 月 26 日 12:00 – 22：00

展位搭建及布置

展品进场

开始供电，启动空压机
（经展馆同意）

星期二，2 月 26 日 10:00
星期三，2 月 27 日 09:00 – 18:30

展出时间

星期四，2 月 28 日 09:00 – 18:30
星期五， 3 月 1 日 09:00 – 15:00

撤馆时间：
展品，家具打包及撤馆

星期五，3 月 1 日 15:00 – 21:00

2. 报到


报到时间:
光地展商：2019 年 2 月 25- 26 日, 上午 9:00 至下午 17:00
标摊展商：2019 年 2 月 26 日, 上午 10:00 至下午 17:00



报到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3 号入口厅（东大厅）展商报到台


报到办法:
光地展商（含标准展位改特装参展商）-- 提前在新国际办理施工登记，详见附件《统一管理搭建

商证件通知》
(1) 展商在新国际博览中心 3 号入口大厅（东大厅）
“主场搭建商服务台”办理搭建保洁押金和搭
建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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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凭加盖贵司公章的“进馆通知”和两张名片，至展商报到台登记, 领取相关资料和物品。
建议光地展商在 2 月 24 日 10:00 – 11:30；13:30 - 16:30 提前到 3 号入口大厅（东大厅）办理搭
建管理费和搭建保洁押金手续。
标摊展商 -- 凭加盖贵司公章的“进馆通知”和两张名片，至展商报到台登记，领取相关资料和物
品。
A．报到领取物品清单
（1）展商胸卡（按线上展商订单系统填写发放）
（2）展商【现场指南】一份
（3）展会会刊领取券（展商可于 2.27-3.1 至 E7G21 主办方办公室领取会刊）
B．停车


货车或其他布展车辆请按附件进馆示意图进出场馆。
布展车辆进入卸货区时，需交纳 100 元／90 分钟办理停车证，押金：300 元／辆／天(可在新国际
P7 停车场办理，近东大厅外侧)。



小车、工作人员专用车请根据现场保安指引停至指定的停车场。

* 轮候证办理：为缓解布、撤展期间货运车辆的等候时间，提高效率。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正式上线
货运车辆信息化管理系统。所有展会期间进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布、撤展的货运车辆，均须在线办
理轮候证。布展前一周（2.18）开始，各展商可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在线
申请 3 个指定时间段【07：00 之前；09：30-16：30；19：00 之后】内的《轮候证》
。请留意各时
段轮候证发完即止！所有进场货运车辆应按指定入场批次，提前进入系统登记车辆及办证人员信息，
之后由办证人员自行打印《轮候证》后持证依次进入候车场等候。每辆货车需缴纳 20 元办证费用。费
用通过网上缴纳，现场不设缴费窗口。
特别提示：
1. 此证请打印（A4 纸大小）置于车辆前方挡风玻璃显著位置，正面朝外，便于交警、保安引导；
2. 货运车辆必须：凭此证、按规定时间+行驶路线进入场馆指定停车场，详见此证背面；
3. 务请驾驶员严格按照规定时间段进入围合区域、直接行驶进入场馆指定停车场；
4. 未见此证的货运车辆或未按照规定时间驶入围合区域的，将被交警、保安驱离围合区域，甚至面临
扣分罚款。
轮候证公众咨询电话：021-28928102；具体操作方式详见【轮候证使用指南】
C． 布展
光地搭建押金：光地展台的展商在报到时还需交纳光地搭建押金，严格遵守大会规则的展商将在 3 月 1
日撤馆完毕后的一个月内获得退回押金。
HD+ Asia 2019 进馆通知

3

展位面积

费用

50 平米以下

5,000 元／展位／展期

50-100 平米

10,000 元／展位／展期

101-200 平米

20,000 元／展位／展期

201-350 平米

30,000 元／展位／展期

超出 350 平米

按超出平米数叠加计算

标摊搭建押金：因展馆清运原因，标摊展商自行携带或制作的 KT 板宣传海报等非展品类结构画面等，
需支付 3000 元／展位／展期的押金，撤展时需清理并带走。主场搭建会后与展馆确认
无误后，将在 3 月 1 日撤馆完毕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归还押金，如遗留在现场则将押金
视为清运费用。
搭建管理费：光地展商需向场馆交纳搭建管理费：人民币 30 元／平方米／展期。展商至 3 号入口大厅
（东大厅）主场搭建服务台交纳押金和搭建管理费（同时：审核及补办保险）→新国际
东大厅外 P7 停车场办理货车入馆证（凭施工押金单和管理费收据）
*注：标准展位如果有货物需要货车运进场，到主办单位申请标准展位货车进场证。
加班规则：展商如需加班，请于当天下午 15:00 以前到新国际客户中心申请，办理加班手续，并以现
金缴付所需超时工作费。逾期订单加收 50%加急服务费，加班费自理。
按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统一标准：
2 月 27-28 日

19:00 - 22:00 加班费为 1300 元／小时／展台；

2 月 27-28 日

22:00 - 次日 09:00 加班费为 2600 元／小时／展台；

*以上费用只限 2 月 27 日 09:00 至 2 月 28 日 21:00，其余时间如需加班请先向主办单位申请。

轮候证办理：方法详见附件。
D． 音量
此外为确保展商能在其展位内更好的进行贸易活动，主办单位要求参展商严格将展台音量控制在
70 分贝以下。主办单位将安排分贝测量仪，保留对遭到音量投诉的展位进行音量测试的权利。任
何展商违反了该规定，主办方将给予警告。警告无效，主办单位保留切断该展台的电源的权利。
E．安全
请各参展商特别注意安全问题，参展代表以外的装修人员，必须办理施工证；电工应持上岗证；
所有人员进入展厅必须佩证；进入展厅必需佩戴安全帽；高空作业必须配戴安全带；展台装修应
符合消防规范；通道上不得放置任何物品；展厅内不得吸烟；展架、墙面及其他设施请各位爱护，
不得进行破坏性施工。搭建材料不得使用不符合消防要求的材料，尤其是弹力布。
F． 午餐
展馆设有就餐点，您可选择在 N 馆或 W 馆室外餐饮区付费就餐。
HD+ Asia 2019 进馆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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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商务中心
商务中心设在北入口大厅（2# 厅）
，可以拨打国际国内长途，邮政服务，收发传真，复印，上网，
名片快制，光盘刻录，购买文具等。
H． 现场订单
参展商如需要现场租用家具，可与大会指定搭建商联络；光地展台的展商亦可向其委托的承建商安排
租用家具。所有现场订单须在原价基础上加收 50%额外加急服务费，并按先到先得标准提供。
I． 电力供应
为安全起见，所有标准展台的电力安装必须由大会指定搭建商进行。

J． 现场观众门票
本届展会商务邀请函一律不做门票使用，收到邀请函的观众请到 www.hdasia.org 进行观众预登记，
预登记成功后即可在展会当天免费入场参观。如果仅持有商务邀请函到现场的观众，必需购买 50 元门
票，方可入场。

HD+ Asia 2019 进馆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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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必读
尊敬的展商您好！
1.

根据新国际博览中心的最新通知，本次展会有关消防的检查会特别严格，具体检查范围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1) 所有展位独立空间结构不能封顶
2) 所有电线必须符合消防规定，不能用胶布直接包裹连接、展位电线暗敷（穿过地毯或者结构）施
工中必须进行穿管保护。
3) 搭建材料必须符合国家阻燃规定，做好阻燃处理
4) 对于现场使用的铺地材料（地毯、地板等）必须出示符合阻燃性能等级的国家检测报告
请各位展商仔细检查设计图纸，提早做好准备。
5) 展商及主办有任何设备需 24 小时留电必须提前（2 月 15 日截止）申报展馆，否则一切因漏报产
生的问题后果自负。原则上照明用电不允许开 24 小时。
6) 移动脚手架，高层平台，无护栏不得施工作业。
2.

对于搭建二层、多层展台或室外展台的展商，搭建商必须提供展台细部结构图，并且委托上海新
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指定审图单位进行各项图纸审核。
根据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最新规定，现对展台审图及搭建工作予以如下明确：

1) 展会中所有涉及双层、多层或露天（不包括搭建在室外帐篷内的展台）的展台均需中华人民共和
国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进行展台图纸审批。单层搭建高度达到 4.5 米及以上需要进行设计图审核
2) 申报流程：所有搭建双层、多层展台的展商先联系上海汉海展览咨询有限公司进行审核获得搭
建许可证
3) 收费标准：


单层审核按单层达 4.5 米（含）及以上
主审：25 元/m2, 复核：18 元/m2



二层审核按二层（或以上）实际搭建面积＋底层相关联搭建面积计算付费面积。
主审：50 元/m2, 复核：25 元/m2



所有搭建双层、多层展台的展商须按上层面积额外加收 50%的展位费。

4) 图纸递交期限: 图纸送达场馆或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指定委托审图单位（上海汉海展览咨询有限公
司+86 21 28906633/34/35*804 黄丽娅女士）的期限为该展会进场前 30 个工作日。展会进场前 30
个工作日后递交的图纸，将收取 30%加急费用；进场期递交的图纸，将收取 50%加急费用。展台
搭建设计图纸未经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通过的和未付双层、多层展台租赁费的参展单位，主
办单位和展馆及审图单位有权禁止该单位在展馆范围内施工。

HD+ Asia 2019 进馆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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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馆通知盖章函
尊敬的参展商
展台号：
欢迎贵公司参加 2019 亚洲家纺布艺及家居装饰展览会!
本届展览会的准备工作就绪, 主办单位特此通知：
租赁光地展台的展商
请于 2 月 25 日上午 9:00 后前往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3 号入口厅（东入口厅）报到，布展（货车
由花木路进入 7 号门，进入 P7 停车场等候入场）
租赁标准展台的展商
请于 2 月 26 日上午 10:00 后前往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3 号入口厅（东入口厅）报到，布展（货车
由花木路进入 7 号门，进入 P7 停车场等候入场）
* 为保证各位展商的展品安全，建议展商在展会前为展品保险，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2019 亚洲家纺布艺及家居装饰展览会的工作人员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展商报到服务台恭候
您的到来！
参展企业负责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展企业(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报到时请务必携带此进馆通知及两张贵司名片，并加盖贵公司的公章!
2019 亚洲家纺布艺及家居装饰展览会 HD+ Asia 组委会
VNU 亚洲展览集团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二零壹玖年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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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New International Expo Centre Co., Ltd.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

附件一：
关于统一管理搭建商及运输商证件的通知

尊敬的各主办单位：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局关于搭建证件一律施行实名制及照片化的要求，为了加
强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心）展馆内以及卸货区的安全管理，改变目前布撤展工人证件
管理混乱的现状，我中心制定了搭建商及运输商证件管理措施如下：
1、自2011年1月1日起，所有布撤展工人（包括大会指定搭建商，特装展台搭建商及大会指定运输商）在布
撤展期间的通行证将由我中心统一登记、审核、制作和管理。自2010年9月1日起，我中心将进行试营运，
请各主办、搭建商及运输商予以支持和配合。
2、办证手续为施工负责人负责制，即施工负责人可为多位工人申领通行证（现场办理需提供工人身份证原
件）。为节约现场登记时间，我中心将建立网上预约办证系统。2010年7月1日起，所有需要在网上预约登
记及现场登记办理证件的搭建商及运输商施工负责人，在其展会布展前，需要至少提前15个工作日，前来
我中心办理实名认证手续。
3、自2012年5月1日起，办理实名认证所需资料为：施工负责人二代身份证原件（不支持一代身份证及护照）、
二代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两份）、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需加盖公章，两份）、《实名认证表格》、《搭
建商安全承诺书》、《施工单位及施工负责人自愿接受短信通知确认书》。以上所有表格及证明必须为正楷
填写的原件，由各公司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如本人无法前来的，还必须出具由委托人及受托人双方签署
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以上文件在www.sniec.net:8080提供下载）
4、大会主办方需在展前20个工作日，提供包含详细准确信息的《特装展台搭建商清单》给我中心备案，并
在清单上加盖主办方公章。
5、 2010年9月1日后，未在展前15个工作日至我中心提前办理实名认证手续的搭建单位及运输单位施工负
责人，将不具备网上预约登记的条件。现场办理证件时施工负责人仍需提供上述资料进行现场实名认证，同
时对其现场排队登记、认证、审核及领证流程中损失的布展时间和其他后果，由施工单位负责人自行承担。
特此通知，敬请遵守。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
二 0 一二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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