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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MA2017 回顾 
A Glimpse of CISMA2017
展出规模：115,000 平方米
Show Scale：115,000 square meters

展商数据：1,227（国内 953，国外 274）
Exhibitors：1,227（ 953 from China Mainland, 274 from 
overseas）

观众数据：来自 110 个国家和地区，43,646 人
Visitors: 43646 from 110 countries and regions

为什么选择 CISMA?  
Why Choose CISMA?

CISMA 拥有 /CISMA has
无与伦比的展出规模
Unparalleled show scale

演绎缝制机械行业最新科技发展趋势
Showing the latest development trend of sewing technologies

数以万计的忠实的专业观众
Thousands of loyal professional visito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云集世界知名品牌
A stage for world-famous brands

为多个下游行业精心打造的一站式服务平台
A One-stop service platform for downstream industries

强大的品牌孵化和贸易提升功能
Powerful function of cultivating brands and promoting trade

20 余年的专业展影响力
More than 20 years experience in organizing professional 
exhibition



知名参展品牌
Famous brands

杜克普 / 百福 / 兄弟 / 重机 / 飞马 / 大和 / 田岛 / 格柏 / 力克 / 日星 /
金轮 / 高林 / 广濑 / 格罗茨 / 上工申贝 / 杰克 / 中捷 / 标准 / 飞跃 /
大豪 / 美机 / 富山 / 顺发 / 汇宝 / 威士 / 和鹰 / 盛名 / 舒普 / 德盛 /
飞虎 / 宝盈 / 祥泰 / 琼派瑞特 / 越隆 / 信胜 / 名菱 / 旭豪

Durkopp / Pfaff / Brother / Juki / Pegasus / Yamoto / Tajima /
Gerber / Lectra / Sunstar / Goldenwheel / Siruba / Hirose / Groz / 
SGSB / Jack / Zoje / Typical / Feiyue / Dahao/ Maqi/ Hikari / 
Shunfa / Precious / Weishi / Yin / Sheen / Supreme / Desheng / 
Flying Tiger / Richpeace / IMB / TPET/ Yuemei / Sinsim / 
Mingling / TTY 

重要采购商行业来源
VIP Purchaser

服装 / 鞋帽 / 箱包 / 家纺 / 家居装饰 / 面料加工 / 汽车内饰 / 保健医
疗器械 / 航空航天 / 产业用布 / 羽绒

Garment/ Hat & Shoes/ Bags/ Home Textile/ Furnishings/ 
Fabric processing/ Automotive interior/ Medical care/ 
Aerospace /Industrial cloth / Feather &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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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函

尊敬的企业负责人：

您好！

    2019 年 9月 25 日至 28 日，2019 中国国际缝制设备展览会（CISMA2019）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隆重举行。

    

    自 1996 年到现在，CISMA已经走过 20余年，成长为集新品展示、技术革新、商贸洽谈、渠道拓展、

资源整合、市场开拓、国际合作等多元功能的综合平台。

    世界范围内的新一轮科技革新正在主导市场潮流，声、光、电以及遥感控制和云端大数据与制造行业的

不断碰撞和融合，给缝制机械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行业以《中国制造 2025》为战略导引，

围绕智能制造这根主线，锐意革新，持续发力，力争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下游行业提供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

CISMA2019 以“智慧缝制工厂技术与解决方案”为主题，将通过产品展示、技术论坛、技能大赛、商务对

接、国际交流等一系列活动向世界展示缝制设备行业最新技术产品和先进制造理念。

    CISMA2019 将进一步优化展品分区。细致合理的整体规划、绿色经济的办展理念、全面升级的服务系

统、多样务实的关联活动、专业高效的展会合作商，CISMA2019 将为展商和专业观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商务

环境和服务体验。

    CISMA2019，金秋，上海，让我们共同见证CISMA新的里程碑。

中国缝制机械协会

2018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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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TATION

Dear Exhibitors, 

Hello!

We are much honored to inform you that China International Sewing Machinery & Accessories Show 2019 

will be held in Shanghai New International Expo Center in September 25-28, 2019.

Since 1996 to now, CISMA has developed into a multi-functional trade platform of product display, 

business communication, channel expansion, resources integration, market explosion, product launch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owadays,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is leading the market trend in world 

wide. The continuous collision and integration of sound, light, electricity, remote sensing control and cloudy 

big data wit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ve brought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wing machinery industry. Guided by "Made in China 2025" , focusing on the main line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ewing machinery manufacturers make innovations continuously, striving to achiev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providing more high value-added products for downstream industries. Themed 

by”Smart Sewing Factory --- Technologies and Solutions“,CISMA2019 will show the latest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concept to the world through various activities such as exhibition, technological forums and 

skill competition.

CISMA2019 will further optimize the exhibit partition. With better overall plans, eco-friendly organizing 

ideas, updated service system, various activities, and efficient service providers, CISMA2019 will create a 

better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service.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 you in Shanghai in the golden fall of 2019.

China Sewing Machinery Association

Sept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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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展位申请表（2019年3月31日前回传）    37

附表2 增值税发票信息采集表（2019年3月31日前回传）    39

附表3-1 印刷品宣传申请表（产品宣传册  参观导引）（2019年5月31日前回传）   41

附表3-2 印刷品宣传申请表（展讯  门票  手提袋  吊带）（2019年5月31日前回传）  43

附表4 现场宣传申请表（2019年8月23日前回传）    45

附表5 CISMA线上宣传申请表（2019年8月16日前回传）    47

附表6  签证邀请函申请表（2019年8月16日前回传）    49

附表7  技术讲座、研讨会、新闻发布会登记表（2019年8月23日前回传）   51

附表8 翻译服务申请表（2019年9月11日前回传）    53

附表9  参展人员登记表（2019年8月16日前回传）    55

附表10  电源、水源、气源租赁价目及申请表（2019年8月16日前回传）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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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2-1  搭建商实名认证表格（2019年8月9日前回传）    61

附表12-2  授权委托书（2019年8月9日前回传）    63

附表12-3   搭建单位备案表 （2019年8月9日前回传）    65

附表12-4  搭建单位安全承诺书（2019年8月9日前回传）    67

附表13   馆内悬挂点申请表（2019年8月16日前回传）    69

附表14 特装展位超高超限图纸审批表（2019年8月16日前回传）    73

附表15 特装展位退押金信息表（2019年9月6日前回传）    75

附表16   运输委托书（2019年9月5日前回传）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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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综合信息

展会名称： 2019中国国际缝制设备展览会（CISMA2019）

展会时间： 2019年9月25日至9月28日

展会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W1-W5、E1-E7馆

主办单位：中国缝制机械协会

支持单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中国服装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缝制机械协会

承办单位联系方式

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展览中心

电　　话：86-10-6524 2231，6521 1282 ，6525 3261   官方QQ：800111540             

传　　真：86-10-6513 5820         

微信平台：中国国际缝制设备展览会          昵称：CISMASHOW

电子邮箱：cisma@cisma.com.cn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路16号百子园5号楼C单元701室(100022)　

展会服务商

大会指定搭建商及特装审图单位：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W1-W3     闫   雪            E3-E4     薛雨晴   

座机：86-10-8941 4335          座机：86-10-8941 4313 

邮箱：vika.yan@cn.pico.com        邮箱：yuqing.xue@cn.pico.com 

W4-W5     周碧莹            E5-E6     张绍博

座机：86-10-8941 4349          座机：86-10-8941 4388

邮箱：biying.zhou@cn.pico.com        邮箱：shaobo.zhang@cn.pico.com

E1-E2       庞晓迪            E7            杨   军

座机：86-10-8941 4332          座机：86-10-8941 4312

邮箱：ellan.pang@cn.pico.com        邮箱：picobj.ies28@cn.pico.com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顺兴路3号笔克创意中心

  

大会指定运输商：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国内展品：

W1-W5    高靖            E1-E7      李一鑫

电　　话：86-21-2890 6226-13        电　　话：86-21-2890 6229-15

传　　真：86-21-2890 6223        传　　真：86-21-2890 6223 

手　　机：13651706994          手　　机：18917790390

邮　　箱：jing-j.gao@dbschenker.com      邮　　箱：ashi.li@dbschen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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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综合信息

International	Exhibits：

Mr. Gao jing            Mr. Li Yixin

Tel: 86-21-2890 6226-13          Tel: 86-21-2890 6229-15

Fax: 86-21-2890 6223          Fax: 86-21-2890 6223

Mobile: 13651706994          Mobile: 18917790390

Email: jing-j.gao@dbschenker.com         Email: ash.li@dbschenker.com

地　　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268号来福士广场8楼（200001）

展馆办公室: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W2B3

地　　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2345号

大会推荐保险供应商：二十一世纪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  系  人：李欣  

电　　话：86-21-5111 3250  18217731507

邮　　箱：yzerm1@vip.163.com   

联  系  人：陈伟君   

电　　话：86-21-5111 3250   182 1773 0796

邮　　箱：yzerm1@vip.163.com  

登录网址：www.yzerm.com

地　　址：上海市中山西路933号616室  

现场保险理赔服务：

如果发生保险事故请立即对出险现场进行拍照取证，并拨打现场报案电话：

联  系  人：陈先生  

电　　话：1821773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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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报价及优惠措施 / Booth Price and Discount Policy

E6

E7

E5

E4

E3

E1

E2

出租汽车 / Taxi 地铁站 / Subway station 装载区 / Loading Area 停车场 / Parking Lot

Sewing Machine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Field

CNC system Spare Parts

W1-W5 缝纫机整机

E3 特色产业集群

E6 数控系统 E7 零部件

E1-E2 裁剪、输送及后处理设备
Cutting/Transmitting/Finishing Equipment

Embroidery
E4-E5 绣花机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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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位 / Standard Booth

标准展位面积为 9m2 （3m × 3m）/12 m2（3m × 4m），三面围板、中英文楣板、地毯、两盏射灯、一个锁柜、两把折椅、一个插座、

一个纸篓。

Facilities in Standard Booth (9m2/12 m2): partition walls on three sides, fascia board in Chinese and English, carpet, two 

spotlights, one locked cupboard, two chairs, one socket, one robin.

展区报价及优惠措施 / Booth Price and Discount Policy

报价及展位配置 / Price Of Space And Facilities

展馆 (Halls) 标准展位价格 (Standard Booth) 光地展位价格 (Space Only)

W1(A) 1,300RMB/m2

W1(B) 1,200RMB/m2

W2,E1 11,000RMB/9m2 14,600RMB/12m2 1,100RMB/m2

W3 10,000RMB/9m2 13,000RMB/12m2 1,000RMB/m2

W4,W5,E2, E3,E4,E5,E6,E7 9,000RMB/9m2 12,000RMB/12m2 900RMB/m2

优惠措施 / Discount policy

1. 光地优惠 Discount on Space only

360m2( 含 360m2) 至 775m2 ( 不含 775m2) 优惠 8%  

Between 360m2 and 775m2, including 360 m2, 8% off;

775m2  ( 含 775m2 ) 及以上优惠 15%

775m2 and above,15% off;

2. 已交清2018年和2019年度会费，严格履行会员义务，及时准确向协会提供统计报表的中国缝制机械协会会员单位优惠6%，

理事单位及以上优惠 12%;

3. 以下情况不享受第 2 条优惠政策：报名参展单位名称与会员名称不符；报名参展的会员单位是境外企业在中国境内的办事处

或销售公司，其本身不具备生产制造能力 ; 组团单位和参加组团单位 ;

4. 组团单位管理与优惠详见《2019 中国国际缝制设备展览会组团管理办法》。

About rules and discount policy of exhibitor delegation, please see Rules of Exhibitors Delegation of CISMA2019.

光地展位 / Space Only

展位面积为所申请的净面积，由参展企业自行设计和搭建，起订面积为 36m2。

Only space will be provided. Minimum 36 m2 .

如需申请展位，请填写本手册第 37 页《附表 1	展位申请表》，并按照表格要求将相关文件发送至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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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范围及编码

613  其它激光雕切设备

七、熨烫整理设备

710  熨斗

711  烫台

712  机械式熨烫机

713  自动熨烫机

714  蒸汽设备

715  冷却、通风系统

716  油污清洁设备

717  洗涤设备

718  检测、检针设备

719  其它熨烫整理设备

八、物流管理设备与系统

810  包装设备

811  原料传输设备及系统

812  服装吊挂传送系统

813  自动仓储系统

814  其它设备与系统

九、其它设备

910  其它设备：请注明

十、零配件

1010  台板、机架、线架

1011  旋梭、梭壳、梭芯

1012  机针、弯针、压脚、针板、送布牙

1013  销、螺钉类

1014  冲压件

1015  曲柄、连杆等机械传动零件

1016  橡塑类零件及制品

1017  直轴、曲轴、针杆

1018  电气类零件

1019  其它功能组件、附件

十一、辅料、辅助品

1110  缝纫用线及分线设备

1111  钮扣、拉链、镶边、标签等装饰、

           辅助用品

1112  面料、衬里、衬垫等辅料

1113  润滑油、清洁剂等辅助物品

1114  工具及其它

十二、信息服务

1210  报纸

1211  期刊、杂志

1212  专业书籍

1213  出版物

1214  网站

1215  咨询服务

1216  其它

一、软件及辅助设备

110  CAD/CAM系统 

111  三维人体数据采集系统

112  企业信息管理系统软件（EKP/MES）

113  其它 IT 系统

114  绘图机

115  3D 打印设备

116  工业 APP

117  相配套的硬件输入 / 输出设备

二、预缩粘合设备

210  预缩机

211  粘合机

212  验布机

213  其它预缩粘合设备及附件

三、拉布裁剪设备

310  普通拉布机

311  自动拉布机

312  裁剪刀

313  断布机

314  自动裁床

315  其它拉布裁剪设备及附件

四、缝纫设备

410      家用缝纫设备

4101  普通家用缝纫机

4102  多功能家用缝纫机

4103  家用电脑绣花机

4104  其它：请注明

411      常用工业缝纫设备

4111  平缝缝纫机

4112  包缝缝纫机

4113  绷缝缝纫机

4114  其它：请注明

412      特种工业缝纫机

4121  钉扣缝纫机

4122  锁眼缝纫机

4123  套结缝纫机

4124  曲折缝缝纫机

4125  珠边缝纫机

4126  暗缝缝纫机

4127  花样缝纫机

4128  上袖机

4129  其它：请注明

413      自动缝制单元

4131  自动开袋机

4132  自动裤片缝合机

4133  自动门襟机

4134  自动钉裤攀机

4135  自动贴袋机

4136  自动模板机

4137  自动充绒机

4138  其他：请注明

414      自动缝制生产线

4141  牛仔自动缝制生产线

4142  衬衫自动缝制生产线

4143  全自动四边缝生产线

4144  其他全自动生产线

415      皮革箱包工业缝纫设备

4151  裘皮缝纫机

4152  罗拉缝纫机

4153  高台缝纫机

4154  其它中厚料平缝机

4155  削皮设备

4156  装钮机

4157  制鞋设备

4158  切带机

4159  其它：请注明

416      缝合封包设备

4161  超声波热熔缝合机

4162  超声波花边机

4163  超声波贴片机

4164  手提式封包机

4165  平台式封包机

4166  自动输送封包机组

4167  其它缝合封包设备

417      缝纫设备数控及驱动系统

4171  离合电动机

4172  步进、伺服电动机

4173  节能电动机

4174  电磁铁、电磁阀

4175  智能传感仪器

4176  工业机器人

4177  缝制工业互联网系统

五、刺绣设备

510  单头刺绣机

511  多头、超多头刺绣机

512  帽绣、成衣绣电脑刺绣机

513  电脑绗缝机

514  电脑绗绣机

515  电脑针织横机

516  打版系统及刺绣软件

517  数控系统及零部件

六、激光雕切设备

610  激光切割设备

611  激光雕花机

612  印花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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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Other Laser Engraving Equipment

7.Ironing & Finishing Equipment 

710    Iron

711    Ironing Stand

712    Mechanical Ironing Machine

713    Automatic Ironing Machine

714    Steaming Equipment

715    Ventilation & Cooling System

716    Oil Stain Cleaning Equipment

717    Washing Equipment

718    Needle-detecting Equipment

719    Other Ironing & Finishing Equipment

8.Distribution & Logistics System

810    Packaging Equipment

811    Materials Conveying Equipment & System

812    Apparel Hanging & Conveying System

813    Automatic Warehouse System

814    Other Equipment & System

9.Other Equipment 

910    Other Equipment（please specify）

10. Sewing Machine Spare Parts

1010  Table&Stand, Thread Stand

1011  Hook, Bobbin, Bobbin Case

1012  Needle, Looper, Presser Foot, Needle 

          Plate,Feeding dog

1013  Pin, Rod, Screw 

1014  Stamping parts

1015  Mechanical Transmission Parts Like Crank,  Rod

1016  Plastic Parts & Product

1017  Straight axis,Crankshaft,Needle bar

1018  Electrical parts

1019  Other Functional Devices, Components and Parts

11.Accessories 

1110  Sewing Thread & Winder Machine

1111  Button, Zipper, Tape, Label,etc

1112  Fabrics, Interlining, Pad

1113  Lubricating Oil, Cleaning Agent, etc

1114  Tools & Others

12.Information Service 

1210  Newspaper 

1211  Magazine

1212  Professional Book

1213  Publication

1214  Website

1215  Consultative Service

1216  Others

1.Design System for Sewing Machine

110   CAD/CAM System

111   3D Human Body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112   Enterpri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EKP/MES)

113   Other IT System

114   Plotting

115   3D printing device

116   Industrial APP

117   Other Related Hardware Input / Output Equipment

2.Cloth Shrinking & Fusing Equipment

210    Shrinking Equipment

211    Fusing Equipment

212    Cloth Inspecting Equipment 

213    Other Related Shrinking & Fusing Equipment and 

          Accessories

3.Cloth Spreading & Cutting Equipment

310    Normal Cloth Spreading Equipment

311    Automatic Cloth Spreading Equipment

312    Scissors

313    Cloth Cutting Machine

314    Automatic Cutting bed

315   Other Related Spreading & Cutting Equipment and 

              Accessories

4.Sewing Equipment

410    Household Sewing Machine

4101  Normal Household Sewing Machine

4102  Multi-function Household Sewing Machine

4103  Household Embroidery Equipment

4104  Others please specify

411    Normal Industrial Sewing Machine

4111  Lockstitch Sewing Machine

4112  Overlock Sewing Machine

4113  Interlock Sewing Machine

4114  Others（please specify）

412    Special Industrial Sewing Machine

4121  Button Attaching Machine

4122  Button Holing Machine

4123  Bar Tacking Sewing Machine

4124  Zigzag Sewing Machine

4125  Hand Stitch Sewing Machine

4126  Blind Stitch Sewing Machine

4127  Pattern Sewing Machine

4128  Cuff Attaching Sewing Machine

4129  Others（please specify）

413    Automatic Sewing Units

4131  Automatic Pocket Welting Machine

4132  Automatic Trousers Sealing Machine

4133  Automatic Placket Setting Machine

4134  Automatic Belt Loop Attaching Machine

4135  Automatic Pocket Attaching Machine

4136  Automatic Template Machine

4137  Pile Filling Machine

4138  Others （please specify）

414    Automatic Sewing Production Line

4141  Denim Automatic Sewing Production Line

4142  Shirt Automatic Sewing Production Line

4143  Automatic Four-side Sewing Production Line

4144  Other Fully Automatic Production Lines

415    Industrial Sewing Machine for Leather & Suitcase

4151  Fur Sewing Machine

4152  Roller Sewing Machine

4153  Post-bed Sewing Machine

4154  Lockstitch Sewing Machine for Medium & Thick Fabric

4155  Skiving Machine

4156  Loading Machine

4157  Shoe Machine

4158  Tape cutting machine

4159  Others please specify

416   Bag Closing Machine

4161  Ultrasonic Hot Melting Closing Machine

4162  Ultrasonic Lace Machine

4163  Ultrasonic SMT Machine

4164  Portable Bag Closing Machine

4165  Flatbed Bag Closing Machine

4166  Automatic Conveyor Bag Closing Machine

4167  Other Bag Closing Machine

417    Numerical Control & Drive System for Sewing Machine

4171  Clutch Motor

4172  Stepping, Servo Motor

4173  Energy-saving Motor

4174  Electromagnet, Electromagnetic valve 

4175  Smart Senor

4176  Industrial Robot

4177  Internet System for Sewing Industry

5.Embroidery Equipment

510    Single –head Embroidery Machine

511    Multi-head Embroidery Machine

512    Computerized Embroidery Machine for Cap &

          Ready-made Clothes

513    Computerized Quilting Equipment

514    Computerized Quilting & Embroidery Machine

515    Computerized Flat Knitting Machine

516    Pattern Marking System and Embroidery software

517    Numerical Control System & Spare Parts

6.Laser Engraving Equipment 

610    Laser Cutting Machine

611    Laser Engraving Machine

612    Printing Equipment

Exhibits 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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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展单位资格审定

1.1 本展会参展单位为具有工商管理部门颁发营业执照的经营

实体。

1.2 参展单位展出的产品和品牌应与申请表所填内容一致。

1.3 参展单位所展出的展品不涉及知识产权及其它侵权行为。

1.4 参展单位不得展出与展会主题无关的产品。

2. 展位的分配和违约赔偿

2.1 按照参展单位的展品性质划分专业馆。  

2.2 按照参展单位先报名生效、先确定展位的原则进行展位安排。

2.3 主办单位根据参展单位的要求分配展位，但拥有展位分配的最

终决定权。参展报名截止日为 2019 年 3月 31日，因展位有

限，临近截止日前报名的单位可能会出现无展位的情况。

2.4 参展单位不得将展位全部或部分转让或转租给第三方，否则主

办方有权收回或封存展位，并取消有关企业下届参展资格。

2.5 参展单位若取消参展，应以书面形式通知主办单位。递交撤展

申请后，报名费不予退回，因企业自身原因退展而造成的损失，

应按展位费的如下比例进行赔偿：

3. 展位设计审核和展位装修

3.1 出于安全和整体形象之考虑，本展会禁止搭建 2层展台。对不

符合展馆整体形象及大会搭建要求的方案，主办单位有权否决

并要求参展单位进行整改。

3.2 搭建商须通过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实名认证，办理进入展馆

的各种手续。所有进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施工人员必须遵

守展馆的相关安全管理规定。

3.3 各参展商必须与选择的搭建商签订安全责任书。

4. 展品摆放

所有展品和展具不得侵占通道。展品须摆放在展位内，并距离

展位边缘 50公分以上。

以下条款适用于 2019 中国国际缝制设备展览会。

参展单位是指在本展会中分配有展位的单位。

企业报名参展视为同意本参展条款及补充条款的内容，条款自主办单位收到参展单位申请表和报名费之日生效。

5. 入场

主办方保留根据展会的要求和规定拒绝任何人进入展览场地的

权力。出于安全考虑，年龄在14岁以下的儿童一律谢绝入场。

6. 保险

主办单位将对展馆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参展单位需在保险公

司购买“展览会责任险”，并妥善保管个人物品和展品，主办

单位对展品或个人物品的丢失、损坏概不负法律责任。

7. 消防

7.1 展品展具必须采取必要的防火措施，符合展馆所在地消防局消

防安全规定。 

7.2展览期间地面铺设的地毯燃烧性能等级不得低于B1(难燃型）。

7.3 空气压缩机一律不得带入馆内。

8. 终止

参展单位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主办单位有权单方面撤销企业

参展，参展单位缴付的展位费将不予退还，此外还应赔偿因此

给主办单位造成的损失。

8.1 逾期未付清全额参展费用。

8.2 未经主办单位书面许可转租或转让展位。

8.3 其它严重违反本参展条款及补充条款，妨碍展览会正常进行的

行为。

9. 不可抗力

如果由于不可抗力造成展会日期的变更或取消以及地址的更

改，主办单位将视具体情况，将已收到的参展费用部分或全额

退还给参展单位。对因上述原因而给参展单位带来的损失，主

办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10. 补充条款

主办单位保留制定并发布补充条款的权力。所有补充条款将作

为本参展条款的一部分，并对参展单位有约束力。

11. 解释

本参展条款解释权归主办单位。

取消时间 赔付比例

距开展 3个月 50%

距开展 2个月 80%

距开展 1个月 100%

参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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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流程

报名申请

展位确认及付款

搭建商报到

进馆布展

开展

撤展

展品运输

填写报名表发送至主办

单位，交纳报名费

登录CISMA官网，完成网上报名，

参展商可沿用之前的用户名和密

码登录（忘记的可联系主办索要），

新展商请注册

（3个工作日内，主办方审核通过后可登录）

光地展位搭建公司备案、

展位设计及审批
各种宣传服务申请

展商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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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展及撤展时间

     日    期   时    间

  布展时间

  光地展位 

  9月22日   8 : 30-18 : 00 

  9月23日   8 : 30-22 : 00

  9月24日   8 : 30-22 : 00

  标准展位
  9月23日   8 : 30-22 : 00

  9月24日   8 : 30-22 : 00

  撤展时间   9月28日   13 : 00-22 : 00

  加班时间

  如需加班，请于当天15 : 00前在南入口大厅展馆客服中心办理，超过15 : 00将加收50%费用，加班单
  位在同一区域可共同申请。

  18 : 30-22 : 00(1小时起申请)    1300元/1,000m2/小时

  22 : 00－次日8 : 00（1小时起申请）   2600元/1,000m2/小时

  28日 22 : 00－次日8 : 00 （1小时起申请）   5200元/1,000m2/小时

展期开放时间

       日    期   时    间

  展    商   9月25日-28日   8 : 30-17 : 00

  观    众
  9月25日-27日
  9月28日

  9 : 00-16 : 30
  9 : 00-13 : 00

  日    期   地    点   备    注

 9月22日-9月24日
（8 : 30-16 : 30）

  展馆南入口大厅
  搭建单位须持《CISMA2019展台搭建许可单》复印件，在南入口大厅咨询台由笔 
  克盖章后，可去展馆制证中心购买施工证及货车通行证。

  展位类型    日    期    备    注

  光地展位
 9月22日-9月24日
（8 : 30-16 : 30）

   所有展商在展馆南入口大厅凭《展商报到通知书》原件报到，并领取胸卡
   及会刊领取凭证。

  标准展位
  9月23日-9月24日
（8 : 30-16 : 30）

参展单位报到时间

搭建单位报到时间、地点

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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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服务

标准展位须知

标准展位配置

家具：1个锁柜、2张折椅、1个纸篓    灯具：2盏射灯，位于展架上方。

电源：1个（13A/220V、5A保险丝）；只限于使用 5A以下的照明和电器，若需驱动缝制机械等，应另外申请电源，以免过载掉电，

影响展出。

标准展位布展规定

1. 禁止对标准展位进行任何形式的改建，参展单位可利用的空间只是有围板的展位内侧，任何展具和结构 (包括公司标志 )高度不准超

过 2.44m。否则，主办单位有权强制恢复原状，所产生的费用及后果全部由参展单位自行承担。

2. 标准展位不允许私自安装射灯和日光灯，若有特殊照明需要必须由主搭建单位安装接驳并收取适当费用，否则主搭建单位有权将其

拆除没收。

3.楣板及围板上方、外侧禁止张贴、悬挂任何物品。未经主办单位批准，擅自更改展位楣板内容，或对原标准展位楣板进行任何形式覆盖，

主办单位将强行恢复原状，一切损失由参展单位自行承担。

4. 禁止在通道上摆摊，如有违反，将没收展品并不退还展位费。

5. 未经展馆或主搭建单位同意，不得在建筑物或展架的任何部分使用钉子、胶、图钉或类似材料，否则一切损失由参展单位承担。

6. 标准展位配置中未使用物品将不予退款。

光地展位须知 
光地展位将不提供标准展位内的配置。

搭建单位选择及备案

参展单位可委托搭建单位对展位进行搭建。为了防止没有搭建资质的单位或个人进行搭建而造成安全隐患，参展单位必须通知主办单位

其所选择的搭建单位名称，并督促其填写《附表 12-3 搭建单位备案表》及《附表 12-4 搭建单位安全承诺书》，连同其营业执照复印

件及法人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在 8月 9日前向主搭建单位备案。

各参展单位必须与选择的搭建单位签订安全责任书。

光地展位购买保险须知

为转移定做方与承揽方使用或搭建特装展位的责任风险以及确保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保障，每个特装展位必须展前购买符合本手册要求

的展览会责任保险后，方可办理有关报电、审图、缴押金等入场手续。

1. 特装展位保险责任标准：

承保范围 赔偿限额 总累计赔偿限额

对于所租用展览场所的建筑物、各种固定设备及地面、地基的损失 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 50万元

 

累计总赔偿限额 : 人民币 400 万由于雇请工作人员的人身损害，所引起的抚恤金、医疗费和其他有关费用 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 150 万元；每人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 40万元

由于第三者的人身损害，所引起的抚恤金、医疗费和其他有关费用 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 200 万元；每人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 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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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届展会保险推荐供应商为二十一世纪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为展会提供包括在展览会现场办理保险投保手续、现场安全

督促、现场保险事故及赔款处理等保险服务工作。特装展位投保人可以选择二十一世纪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网上平台投保，

也可以自行选择其他保险商的保险单，但保险单内容必须符合上条“特装展位保险责任标准”的各项规定。每份保单保费为人民币

500 元。

3. 展览会责任险专用投保采用在线投保方式，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登录“会展风险管理网”网址www.yzerm.com --- 点击“在线服务”--- 选择 2019 中国国际缝制设备展点击“下一步”进入在

线投保 --- 填写表格后点击“提交”--- 下载投保确认函 --- 根据确认函上保费代收账号支付保费 --- 确认保费到账后的次日将

保单正本与发票快递给投保人。

4. 参展商如需对自己的展品进行财产及责任风险转移的，可以选择投保财产损失保险，二十一世纪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将为

各参展商提供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的统保优惠费率，具体承保条件请提前咨询。

5.保险索赔单证要求：出险通知书，需加盖公章；损失清单，需加盖公章；被保险人事故情况说明或受损方事故处理报告，需加盖公章；

事故现场照片；被保险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支付凭证；维修或购置发票原件；被保险人与主办方的光地租赁合同复印件；保险人要

求的其他单证。

6. 若展商自行选择购买其他保险商的保单，需要通过二十一世纪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审核认可，以便顺利办理有关审图、

缴押金、报电、订水及通讯设备租赁等入场手续。

光地搭建规定

1.“墙体”是指一个高度超过 1.25 米、不透明的落地结构，包括“实体墙、纺织物、海报或显示屏”等。

2. 展商不得利用相邻展位的墙体做结构搭建，需自行搭建展位墙体结构。

3. 悬挂结构上有公司或产品的标识及商标，且面向完全相邻展位时，则墙体或悬挂结构须向本展位内缩进一米。若不足一米，则须得

到相邻展位的书面许可并提交主办备案。

4. 光地展位布展以不阻挡周边展位视线为原则，展台投影边不得超出承租边界线，单层展台最大搭建高度由展馆地面至展架最高点不

得超过 6米。如超过 4.5 米（含 4.5 米），则属于超高超限展位，需主办单位指定的审图单位进行审核。

5. 展台任何一个开口面上的墙体或搭建结构长度不得超过此开口面长度的 50%。并且所搭建墙体高度必须满足 1.25 米 -2 米之间使用

完全透明材料。请参照图示：

搭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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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服务

6. 展位开口面边缘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实体房间。如展位内有房间需满足：需使用完全透明材质(透明材质上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遮挡。

如：磨砂贴、百叶窗、各类喷绘、挂饰布幅等。)或沿展位边缘内缩 3米，请参照图示。

7. 室内展台顶部禁止采用全封闭式结构。展台内任何房间的顶棚不得阻挡展馆顶部消防设施，且顶棚须有 50%以上的水平开放面积，

以确保展台的消防安全。

8. 与标准展位相邻的光地展位搭建高度不得超过 3.5 米，需对展台背面进行平整处理，以不给相邻展位带来不利影响为原则，不能在

背面布置宣传文字或企业标志。

9. 两家以上光地展位相邻的，需与相邻展位进行协商，统一搭建高度。若搭建高度不一致，以不给相邻展位带来不利影响为原则，需

在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对展台背面进行平整处理。

10. 禁止搭建二层展台。

11. 展馆内禁止使用高度超过 2米的人字梯，2米以上的登高作业工具仅能使用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移动脚手架，且移动脚手架顶层

需加装高于 1.2 米的安全防护栏。

图纸审核

本届展会委托大会主搭建商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进行图纸审核。所有特装单位，必须在2019年 7月 19日前提交设计搭建方案，

对不符合展馆整体形象及大会搭建要求的方案，主办单位有权否决并要求参展单位进行整改。

特装展位审核图纸包括：

a. 展台整体效果图 (正、两侧面 )    e.  电路图 

b. 展台平面图       f.  施工细部结构图

c. 结构图         g.  剖面图及侧立面四面

d. 结构计算书及荷载计算简图     h.  展台所用材料明细清单相关规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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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交纳方式   收费标准      备    注

   施工管理费 

   展前电汇至北京笔克展览
   展示有限公司

   30元/m2

   垃圾处理押金
   200m2以下：一万元
   200m2-480m2：二万元
   480m2以上：三万元

   审图合格后，将垃圾处理押金电汇至指定账户，撤展
   时参展商将展位垃圾处理完毕，并经展馆验收合格   
   后，垃圾处理押金将在一个月左右返还。

  搭建超高超限审图费     30元/m2
   室内单层高度超过4.5米（含4.5米）或顶部结构搭建
   面积超过展位面积50%以上特装展台的搭建图纸审核
   工作由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承担。

   施工证    展馆客服中心    30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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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将对搭建商进行实名制管
   理，并由展馆统一发放施工证。

收费标准

1. 搭建公司所提供的图纸必须按规定比例绘制，切忌只用网格线标明，须用阿拉伯数字具体标明梁、柱轴线尺寸及所有结构用料的详

细规格尺寸（单位：米），如不符合规定，图纸将会被退还，拒绝审核。

2. 展台搭建设计图纸未按规定履行审核程序的参展单位，主办单位和展馆及相关审图单位有权禁止该单位在展馆范围内施工。

3. 审图单位将在光地展位确认后，电邮通知展商特装图纸上传地址及用户名、密码，展商或搭建商可登陆后台将图纸上传，图纸审核

通过后，请将图纸文件原件一式四份加盖公章递送至图纸审核单位，传真的图纸和文件不予受理。

超高超限图纸审核

本届展会委托大会主搭建商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进行超高超限图纸的审核。

1. 单层展台高度超过 4.5 米（含 4.5 米）或顶部结构搭建面积超过展位面积 50%以上的展台，属于超高超限展台，其搭建设计图纸

需由指定审图单位进行审核。

2. 收费标准：30元 / 平方米 ，按照展位面积计算付费面积。

3. 超高超限图纸需在 2019 年 8月 16日前递交，逾期将收取 30%加急费用。

4. 请填写《附表 14特装展位超高超限图纸审批表》，并于 2019 年 8月 16日前递送至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搭建单位报到流程及加班申请

1. 搭建单位请参见本手册中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持《展商报到通知书》复印件、《展位特装确认书》复印件现场经笔克确认盖章后办

理进场施工手续。搭建单位须在图纸通过审核后，采用电汇的形式在展前将垃圾处理押金及施工管理费汇入审图单位指定的账户，

并进行新国际实名认证、办理施工证后方可进入展馆施工。

2. 所有参展单位及搭建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进场布置。如需加班，展商必须于当天下午 15:00 时前向展馆提出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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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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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服务

搭建单位进场施工程序

展商确认的搭建商

报水、电、气

签订保证书、交纳

垃圾处理押金

施工图审批施工单位备案

如超高超限，则需

交纳审图费

向笔克交纳施

工管理费等

进馆布展

退回押金

办理施工证

撤展（展架清运）

结束

购买“展览会责任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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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搭建商施工证办理流程

搭建单位施工负责人确认

施工负责人准备资料

付 款

打印，取证

布展前 15 个工作日

施工负责人本人至

SNIEC办理实名认证

目前需要：

● 二代身份证原件

● 二代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两张）

● 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两张）

● 由施工负责人填写、签署并加盖公章

的《附表12-1 搭建商实名认证表格》

●  由施工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

《附表12-4 搭建单位安全承诺书》。

● 施工负责人本人无法前来的，需填写

《附表12-2 授权委托书》，由双方签

署并加盖公章。

● 将需要（待会展协会确认）：

     相关行业的培训证原件

     培训证复印件（两张）

短信发送用户名及密码

至施工负责人手机，凭

用户名及密码登陆网上

预约系统。

在线填写需要办证的所有工人的身份

信息、上传头像照片，确认后系统生成

带序列号的申请清单。

将申请清单打印、签字。与施工负责人

身份证原件一并交给现场工作人员。

现场核实施工负责人身

份证及是否已通过实名

认证。

现场提供需要办理证件的

所有工人的身份证原件。

未通过

有增加

未通过

现场办证 网络预约

已通过

现场提供其他必要的收

费单据：押金收据、搭

建管理费收据等。

已通过

无增加

搭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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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电器租赁及参考图片

展会主搭建单位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提供电源、水源、气源及家具的租赁服务。需要该服务的参展单位，请填写《附表 10电源、

水源、气源租赁价目及申请表》、《附表 11家具、电器租赁价目及申请表》，并于截止日期前传真至展会主搭建单位。

馆内悬挂点申请

如需申请馆内悬挂点，请填写本手册《附表 13馆内悬挂点申请表 》并于 2019 年 8月 16日前传至中国缝制机械协会。

EE-02 90升冰箱 EE-03 140升冰箱 EE-04 饮水机 等离子电视机带DVD机 SH-018/SH-019 50W长/短石英灯

ET-06白面圆桌 SL-025 150 WHQI镝灯 高玻璃展示柜 PF-11咖啡桌 ET-05玻璃圆桌

ET-13气压高圆桌 EC-13气压吧椅SL-023 150W石英小太阳 青头SL-21 300W小太阳灯

SL-023 150W石英小太阳灯

SH-020 50W轨道石英灯

SL-021 300W小太阳灯

SL-021 500W太阳灯SL-001 40W日光灯 SL-020 50W石英长射灯

PF-02低玻璃展示柜 SS-01/FS-01斜/平层板SL-025 150HQI镝灯

CH-04资料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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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服务

运输须知

*主运输公司为展会指定的运输服务商（下同 ）

1. 在公共区域、观众通道、入口大厅和入口广场范围内禁止搬运货物。

2. 运输车辆需进入展馆内装卸货物，请事先提出申请，并按保安指定的地点停放。展览期间运输车辆不得进入装卸区，如有特殊情况

需支付管理费用，经批准方可进入。

3.出于安全及展览秩序的考虑，展馆禁止展商或者搭建商自带液压车进入展馆，如需使用，须向主运输公司申请，由主运输公司统一管理。

4. 装卸期间司机须服从保安人员的指挥，不得离开驾驶室。装卸完毕应立即离开，不得滞留。导致交通堵塞者，将给予扣除押金处理。

5. 场内车辆的操作应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作业，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车速不得超过 5km/h。

6. 大型运输空箱、其他展品、包装物、工具、租用器具及贵重物品均由参展商自行保管，遗失、损坏责任自负。

7. 主场运输公司仅负责外包装完好交货。内货质量、货损、短少，主场运输公司不予负责，请参展商向保险公司办理索赔。

8. 主运输公司将根据参展商申报的运输委托书和其展位在展馆中的位置安排进出馆顺序和时间，参展商应按照主运输公司统一调度进

出展馆。进馆前货车在停车场等候，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扰主运输公司的正常工作秩序。

9. 本展会可免费存放空箱，请参展商将空箱放至各馆空箱堆放处，空箱尽量压缩。

10. 应展商要求，本届展会免收二次移位费及展品尺寸超限费用，为了提高展商运输效率，请展商尽量避免二次就位。

11. 参展企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相关法规规定，擅自处置展出展品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参展企业承担。如由此而造成主办单位

  遭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处罚的，主办单位保留向参展企业追索的权利。

参展展品

与主运输公司联系

运输及进馆

委托主运输公司运输 自行运输

展会结束，主运

输公司将空箱送回

按展商要求将展

品送往目的地

空箱由主运输公司统一收

存至空箱存放处

展会结束，主运输公司将

空箱送回展台

展商自行将展品送

回目的地

自运展品至展馆，在展馆

办理《运输车辆出入证》

自行将展品从展馆门

口运至展台

国内展品运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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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展品运输流程

参展展品

自行运输、委托主运输公司报关委托主运输公司运输

主运输公司在中国口岸以海关监管暂准

进口方式对展品进行报关提货

海关查检后，在进馆期间准时将展品送

抵展馆，并分送至各展台

展览会完结前一天，主运输公司将向各

参展商再次确认每项展品的处理方式

办理展品运输相关手续、

展品打包

主运输公司按参展商要求

将货物运回目的地

参展单位为展品购买

来回程运输保险 

留购展品回海关监督库

待办完手续后海关放行

主运输服务及价格

展会主运输公司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提供展品运输服务。需要提供展品相关运输服务的参展单位请填写《附表16运输

委托书》，并于9月5日之前传真至展会主运输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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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货物

一、从展馆门口接货至展台

运输服务

A． 服务内容

  （1）帮助卸车并将展品送至展台；

  （2）协助展商开箱、就位；

  （3）运送空箱和包装材料至展馆现场存放点保存。

B． 收费     人民币65元/立方米/1000公斤（取大值）（最低1立方米）

C． 收货人信息     各参展商现场负责人

D． 展品到达展馆门口日期     2019年9月22日至24日

A． 服务内容

  （1）展品到达上海后的有关文件处理；

  （2）负责将展品从上海各地运送至仓库地点；

  （3）进馆前展品存放并开馆后送至展台；

  （4）协助展商开箱、就位

  （5）运送空箱和包装材料至展馆现场存放点保存。

B． 收费

    水路/陆路（从上海火车站/陆运站/市内指定仓库）

   *陆路运输上海提货范围限上海市内环线内区域，在   

    上海市内环线外加收50%。

   人民币265元/立方米/1000公斤（取大值）

    空运（从上海机场市内提货）    人民币2.00元/公斤（最低人民币400元/运次）

C． 收货人信息

    收货人：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请千万勿写人名以免提货困难）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2345号浦东国际展览中心W2B3

    邮政编码：201204

    备注：货物安排托运后，请将有关货运信息（包括发货日期、预到日期、运单号、总件数、体积和重量）

    和货运单证在展品抵达上海前3天递交给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否则由此造成的延误将概不负

    责。如果安排空运，请在运单上注明“机场自提”。

D． 展品到达上海截止日期     2019年9月16日

A． 服务内容

  （1）展商自行安排将展品运至全球国际货运上海仓库；

  （2）展品到达仓库后，全球国际货运负责卸车，存储展品；

  （3）开馆后送至展台；

  （4）协助展商开箱、就位；

  （5）运送空箱和包装材料至展馆现场存放点保存。

B． 收费     人民币265元/立方米/1000公斤（取大值）（最低人民币530元/运次）

C． 收货人信息

    收货人：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仓库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长江西路415弄168号怡翔钱塘仓库

    上海市宝山区逸仙路1328号3号门

    联系人：：吴继根 / 13501911863

    备注：货物安排托运后，请将有关货运信息（包括发货日期、预到日期、运单号、总件数、体积和重量）

    在展品抵达上海前3天提供给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D． 展品到达仓库截止日期     2019年9月18日

二、从上海火车站/机场/陆运站/市内指定仓库提货处至展台

三、从全球国际货运指定物流仓库暂存后运送至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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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馆服务各项收费标准同进馆

五、 其他服务收费：

A.  展品管理费：根据新国际博览中心的规定，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代收展览品管理费30.00/立方米。

B. 超重展品附加费（超重部分照此收费）

例：5500公斤的货物收费计算方式如下：单程费用为实际体积乘以65元/立方米再加上超出部分重量500公斤乘以45元/100公斤之和。

C． 如有特殊要求，包括动用吊机等，可向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索取有关服务的报价。

六、  箱体唛头要求：

A．请展商在展品外包装上(至少两面),按以下规定刷制唛头: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展览部

       展览会名称: 2019中国国际缝制设备展览会

       展商名称: XXXXXXX

       展馆号: XXX      展台号: XXX       

       箱号:  XX / XX

       体积:  长X 宽 X 高    毛重:XXX KGS

B．重件展品必须在包装箱上标明起吊点重心,易碎,防潮字样,机械之正面(注明在外包装)禁止倒置的展品必须标明特殊标志。

七、保险：
参展单位应自行投保展览品往返运输险及在展览仓储期间的保险。如展品发生意外情况，请参展单位自行向保险公司办理索赔手续。

附注：
1.收费标准按运费吨计算，即体积与重量比为：1000公斤=6立方米，择大计费。

2.火车站、飞机场及提货地点发生的费用实报实销，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在贵司展品进馆时收取来程服务费及垫付的火车

站等杂费。

3.所有费用需在进馆前结清。根据新国际博览中心的规定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代收展览品管理费30/立方米。

4.请各参展商收到国内展品运输指南和费率后，填写《附表16 运输委托书》，以便在展前妥善安排机力。

5.如需了解全球仓库路线，请与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联系。

6.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所提供的一切服务皆遵照本公司之营业条款执行。

7.根据国家财税规定，以上所有费用需要征收6%增值税。

8.关于运输的相关规定，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若有调整，主办单位将另行补充通知。

      超重展品单件重量       收费标准(进或出场)

      5,001 — 6,000 公斤       加收人民币45.00/100公斤

      6,001 — 7,000 公斤       加收人民币50.00/100公斤

      7,001 —  10,000 公斤       加收人民币55.00/100公斤

      10,001 公斤以上       加收人民币60.00/10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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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物

来程展品服务及费率

1. 展会开幕前，将抵达上海港口或上海机场的展品从港口或机场的货物储存地运输到海关监管仓库、协助海关及检疫查验、掏箱、分

货、搬运到展台，协助展商开箱和展品就位（不含组装），将空包装箱和包装材料运送到仓库（仓储费另计）。

1).抵达上海的海运展品        人民币386.00 /立方米或1,000公斤，以两者之最大值计算

           a)  拼箱最低收费        人民币772.00 /参展商 /票货

           b)  整箱最低收费        人民币8,878.00 /20尺标箱;人民17,756.00 /40尺标箱

2).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空运展品      人民币4.14 /公斤, 以实际重量或体积，以两者之最大值计算

           最低收费          人民币828.00 / 展商 / 票货

3).手提货/快件          人民币2,100.0 /票货                

2.基本服务费          人民币420.00 / 展商 / 票货 

3.临时清关服务费

1).临时清关操作

           a).抵达上海的海运展品整箱      人民币35.00 / 立方米

                                                拼箱      人民币210.00 / 展商 / 票

           b).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空运展品      人民币210.00 / 运单 / 票货

2).数据录入费          人民币35.00 / 页

4.报检服务费 

1).报检操作

           a).抵达上海的海运展品整箱      人民币35.00 / 立方米

                           拼箱      人民币210.00 / 展商 / 票货

           b).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空运展品      人民币210.00 / 运单 / 票货

2).数据录入费          人民币35.00 / 页       

5.海运整箱、拼箱及空运主运单、分运单货物港杂费

1).码头服务费(拼箱)          人民币280.00 /立方米或1,000 公斤，以两者之最大值计算

           a)   拼箱最低收费        人民币560.00 /展商 / 票货

           b)   整箱最低收费        人民币1,820.00 / 20尺  ; 人民币2,520.00 /40尺

                  其他特种箱收费        人民币1,792.00 / 20尺; 人民币2,552.00/40尺

2).机场服务费          人民币1.05/公斤，以实际或体积重量，以两者之最大值计算

     最低收费          人民币105.00 / 展商 / 票货

3).文件操作费（海运空运提单）        人民币245.00/ 展商 / 票货

回程展品服务及费率

1.展会闭幕后，将空包装箱和包装材料从仓库运送至展台，协助展商重新装箱，运送至海关监管仓库，根据要求安排回运或留购。

（仓储费另计）

1).抵达上海的海运展品        人民币386.00 /立方米或1,000公斤，以两者之最大值计算

           a) 拼箱最低收费        人民币772.00 / 展商 / 票货

           b) 整箱最低收费        人民币8,878.00 / 20尺标箱;人民17,756.00 /40尺标箱

2).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空运展品      人民币4.14 / 公斤, 以实际或体积重量，以两者之最大值计算 

            最低收费人民币828.00 / 展商 / 票货

3).手提货/快件          人民币2,100.00 / 票货

运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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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服务费          人民币420.00 / 展商 / 票货

3.临时清关服务费

1).临时清关操作

           a).抵达上海的海运展品整箱      人民币35.00 /立方米

                          拼箱      人民币210.00 / 展商 / 票

           b).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空运展品      人民币210.00 / 运单 / 票货

2).数据录入费          人民币35.00 / 页             

4.报检服务费 

1).报检操作

           a).抵达上海的海运展品整箱      人民币35.00 / 立方米

                           拼箱      人民币210.00 / 票 / 展商

           b).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空运展品      人民币210.00 / 运单 / 票货

2).数据录入费          人民币35.00 /页

5.海运整箱、拼箱及空运主运单、分运单货物港杂费

1).码头服务费(拼箱)            人民币280.00 /立方米或1,000 公斤，以两者之最大值计算

           a).拼箱最低收费          人民币560.00 / 展商 / 票货

           b).整箱最低收费          人民币1,820.00 /20尺  ; 人民币2,520.00 /40尺

                其他特种箱收费          人民币1,792.00/20尺; 人民币2,552.00/40尺

2).机场服务费            人民币1.05/公斤，以实际或体积重量两者之最大值计算

     最低收费            人民币105.00 / 展商 / 票货

3).文件操作费（海运空运提单）          人民币245.00 / 展商 / 票货

展品现场进、出馆服务及费率

现场服务包含：展馆卸货区送至展台，拆箱/重新装箱，就位及展会期间暂存空箱，反之亦然（仓储费另计）。

基本操作费用            人民币210.00 / 立方米或每1000公斤

              以两者之最大值计算(1吨等于6立方米)

最低收费              人民币420.00/ 展商 / 票货

自行运输展品
展商可选择自行运输展品，运输车辆进入装卸区须事先办理《运输车辆出入证》，凭证进入展馆。

办证地点 办证时间 办证费用

  W1馆西外侧车辆办证处 

   大会规定的展商布展时间

   

每辆车需支付手续费30元，押金300元。装卸货完毕按时离开

者，凭《运输车辆出入证》及押金收据退押金，否则不予办理。

《运输车辆出入证》如果损坏或遗失需赔偿人民币50元/张。 
  E2展馆东侧停车场车辆办证处

运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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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服务

印刷品宣传

印刷品包括展会会刊、参观导引、门票、手提袋和胸卡吊带。会刊是CISMA唯一汇总展会所有权威信息的平台，分为展商名录、产品

宣传册和展讯三个部分，全方位展示展商信息、产品品牌和行业动态信息，为展商、观众搭建高质量的沟通桥梁，是展商信息发布和观

众全面了解展商及展会的首要渠道。如需预订，请填写《附表 3 印刷品宣传申请表》并于 2019 年 5月 31 日前回传至中国缝制机械协

会展览中心。

现场宣传

为向展商提供全方位、立体的推广，主办单位提供多种形式的现场宣传位。

如需预订，请填写《附表 4现场宣传申请表》并于 2019 年 8月 23 日前传真至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展览中心。

CISMA 线上宣传

线上宣传包括CISMA 网站和微信。CISMA 网站是展会权威信息平台，展商、观众实时服务平台，品牌、产品在线展示平台，上下

游行业有效对接的商务平台。CISMASHOW是CISMA的官方服务微信服务平台，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及时发布CISMA的筹备情况、

工作进展、变化措施以及各种动态，也搭载了展商和观众服务平台，方便客户随时申请服务，熟悉展会各方面情况。如需预订，请填

写《附表 5 CISMA线上宣传申请表》回传至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展览中心。

新闻中心

本届展会设新闻中心。各参展商有关新产品、新技术的宣传资料（样本除外），可于 2019 年 9月 25 日送到展会新闻中心，经审核后

可置于资料架上，供中外媒体选用。

技术讲座、研讨会、新闻发布会

参展商如需在展期内举办技术讲座、研讨会、发布会等活动，请填写《附表 7技术讲座、研讨会、新闻发布会登记表》，并于 2019 年

8月 23 日前传至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展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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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服务

A           电脑喷绘广告牌   
B/1       广场(中心)圆周立杆广告旗
B/2       广场(入口)两排立杆广告旗 
C          展馆西侧停车场立杆广告旗

D           升空气球条幅
E           展馆周边道路迎风旗
F           连接长廊悬挂横幅

G          内广场三角立牌
H          通往W1/W5连廊

出入口

W5 W4 W3 W2 W1

E2

E1

F        连接长廊悬挂横幅A       电脑喷绘广告牌

D       升空气球条幅

B2     广场(入口)两排立杆广告旗

  B/1      广场(中心)圆周立杆广告旗E     展馆周边道路迎风旗C    展馆西侧停车场立杆广告旗

F

A

A

公交车站

E

北入口大厅

D

如需预订，请填写《附表 4现场宣传申请表》并于 2019 年 8月 23 日前传真至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展览中心。

南入口大厅

E3

E4

E5

E6

E7

F

F

F

F

F

F

C C C C

F F F

B

现场宣传

位置示意图

G    内广场三角立牌

G

H

G

G

H   通往W1/W5连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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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服务

交通服务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上海浦东龙阳路2345号）坐落于上海浦东开发区，位于世纪公园东南，龙阳路与芳甸路交汇口的东北方，东距

浦东国际机场35公里，西距虹桥国际机场32公里。

地    铁

乘坐地铁七号线至“花木路”站，出站即是。

开展期间8：30-17：30从龙阳路地铁站至展馆之间设穿梭巴士，

每十五分钟一班或坐满即开。

公交车

989区间、975、976、大桥五线、 

大桥六线区间、方川专线、东川专线、

花木1路、机场三线、机场六线等。

自驾车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位于龙阳路、罗山路交汇处，易于通行。

从市中心横跨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可直达。

停车位：共有4603个车位供客人泊车。

停车费：每小时8元，单日64元封顶，此费率适用于小轿车或其它轻型车辆（具体报价将按展馆的最新报价调整）。

餐饮服务

新国际博览中心在各馆均提供餐饮服务，详细信息可参考本手册第25页“展会现场主要服务设施及交通图”。

翻译服务

本届展会为参展单位对外宣传及交流，主办单位提供翻译聘请服务。如需此服务，请填写《附表8 翻译服务申请表》，并于9月11日前

联系翻译公司，以便统一安排。

签证邀请函服务

本届展会为参展单位提供签证邀请函制作服务，如需此服务，请填写《附表6 签证邀请函申请表》，并于8月16日前传真至中国缝制机

械协会展览中心，以便统一安排。

展会现场主要服务设施及交通图

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展商，展会现场将设问讯处、主办办公室、知识产权办公室、新闻中心、会刊领取处、医务室等服务设施。



展会现场主要服务设施及交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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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报名程序

1、填写《附表1 展位申请表》《附表2 增值税发票信息采集表》加盖公章，连同企业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原件扫描件或照片通过官

方QQ800111540传至主办，或传真至010-65135820，完成资质申报。

2、同时登录www.cisma.com.cn，点击“我要参展”，按照提示将所有表格填写完毕，上传相关资料，完成网上注册。

3、在网上注册及资质申报全部完成后，主办将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展商在收到确认短信后请在10日内将报名费打入指定账户，

并把汇款底单传至主办，即报名成功。

展商自服务系统使用

CISMA2019继续使用展商自服务平台，展商可沿用CISMA2017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忘记的可联系主办索要），新展商请注册取得

用户名和密码。主办审核通过（3个工作日内）后，展商才能再次登录自服务系统管理企业信息。

展位确认后续工作

按照《付款通知书》所规定的款项及账号进行汇款，汇款单位必须是参展单位，汇款后请将汇款底单传真至86-10-65135820。参考

本手册，根据需要填写附表，并在规定的时间将附表传真至相关单位。申请光地的展商进行搭建单位备案，由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

司审核全套图纸；交纳相关费用后，办理入场手续，领取胸卡及《会刊领取通知书》。

图纸审核

统一由大会主搭建商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进行审核。展商展位分配完成后，笔克公司会发给展商审图平台的地址、用户名、密

码，展商可按照网页提示上传图纸，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将一式四份的图纸原件加盖公章，快递至笔克公司。如搭建超高超限展位，

则需填写《附表14特装展位超高超限图纸审批表》，缴纳30元/平米的审图费用。

搭建商进场 

只有在新国际博览中心办理过实名认证手续的搭建单位才有进入展馆进行搭建的资格。获得实名认证后，搭建单位凭《展商报到通知书》

复印件、《展位特装通知书》复印件，确认所有款项均已缴清，由笔克现场盖章确认后，到展馆服务处购买《施工证》，凭证入场。

运输车辆进馆

运输车辆在进馆之前需办理《运输车辆出入证》。参展商或搭建单位可到W1号馆西面外侧或E2馆东侧停车场的 "车辆办证处" 办理该

证。展商布展时间均可办理。

会刊领取

展商须凭《会刊领取通知书》到会刊领取处领取，经认定未有欠款后即可领取会刊。

参观胸卡申请

方法一：主办单位建议网上预登记的方式，可让客户直接登录www.cisma.com.cn，注册完毕后打印带条形码的注册成功页；

方法二：关注CISMA官方微信（CISMASHOW），点击相关栏目进行预登记；

方法三：填写门票内页内容并传真至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会通知您办理胸卡的预登记号；

方法四：展商可将客户的详细资料（单位名称、姓名、电话、邮件地址）做成EXCEL表发至主办单位，主办单位统一制作参观胸卡。

禁带物品

所有外来盒饭；空气压缩机；人字梯和小型液压车。

空箱存储

请将空箱存放在指定的区域，即各馆南侧空箱堆放处，空箱打包并做标记。在9月28日13:00后撤展时，参展商可自行取回空箱或由主

运输单位将空箱送回。本届展会空箱免费存放。

展商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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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常见问题

展具、家具进馆

搭建商必须携带展位押金单、效果图、施工证开进门单，若是展商必须携带效果图、展商证、本人名片。特装展位须携带全套效果图。

开好进门单后必须由专用通道进入，4号、10号卸货区为家具专用通道。如只有押金单无效果图的情况，将根据展位面积开具相应数量

的家具花草。开展期需开单的任何物品必须由展商本人出示效果图、展商证、本人名片予以开单。

花草进馆

花草必须由展商本人携带展商证、本人名片、效果图开进门单，特装展位须携带全套效果图。开好进门单后必须由专用通道进入，2

号、8号卸货区为花草专用通道，如只有押金单无效果图的情况，将根据展位面积开具相应数量的家具花草。开展期需开单的任何物品

必须由展商本人出示效果图、展商证、本人名片予以开单。

音量及演出管理

音量管理：为不影响其它参展商正常参展，主办单位规定，参展商在其展位旁通道中央的音量不得超过75db，各参展商应自觉控制展

位内音量，若超过规定标准，主办单位将给予警告，警告后仍然违反的，主办单位有权断电。需要使用音响设备的展商，音响须置于距

展位边缘3米的范围之内，且不允许悬挂。

演出管理：在展位内举行演出的参展商应提前向主办单位提交书面材料，注明演出时间、内容、人数，由主办单位向上海市公安部门一

并申报，待批复后方可演出。未经批准进行演出者，主办单位有权断电。

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方法

展会设有知识产权办公室，如有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可准备好申诉材料，报至知识产权办公室，开展期间有上海知识产权局派驻专家

现场接洽相关事宜。

知识产权纠纷申诉流程图

参展商发现涉嫌侵权现象

准备投诉材料：

1、投诉人身份证明（营业执

照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等）

2、知识产权证书或复印件。

投诉人赴展会知识产权

办公室填写投诉申请表

材料齐全有效，投诉理由合理

知识产权办公室予以受理

专业执法人员现场调查、

核实、听取答辩意见

侵权成立 通知主办方，责令侵权人撤出展品、宣传材料

暂无法判断 对相关产品资料保存、作为日后处理依据

侵权不成立 通知投诉人，告知理由

若文件不全，补充材料或证据，重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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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展会的主办地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以下简称新国际）对主办单位和参展商制定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为保障展览会的顺利进行，避

免为参展商带来不必要的损失，特将制度中需告知参展商的重要内容摘要如下，请您认真阅读并严格执行。

1 消防及安全管理规定

1.1      展台的搭建和场地规划

1.1.1   搭建展位或其它建筑所使用的材料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和上海市地方消防安全法规所定的非易燃物且燃烧扩散率不低于B1级。

1.1.2   严禁任何妨碍火警警铃触点、消防栓、灭火器、安全门等消防安全以及监控设施正常运行的行为。

1.1.3   保证消防通道、通向紧急疏散门之通道、以及出入口的畅通无阻。

1.1.4  不允许在吊顶喷淋装置或照明装置上附着或悬挂任何物品。不允许将聚光灯和其它发热装置对准或靠近消防喷淋装置。

1.1.5  新国际有权拆除和移开任何未经批准或违反上述规定的搭建物或结构物，风险和费用由参展商承担。 

1.1.6  凡进入新国际开展特种作业，作业人员（如电工、焊割工、铲车驾驶员等）必须持有政府规定的有关操作证，特殊工种无证人员

一律不得作业。操作必须严格按各规程执行，杜绝一切违章操作和指挥。

1.1.7  其他消防事项参照《上海市展览业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执行。

1.2     展台搭建设计图纸审查的规定

1.2.1  凡室内搭建展位层次为双层、多层展台及室外展台其展位搭建设计图纸（包括三维效果图、详细尺寸图、展台平面图、立面结构

图、恒载图、材料明细清单及相关计算数据）必需经过新国际指定的审图公司审查或复核。

1.2.2  参展商、搭建商严格按照新国际委托的专业设计单位审核通过的图纸进行搭建送审的展台，在结构设计、承重、稳定性、强度上

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具备足够的安全性。

1.3     展馆顶部吊点

1.3.1  展馆内不得擅自悬挂任何物品，经许可批准的每个悬挂点承重不得大于200千克。高粱位置有两排吊点，两点的间距为850毫

米。悬挂工作必须由新国际专职人员实施。吊点不得用于固定与地面连接的结构。

1.3.2  如果展位是靠近展馆墙壁的，紧靠展馆墙壁处无法安装吊点，不靠墙壁部分需现场确定能否安排吊点。需要悬挂的物体影响展馆

结构或设施设备安全的,一律不接受吊点申请。

1.3.3  结构吊点：单体结构不得超过1000千克，超出重量的应把结构分解，待符合要求了方可实施允许悬挂。结构悬挂高度不得超出9

米，所吊的结构必须是可靠连接的金属结构体组成，纯木结构一律不得悬挂。

1.4     高空作业

1.4.1  凡登高作业（2M及以上作业）人员须系戴好安全帽或安全带，以及其它必要安全措施以防高空物品坠落伤人。

1.4.2  必须采用符合安全要求的合格登高工具, 严禁使用不合格的登高工具。传递工具或物件时严禁用抛掷的方式传递，应采用传递方

式或装袋或绳子吊等方式。

1.4.3  展台安装使用的升降机械/车辆应经新国际同意后方能进入展馆。

1.5     设施安装 

1.5.1  电箱申请

（1）  所有参展单位申请用电量时必须考虑安全载流量，保证电气线路、电气设备不过载、不过流，确保安全运行。

（2）  如主场搭建商、参展商等所提出的电箱申请的数量和位置，新国际提供电箱终端，主办单位、主场搭建商、参展单位所用设备必

须自行从所申请的电箱中接出。

1.5.2  电箱接驳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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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展厅规章制度(摘要)

（1）  电气线路、电气设备的安装人员应持有效电工安全操作证。

（2）  展台（含普通展台及特装展台）的搭建过程中，应使用合格的器材。材料使用双层护套铜芯线、电缆线，导线截面必须

≧1.5mm。电气材料必须配备充足的安全载流量。严禁使用无护套单线、双绞线、铝芯线。配线应采用：线电压采用三相五

线方式（Ｌ１、Ｌ２、Ｌ３、Ｎ、ＰＥ)；相电压采用单相三线方式（Ｌ、Ｎ、ＰＥ）。

（3）  所有的金属构架、金属外壳必须可靠接地；导线敷设必须固定，不得随意敷设在道路、地坪及通道上，应穿管或采用其它方式敷

设固定，电气线路穿越走道时必须有过桥板进行保护；导线支路连接时不得采用绝缘胶布直接包扎，必须采用绝缘瓷、塑接头连

接再做好绝缘保护措施。

（4）  标准展位使用的配电箱必须放入展厅电缆沟内；特装展台使用的配电箱应放入展厅电缆沟内或展台内；配电箱严禁放在过道、消

防通道和展台的明显部位。

（5）  室外展场所使用的电器照明设备都应采用防雨型，须落实防潮、防雨、防风等安全措施。

1.5.3  全场送电：

新国际将按照约定的某个时间点进行全场送电，在该时间点前两个小时进行广播通知，告知送电的时点以及相关的安全注意事项。

1.5.4  展览闭馆期间全场断电：

（1）  为确保展览全场的安全，当天展览结束，主办单位切断展场内所有设施的电源供应。

（2）  如有需要24小时不间断供电设施的展位，应在提交最终版设施申请图纸前以书面方式征得新国际同意，新国际可以保留不间断

的电源供应。

1.5.5  撤展断电

在展览闭幕的前一天，新国际确定该场展览撤展期间的断电时间，断电范围，并严格按照该约定进行执行。对于断电后再提出送

电的要求，必须经新国际现场检查方能执行，如果现场不具备条件者，新国际有权拒绝。

1.5.6  压缩空气使用

展出期间，全场压缩空气供应、切断须统一安排时间执行操作（该申请需以厅为最小单位）。  

1.5.7  特装展位设施的申请

特装展位应独立申请设施，不同展台不能共用同一设施。

1.6     危险物

1.6.1  除非另经新国际和有关政府部门的书面允许：

(a) 不得在新国际内使用明火和易燃气体。 

(b) 爆炸物、石油和易燃、有毒、腐蚀性物质不允许在展馆内使用。 放射性物质不允许带入新国际。

(c) 在任何时间，放于租用区域或展位内的固体或液体危险物的库存不得超过1天的使用量。剩余物应置于专用容器内且封存于

政府部门、新国际和主办单位同意的地点。

(d) 有毒废物必须密封装入适当容器，相应标明记号，并根据政府相关的废弃物处理方法进行管理。

(e) 严禁在租用区域或新国际内设有禁止吸烟标志的区域吸烟。

1.6.2  未经新国际书面批准，下述物品禁止展示或进入新国际：武器、枪支、刀剑、弹药、炸药、易燃物、放射性物质和其他危险物品

以及禁止进口的物品，侵犯专利权的物品，可能有碍新国际顺利经营的物品和任何被政府有关部门禁止的物品。

1.7     压力容器

1.7.1  参展商应负责对存放氦、压缩气、氩、二氧化碳等任何其它压力容器的合理运输储存。

1.7.2  所有带入新国际的压力容器和设备应遵守有关安全标准和规章。使用压缩空气设备的器材、管子的安全耐压必须≧15Kg／cm2, 

管口连接应采用喉箍紧固, 不得用铁丝或其它物品绑扎。

1.8     演示、操作展品

1.8.1  所有做运行演示的机器均应安装安全装置及运行标志，只有当机器被切断动力源, 并确保无安全隐患时, 这些安全装置才能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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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运行的机器必须与参观者保持相对安全的距离，并应该使用安全防护装置。

1.8.3  仅能在所租用区域的展位上演示机器、设备，并由合格的人员操作，运作时必须由上述人员监管。若参展商没有采取充分的防火

措施，不得使用发动机、引擎或动力驱动机器。

  

1.9     物品的保管

未委托新国际保管的物品被盗，新国际不承担任何责任。

1.10   油漆

1.10.1在新国际内不允许进行大面积的油漆作业；在布展期间可以对展品或搭建进行小面积“修补”性的油漆作业，且必须采取必要的

安全防护措施。这些措施包括：

(a)油漆工作于通风处进行;

(b) 使用无毒油漆;

(c) 新国际范围内所有地面覆盖衬以干纸或塑料膜;

(d) 油漆工作不在新国际垂直结构处（即墙）进行;

(e) 不在新国际内或新国际周围冲洗油漆物。

1.10.2参展商应对由于油漆工作而导致对新国际的任何损害负责，并承担损坏及污染部分的修复费用。

2 设施保护管理规定

2.1     展台的搭建和拆除

2.1.1  展商如搭建隔墙，必须在墙下设置夹板或建筑用纸来保护地面。展商承担所有由于展位搭建和拆除而造成的地面损坏产生的修复

费用。

2.1.2  未经新国际事先同意，不得在建筑物的任何部分上使用钉子、胶、 图钉或类似材料或钻洞；即使经同意，展商也应对此产生的

一切损失承担责任。未经许可，不得在入口大厅内施工。展馆内的任何设施、设备和结构不得擅自倚靠、借力使用。

2.1.3  地毯铺设必须使用环保地毯及布制双面胶，严禁使用含碳酸钙的劣质地毯、双面海棉胶及其它难以清除的材料。

2.1.4  展商应负责去除所有在租用区域内的胶带和残留标记。因使用未经批准的胶带所造成的对建筑物任何的损害补救工作由新国际进

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展商承担。

2.1.5  不允许将可直接粘贴的图案或宣传品粘贴于新国际所属建筑物的任何部位，有关新国际因清除此类物品并修复任何损害所产生的

费用应由参展商承担。

2.2     地面承重

展厅内地面承重能力为：3.3吨/平方米。展品操作时如有垂直振动部件，上述的地面承重至少应减去50%。展厅内两条主电缆

沟上严禁搭建展位或堆放重物。室外场地地面承重能力分为三种区域，分别为：重载区，15吨/平方米；普通载区，5吨/平方

米；轻载区，2吨/平方米。展品运输、安置、演示操作等应考虑上述地面负重能力。如有疑问，请于搬入物品前向新国际查询。

2.3     垃圾处理

2.3.1  废水必须倾倒在新国际指定地点，不准在新国际室内外地沟及卫生间的洗脸池和水池倾倒任何废水、食物和垃圾。展商将承担由

此造成的地沟污染清理及下水管堵塞的疏通费用、由此而产生的其他工作的费用及相应的法律责任。

2.3.2  展商在搭建和拆除展位时应正确使用展览大厅内提供公用事业服务的地沟，必须确保不将废水排入这些地沟，而是正确泵至指定

排放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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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展厅规章制度(摘要)

2.4     沙石、泥土及类似材料     

如果展览、展示需要使用沙石、泥土、花园用泥炭、苔及其他类似材料，必须在地板上铺贴一层防漏保护物。展商必须保证采取

了所有的预防措施以免使上述材料粘污新国际的任何部位。展商还需保证不使水渗漏。对于因违反上述规定而对新国际造成的任

何损害将由展商承担全部责任。

       

3  展品及搭建物进馆的搬运

3.1     物品搬运

3.1.1  展商方的运货车辆到达新国际后，应按照新国际排定的进场顺序及指定的运输通道进入指定的卸货位置卸载，并停放至指定专用

停车位置。

3.1.2  在公共区域、观众通道、入口大厅和入口广场范围内禁止搬运物品。

3.1.3  允许进入展厅的车辆高度不得超过4米，车速不得超过5公里/小时。

3.2     货物交递

在进馆期前，所有参展商提前运抵展馆的货物应由指定的主场运输商处理。新国际不接受任何提前运抵的货物。

3.3     货箱储存

现场搬运商在新国际指定的放置范围内处理所有的货箱储存事宜，主办单位应负责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货箱堆放的安全、整

齐、美观。

3.4     运输车辆

3.4.1  车辆进入装卸区请事先到新国际办证处办理《运输车辆出入证》，凭证装卸货物。

3.4.2  车辆按时装卸货完毕离开时，凭《运输车辆出入证》及押金收据退押金。

3.4.3  装卸期间司机须服从保安人员的指挥，不得离开驾驶室。装卸完毕应立即离开，不得滞留。

3.4.4  任何车辆未经许可，不得进入展览大厅内。

4  其它服务管理规定

4.1     公共区域及通道

租用区域外的所有区域皆视为公共区域。使用公共区域的展览会/非展览活动应事先经新国际同意。凡是未经新国际许可在公共

区域内擅自搭建或堆放物品的，新国际有权责令其拆除或移除。不听劝阻的新国际将按垃圾处理上述物品。

4.1.1  货物通道— 展品及大件货物只能由指定的货物通道进入展场。   

4.1.2  展商/观众通道— 展商可经指定的展商通道进入展馆；观众只能由指定的通道进入展馆。

4.1.3  消防通道— 所有消防通道必须保持畅通，严禁在消防通道上搭建展位或放置物品。

4.2     宣传材料的散发

宣传手册、广告页等促销材料的散发被严格限制在租用区域内。除非事先获得新国际的书面许可，禁止在新国际公共区域内散发

任何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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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声像系统

新国际提供声像设备租赁服务及配套的技术支持。参展商雇用其他承包商安装系统设备须事先获得新国际的批准，所有缆线铺设

和配置必须符合新国际规定的标准。

4.4     动物

爬虫、鱼类、鸟类或其他禽兽动物不得进入新国际，除非系经批准的展品，或其使用与举办的活动有关。  

同时，参展商须向新国际证明对这些动物的照管与控制已采取了令甲方认可的适当的预防措施，并事先获得新国际的书面批准。

进入新国际的动物必须经卫生防疫部门的检疫合格。

4.5     气球

只有事先获得新国际的书面批准才能将汽球带进展馆。清除悬挂于天花板和展厅内汽球的费用由展商承担。氢气球禁止使用。 

4.6     失物招领

失物招领应向保安办公室查询。所有的失物招领将分类保存30天。30天期满，新国际将自行决定物品的处理方式，其他人无权

对这些物品进一步追索。

4.7     公共停车场

自行开车到新国际来的客户、参观者应按照新国际保安的指挥停车，支付停车费用。

4.8     餐饮及花草

4.8.1  新国际场馆内有指定的餐饮和花草供应商，未经新国际同意，任何其它供应商不得经营此类业务。         

4.8.2  所有外来盒饭不得带入展馆。 

4.9     声音控制

新国际室内、室外展区和其他功能区的声音音量不得超过75分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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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部分

请按照需求在表格截止日期

前及时递交表格，以免影响

参展。



填表说明：

1. 报名截止日期 : 2019 年 3 月 31 日 (Deadline:March 31,2019)

2. 参展企业请将展位申请表、增值税发票信息采集表、企业营业执照

和商标注册证原件扫描或拍照一并通过官方QQ发至中国缝制机械协

会展览中心，同时请您登录官网（www.cisma.com.cn）完成网上

注册及申请其他服务。

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展览中心

联  系  人：顾宝齐

官方QQ：800111540

电　　话：86-10-65242231  65211282

传　　真：86-10-65135820 

请将附表	1	展位申请表

传真或以电子文件形式发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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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附表	1

法人代表 (Legal Person) 手机 (MP)

展会联系人 (Contact Person) 职位 (Position)

电话 ( Tel ) 传真 (Fax) 手机 (MP)

地址 (Add) 邮编 (Post code)

电子邮箱 (E-mail) QQ

会刊名录信息	/ Catalogue Information
以下所填各项内容为必填项目，作为展览会会刊名录的内容依据，公司名称须与公司公章一致。请以正楷认真填写。
( The Content in this form must be filled clearly and composes the basis for the catalogue.)

公司中文名称 (Company Name in Chinese)

公司英文名称 (Company Name in English)

电话 ( Tel)                                                            传真 (Fax) 电子邮箱 (E-mail)

地址 (Add) 邮编 (PC)

网址 ( Web) 企业公众号

展位预定	/ Space Reservation

预定标准展位  We order standard booth (            ) 馆 Hall( 9m2 /12m2 ) (           ) 个 /Pcs

预定光地展位  We order  raw space   (            ) 馆 Hall (           ) 平方米 m2

展品类别 /	Classification of Exhibits
（请填写展品编码，编码请参见本手册第 6页） ( Please fill in the code from exhibits scope refer to page 7 )

展品商标 (Brand)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原产地 (Original Place)

请在报名后 10日内将报名费（1-3 个标准展位，5,000 元；4个以上标准展位及 200 m2 以下光地，20,000 元；200 m2 以上光地（含 200 

m2），50,000 元 ) 汇至以下账户，报名方为有效。

Please pay registry fee according to your booth area within 10 days from the day you sent the application form: 1-3 standard 

booths,USD800; 4 or more standard booths, or raw space under 200m2 meters,USD3000; more than 200m2  meters,USD7500.Then the 

application took effective.Please contact the organizer to get related information.

账户信息

开户单位：中国缝制机械协会                        账号：319456029945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现代城支行             地址：北京市

汇款请用申报展位公司账号，汇款后请及时联系我们确认报名情况。

展位申请表 
Application Form

参展企业信息	/ Exhibitors Information

 递交截止日期：2019年3月31日

展
位
申
请
表
	

Application Form

公司盖章 (Stamp ) 负责人签字 (Signature) 日期 (Date)

Deadline：March31,2019



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展览中心

官方QQ：800111540

电　　话：86-10-65242231  65211282

传　　真：86-10-65135820 

请将附表	2增值税发票信息采集表

传真或以电子文件形式发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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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增值税发票信息采集表

注：

1.填表说明：认真填写此表，确保所提供的公司信息准确、完整。此表将作为开票的依据，若由于贵单位未能及时提供信息或所提供信息与实际

不符，导致无法认证发票，开票方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2.报名时，请展商将此表扫描件连同其他相关文件发送至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展览中心。 

增值税发票开票信息

*公司名称（全称）：

*企业类别（请打勾）：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地址（和营业执照一致）、电话：

*开户银行名称及银行账号：

			发票联系人

     联  系  人： 

     手       机：

     办公电话： 

     邮寄地址： 

我司承诺以上所提供的信息准确无误。

单位名称（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           期：＿＿＿＿＿＿

递交截止日期：2019年3月31日

增
值
税
发
票
信
息
采
集
表



有关事项说明

1. 如需宣传服务请将本表传真至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展览中心（86-10-65135820），申

请截止日期 2019 年 5 月 31 日，提供电子文件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6 月 15 日。

2. 产品宣传册彩页只提供给展商。 

3. 每个标准展位可免费获得产品宣传册及名录 1套；光地按面积折算，200 平方米以下

的光地企业，每 9平方米可免费获得产品宣传册及名录 1套。200 平方米以上的光地

企业，每 15平方米可免费获得产品宣传册及目录 1套。

4. 刊登产品宣传册 1页，可免费获得产品宣传册及名录 2套。

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展览中心

联  系  人：张璋

官方QQ：800111540

电　　话：86-10-65242231

传　　真：86-10-65135820 

请将附表	3-1印刷品宣传申请表

传真或以电子文件形式发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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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附表	3-1

位置
(Location)

会刊尺寸
(Size)

文件方式
(Document Form)

价格
(Price)

可供数量
(Qty Available)

预订
(Reservation)

1/3 封面

1/3 Cover
W210mm×H95mm

提供电子文件

Electron Document
50,000 元 2

封二

Inside Front Cover
W210mm×H285mm

提供电子文件

Electron Document
20,000 元 2

扉页

Head Page
W210mm×H285mm

提供电子文件

Electron Document
20,000 元 2

封三

Inside Back Cover
W210mm×H285mm

提供电子文件

Electron Document
15,000 元 2

封底

Back Cover
W210mm×H285mm

提供电子文件

Electron Document
40,000 元 2

插一

Figure 1
W210mm×H285mm

提供电子文件

Electron Document
15,000 元 2

插二

Figure 2
W210mm×H285mm

提供电子文件

Electron Document
15,000 元 2

内页

Inside Page
W210mm×H285mm

提供电子文件

Electron Document
4,000 元 若干

位置
(Location)

会刊尺寸
(Size)

文件方式
(Document Form)

价格
(Price)

可供数量
(Qty Available)

预订
(Reservation)

封底

Back Cover
W130mm×H210mm

提供电子文件

Electron Document
30,000 元 1

封二

Inside Front Cover
W130mm×H210mm

提供电子文件

Electron Document
15,000 元 1

扉页

Head Page
W130mm×H210mm

提供电子文件

Electron Document
20,000 元 1

封三

Inside Back Cover
W130mm×H210mm

提供电子文件

Electron Document
15,000 元 1

内插

Figures
W130mm×H210mm

提供电子文件

Electron Document
10,000 元 1

参观导引 / Visit Guide

公司名称 (Company)

公司盖章 (Stamp)

电话 ( Tel)

日期 (Date)

展会联系人 (Contact Person)

负责人签字 (Signature)

印刷品宣传申请表
Promotion Application

产品宣传册 / Product Promotion

递交截止日期：2019年5月31日

印
刷
品
宣
传
申
请
表

Prom
otion Application



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展览中心

联  系  人：张璋

官方QQ：800111540

电　　话：86-10-65242231

传　　真：86-10-65135820 

请将附表	3-2印刷品宣传申请表

传真或以电子文件形式发送至 有关事项说明

1. 如需宣传服务请将本表传真至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展览中心（86-10-65135820），申

请截止日期 2019 年 5 月 31 日，提供电子文件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6 月 15 日。

2. 产品宣传册彩页只提供给展商。 

3. 每个标准展位可免费获得产品宣传册及名录 1套；光地按面积折算，200 平方米以下

的光地企业，每 9平方米可免费获得产品宣传册及名录 1套。200 平方米以上的光地

企业，每 15平方米可免费获得产品宣传册及目录 1套。

4. 刊登产品宣传册 1页，可免费获得产品宣传册及名录 2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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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附表	3-2

位置
(Location)

会刊尺寸
(Size)

文件方式
(Document Form)

价格
(Price)

可供数量
(Qty Available)

预订
(Reservation)

封底

Back Cover
W255mm×H336mm

提供电子文件

Electron Document
30,000 元 2

封二

Inside Front Cover
W255mm×H336mm

提供电子文件

Electron Document
15,000 元 2

扉页

Head Page
W255mm×H336mm

提供电子文件

Electron Document
20,000 元 2

内页

Inside Page
W255mm×H336mm

提供电子文件

Electron Document
10,000 元 若干

尺寸
(Size)

文件方式
(Document Form)

价格
(Price)

可供数量
(Qty Available)

预订
(Reservation)

W210mm×H100mm
提供电子文件

Electron Document
10,000 元 / 万张 200000 张

尺寸
(Size)

文件方式
(Document Form)

价格
(Price)

可供数量
(Qty Available)

预订
(Reservation)

W300mm×H400mm
提供电子文件

Electron Document
55,000 元 / 万个 15000 个

尺寸
(Size)

文件方式
(Document Form)

价格
(Price)

可供数量
(Qty Available)

预订
(Reservation)

W300mm×H400mm
提供电子文件

Electron Document
20,000 元 / 万条 60000 条

门票 / Ticket

手提袋 / Show Bag

吊带 / Badge Holder

公司名称 (Company)

公司盖章 (Stamp)

电话 ( Tel)

日期 (Date)

展会联系人 (Contact Person)

负责人签字 (Signature)

印刷品宣传申请表
Promotion Application

展讯 / Exhibition Newspaper

递交截止日期：2019年5月31日

印
刷
品
宣
传
申
请
表

Prom
otion Application



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展览中心

联 系  人：赵林

电子邮箱：36756965@qq.com

电　　话：86-10-87747394

传　　真：86-10-87766609 

请将费用汇至

银行户名：中国缝制机械协会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现代城支行

银行账号：319456029945

网上银行汇款流程：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崇文区支行-现代城支行

地       址：北京市

请将附表	4现场宣传申请表

传真或以电子文件形式发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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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现场广告及位置 尺寸 可供数量 单价（元） 申请数量 小计

A 电脑喷绘广告牌 5m×8m 20幅 17,000/展期·幅

B/1 广场(中心)圆周立杆广告旗 0.6m×1.5m×2 56杆 1000/展期·杆

B/2 广场(入口)圆周立杆广告旗 0.6m×1.5m×2 46杆 1000/展期·杆

C 展馆西侧停车场立杆广告旗 0.6m×1.5m×2 60杆 1000/展期·杆

D 升空气球条幅 0.9m×10m 10条 5,000/条·展期

E 展馆周边道路迎风旗 0.6m×1.5m×2 100杆 600/展期·杆

F 连接长廊悬挂横幅 5m×0.7m×2 75幅 3,000/展期·幅

G 内广场三角立牌 3m×5m 9幅 20,000/展期·幅

H 通往W1/W5连廊 3.5m×8m 4幅 20,000/展期·幅

I 南入口大厅连廊广告 3.5m×8m 1幅 24,000/展期/面

J

电瓶车车顶三角广告牌 2.4m×0.7m 6辆 4,000/展期

电瓶车车顶LED文字显示屏 文字 6辆 6,000/展期

电瓶车整车包车价
包括广告牌、显示
屏、车座、遮阳帘等

6辆 15,000/展期

K

电瓶车站点两侧写真贴 2m×1m

6个站点 10,000/展期站点顶部前后半圆广告 1.8m×1.3m

站点顶部左右侧面广告 4m×0.8m

现场宣传申请表

注：1.如同一广告有两家以上参展单位申请，主办单位将根据企业报名情况进行招标和整体协调。

        2.现场广告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不得出现“最大、第一、领航”等字眼，否则主办方有权拒绝发布。

        3.制作材料光盘请寄至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展览中心。

        4.产品单价可能会根据现场实施情况略有调整。

附表	4
递交截止日期：2019年8月23日

参  展  商：(盖章)          

展  位  号：                                 

展出面积 ：              个标摊                 m2光地

联  系  人 ：                                                     

电        话：                               

传        真：

现
场
宣
传
申
请
表



请将费用汇至

银行户名：中国缝制机械协会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现代城支行

银行账号：319456029945

网上银行汇款流程：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崇文区支行-现代城支行

地       址：北京市

请将附表	5CISMA线上宣传申请表

传真或以电子文件形式发送至
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展览中心

联  系  人：顾宝齐

官 方 QQ:  800111540

电　　话：86-10-65242231

传　　真：86-10-6513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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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附表	5

CISMA 线上宣传申请表 递交截止日期：2019年8月16日

企业名称 ：(盖章)          

手        机：                                 

邮        箱 ：

公司官网 ：

联  系  人 ：                                                     

电        话：                               

公司地址 ：

Q Q：

C
IS

M
A
线
上
宣
传
申
请
表

CISMA.COM.CN 位置 规格 价格 说明 预订（√）

中文网上展厅 品牌汇企业logo 120×98  像素 800元 /年 可通过搜索进入专属展厅

展厅轮播图 1500×540像素 8000元/年 可供数量2

中文官网首页 首页轮播图 925×357 像素 8000元/年 可供数量4赠送500元展厅

首页推广图 540×395 像素 4000元/年 可供数量4

首页品牌墙logo 120×98  像素 4000元/年 赠送500元展厅（推荐）

明星单品 240×200 像素 2000元/年 请提供白色背景单品正面图

英文官网首页 首页轮播图 925×357 像素 8000元/年 可供数量4

首页品牌墙logo 120×98  像素 4000元/年 赠送500元展厅（推荐）

明星单品 240×200 像素 2000元/年 请提供白色背景单品正面图

九宫格推广图 220×140 像素 4000元/年 可供数量9赠送展厅网页

微官网 轮播图 800×400 像素 5000元/年 可供数量4

CISMASHOW微信

微信第二条 千字以内
1500元/条

请提供素材文本或链接
5000元/条
（展期）

微信第三条 千字以内
700元/条

请提供素材文本或链接
3000元/条
（展期）

微信第四条 千字以内
500元/条

请提供素材文本或链接
2000元/条
（展期）

行业热点（集锦） 千字以内
500元/条

请提供素材文本或链接
2000元/条
（展期）

头条微信尾部 290×100像素 3000元/条 每月4期

二条微信尾部 290×100像素 2000元/条 每月4期

三条微信尾部 290×100像素 1000元/条 每月4期

品牌汇 240×200 像素 1000元/年 可链接企业相关微信



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展览中心

联 系  人：牟迎华

官 方 QQ:  800111540

邮　　箱：visa@cisma.com.cn       

电　　话：86-10-65242231

传　　真：86-10-65135820

请将附表	6签证邀请函申请表

以电子文件形式发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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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表
姓 名

性       别 国       籍

出生日期 护  照  号

签  发  地 签发日期  

有  效  期 公       司

职       位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公司官网 地       址

到达日期 离开日期

停留时间 取签证地点

签证邀请函申请表

如需签证邀请函，请填写相关信息：

注：

1.每份邀请函制作费用为100美元或者600元人民币；

2.办理签证邀请函还需提供：有效期内的护照扫描件、公司派遣函（可在官网下载模板）及受邀人单位营业执照扫描件；根据外事单位的

要求，可能需要申请人提供其他信息。

3.本表仅接受电子版。受邀人可按照上表内容自行制作表格或官网下载；

4.签证邀请函制作周期为5-20个工作日，请申请人安排好时间，及早提供资料。

附表	6

递交截止日期：2019年8月16日

参  展  商：(盖章)          

展  位  号：                                 

展出面积 ：              个标摊                 m2光地

联  系  人 ：                                                     

电        话：                               

传        真：

签
证
邀
请
函
申
请
表



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展览中心

联 系  人：于伟屏

官 方 QQ:  800111540

电　　话：86-10-65242231

传　　真：86-10-65135820

请将附表	7技术讲座、研讨会、新闻发布会登记表

传真或以电子文件形式发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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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表只用于统计及预订；

         2.租赁时间不足四小时按四小时计算；

         3.所有租赁费用展会现场交付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4.会议室设施包括：讲台、椅子、写字板、有线话筒、饮用水一桶；

         5.具体时间将根据参展商申请情况由主办单位与展馆协调安排；

         6.会议室详细信息可来电咨询。

         7.超过截止日期申请者加收30%的加急费，现场加收50%的加急费。

技术讲座、研讨会、新闻发布会登记表

序				号 项				目 费					用
时				间 申请数量

展				期 元

1 会议室220m2  5,000/4小时

2 会议室110m2 3,000/4小时

3 多媒体投影机2500流明（含投影屏幕） 3,000/展期 1,000/次

4 多媒体投影机5000流明（含投影屏幕） 6,000/展期 2,000/次

5 100"投影屏幕(1.6M*2.2M ) 150/场次

6 120"投影屏幕(2.4M*1.8M ) 800/场次

7 150"投影屏幕(3.05M*2.3M ) 1,000/场次

8 普通音响 1,000/场次 500/套/次

9 专业音响 2,400/展期     1,000/套/次

合计大写：                                                                                                         小写：¥

附表	7

递交截止日期：2019年8月23日

参  展  商：(盖章)          

展  位  号：                                 

展出面积 ：              个标摊                 m2光地

联  系  人 ：                                                     

电        话：                               

Q Q 号码：

技
术
讲
座
、
研
讨
会
、
发
布
会
登
记
表



上海神来川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曲小平    魏 微

电　　话：86-21-55216935

手　　机：13601725517（同微信）；13801717885（同微信）

电子邮箱：quxp@shenlaichuan.com；weiwei@shenlaichuan.com

地　　址：上海市漕溪北路88号圣爱大厦11楼

邮　　编：200011

请将附表	8翻译服务申请表

以电子文件形式发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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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				种 		价				格 日				期	 数				量 小				计

  英语翻译   750元/天 月       日至       月      日

  日语翻译   750元/天 月       日至       月      日

  德语翻译   1000元/天  月       日至       月      日

  法语翻译   1000元/天  月       日至       月      日

  西班牙语翻译   1000元/天  月       日至       月      日

  意大利语翻译   1000元/天  月       日至       月      日

                          语翻译   (根据语种而定) 月       日至       月      日  

                          语翻译   (根据语种而定) 月       日至       月      日

合计

翻译服务申请表 

注：

1.以上费用只是每人每天工作时间为9:00 - 17:00。

2.超过规定时间的，英语、日语按照120元/小时计算，其他语种按150元/小时计算。

3.不满4小时（4小时集中在上午或下午）按照3/5天计算，超过四小时不满8小时按照一天计算，现场申请须付加急费100元。

4.报价已含工作人员餐饮、路费，不需再交付其他费用。

附表	8

递交截止日期：2019年9月11日

参  展  商：(盖章)          

展  位  号：                                 

展出面积 ：              个标摊                 m2光地

联  系  人 ：                                                     

电        话：                               

传        真：

翻
译
服
务
申
请
表
	



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展览中心

联  系  人：顾宝齐

官 方 QQ:  800111540

电　　话：86-10-65242231

传　　真：86-10-65135820          

请将附表	9参展人员登记表

以电子文件形式发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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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表

序				号 姓				名 职				务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1. 本届展会将给每位参展人员制作胸卡。胸卡可在布展、展览、撤展期间通用。无胸卡者不能进入展馆。为了及时获得胸卡，请将所有参

展人员的姓名和职务填入上表以供制作胸卡。也可登陆展商自服务系统进行申请。

2. 参展人员胸卡数量限定：3个/标准展位，2个/9m2光地。

3. 本表只接受EXCEL版电子表格。申请单位可按照上表内容自行制作表格或官网下载。请将文件名更改为公司名称，以方便点对点服务。

参展人员登记表

附表 1附表	9
递交截止日期：2019年8月16日

参  展  商：        

展  位  号：                                 

展出面积 ：              个标摊                 m2光地

联  系  人 ：                                                     

电        话：                               

传        真：

参
展
人
员
登
记
表



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W1-W3     闫    雪          E3-E4     薛雨晴   

座机：86-10-8941 4335        座机：86-10-8941 4313 

邮箱：vika.yan@cn.pico.com      邮箱：yuqing.xue@cn.pico.com 

W4-W5     周碧莹          E5-E6     张绍博

座机：86-10-8941 4349        座机：86-10-8941 4388

邮箱：biying.zhou@cn.pico.com      邮箱：shaobo.zhang@cn.pico.com

E1-E2       庞晓迪          E7            杨    军

座机：86-10-8941 4332        座机：86-10-8941 4312

邮箱：ellan.pang@cn.pico.com      邮箱：picobj.ies28@cn.pico.com

       

传真：86-10-8484 7957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顺兴路3号笔克创意中心

请将附表	10电源、水源、气源租赁价目及申请表

传真或以电子文件形式发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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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水源、气源租赁价目及申请表

					序				号	 			名称及规格	 			人民币（单价） 数				量 	小				计

(SL001)    40瓦日光灯     75.00 

(SL004)    100瓦长臂射灯     110.00 

(SL006)    100瓦短臂射灯     90.00 

(SL021)    300瓦聚光灯    135.00 

   5安培,220伏单相插座 (限用500瓦)    180.00 

   5安培,220伏单相插座 (限用500瓦)(24小时)    270.00 

   三相15A 380V空气开关箱(另收700元押金)    1,400.00 

   三相 30A 380V 空气开关箱(另收700元押金)  2,000.00 

   三相 60A 380V 空气开关箱(另收800元押金)    3,200.00 

   三相 100A 380V 空气开关箱(另收1500元押金)    5,100.00 

   三相 150A 380V 空气开关箱(另收2500元押金)    7,200.00 

   三相 200A 380V 空气开关箱(另收800元押金)    11,600.00 

   三相 250A 380V 空气开关箱(另收8000元押金)    13,000.00 

   三相 300A 380V 空气开关箱(另收8000元押金)    15,600.00 

   互联网接入（无线接入）

   基于光缆的10M宽带，一个公网IP地址    9,000.00 

   基于光缆的20M宽带，一个公网IP地址    14,300.00 

   基于光缆的40M专线，一个公网IP地址    26,000.00   

   基于光缆的60M专线，一个公网IP地址    32,500.00  

   供水和排水系统

   展台用水(上下水连接水管10米,管径:15mm,水压:4kg/c㎡)    3,000.00 

   机器用水(上下水连接水管10米,管径:20mm,水压:4kg/c㎡)    4,600.00 

   洗手盆(PF05)    300.00 

   压缩空气

   ≤排量0.4立方米/分钟,压力8~10kgf/c㎡,10mm管径    4,800.00 

   ≤排量0.9立方米/分钟,压力8~10kgf/c㎡,19mm管径    5,400.00 

   ≥排量1.0立方米/分钟,25mm管径    6,000.00 

注：1. 上述报价不包含电费。

       2. 所有定单在超过截止日期后，将导致30%的加急费，在9月16日后

及展览馆现场收到的定单，则加收50%的加急费。

 3. 所有定单的付款由笔克直接向展商收取。

 4.上述报价将按展馆的最新报价调整。

请将费用汇至：

开户行名称：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渣打银行行号：1011              大额支付码（CNAPS）：671100000013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环球金融中心渣打大厦12层      账       号： 000000501510861739

附表	10
递交截止日期：2019年8月16日

参  展  商：(盖章)          

展  位  号：                                 

展出面积 ：              个标摊                 m2光地

联  系  人 ：                                                     

电        话：                               

传        真：

电
源
、
水
源
、
气
源
租
赁
价
目
及
申
请
表



请将附表	11家具、电器租赁价目及申请表

传真或以电子文件形式发送至
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W1-W3     闫    雪          E3-E4     薛雨晴   

座机：86-10-8941 4335        座机：86-10-8941 4313 

邮箱：vika.yan@cn.pico.com      邮箱：yuqing.xue@cn.pico.com 

W4-W5     周碧莹          E5-E6     张绍博

座机：86-10-8941 4349        座机：86-10-8941 4388

邮箱：biying.zhou@cn.pico.com      邮箱：shaobo.zhang@cn.pico.com

E1-E2       庞晓迪          E7            杨    军

座机：86-10-8941 4332        座机：86-10-8941 4312

邮箱：ellan.pang@cn.pico.com      邮箱：picobj.ies28@cn.pico.com

       

传真：86-10-8484 7957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顺兴路3号笔克创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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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电器租赁价目及申请表

					序				号	 			名称及规格	 			人民币（单价） 数				量 	小				计

PF01    咨询台（1030L×535W×750Hmm）( 带锁柜)    120.00 

PF02    低透明玻璃柜（1030L×535W×1000Hmm）    200.00 

PF03    锁柜(1030L×535W×750H mm)    120.00 

PF04    高透明玻璃展柜(1030L×535W×2170Hmm)（带筒灯）    320.00 

PF07    高展示台(535L×535W×750Hmm)    95.00 

PF08    低展示台(535L×535W×500Hmm)    70.00 

PF12    方桌(650L×650W×750Hmm)    110.00 

PF13    电视录像机架(740L×530W×1000Hmm)    135.00 

P08    盆栽植物    165.00 

P15    围板(1000W×2470Hmm)    135.00    

CC05    黑色扶手椅(570L×440W×455Hmm)    95.00 

CH01    A4目录架(235L×55W×280Hmm)    45.00 

CH02    目录架(970L×50W×280Hmm)    70.00 

EC08    白折椅(450L×400W×455Hmm)    45.00 

ED01    带锁门(950W×1910Hmm)    180.00 

ED02    带锁折叠门(950W×2000Hmm)    150.00 

ED03    门帘(950W×2000Hmm)    70.00 

EE02    冰箱90L（不包括24小时电源插座）    465.00 

EE03    冰箱140L(不包括24小时电源插座)    780.00 

EE04    饮水机（不包括电源插座和水）    265.00 

ES05    吧椅(400D×680Hmm)    85.00 

ES07    立式衣架(1710Hmm)    70.00 

ES08    移动式衣架(1120L×450W×1520Hmm)    85.00 

ES09    挂墙式衣架    45.00 

ES11    拦河柱(带1.5米长链及挂钩)    35.00 

ET06    圆桌(800D×780SHmm)    110.00 

EW01    废纸篓(250L×170W×290Hmm)    18.00 

FS01    层板(平)( 1000L×300Wmm)    55.00 

SS01    层板(斜)( 1000L×300Wmm)    55.00 

   地毯(每平方米)    45.00 

附表	11
递交截止日期：2019年8月26日

参  展  商：(盖章)          

展  位  号：                                 

展出面积 ：              个标摊                 m2光地

联  系  人 ：                                                     

电        话：                               

传        真：

请将费用汇至：

开户行名称：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渣打银行行号：1011              大额支付码（CNAPS）：671100000013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环球金融中心渣打大厦12层      账       号： 000000501510861739

注： 所有定单在超过截止日后，将导致30%的加急费，在展览馆现场收到的定单，则加收50%的加急费。 所有定单的付款由笔克直接向

展商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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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商实名认证表格                 

  公司名称：

  公司地址：

  邮政编码：   公司总机（含区号）：

  施工
  负责人：

  施工负责人手机（绑定用，唯一）

  负责人身份证号码
（二代，18位）

  电子邮件地址
（绑定用，唯一）：

  现场负责人：   现场负责人手机：

  安全负责人：   安全负责人手机：

  请以正楷抄写以下文字至划线处：

  我已了解安全承诺书内容。我承诺，将严格遵守安全承诺书上各项规定。因由我负责申请证件的施工人员的施工质量、消防及安全问题引起的

  一切后果，我和我公司承担由此而引发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公司公章加盖处：                                                                                施工负责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回       执  

公司名称：                                                        施工负责人：                               手机：

                                                                                   （以下部分由SNIEC填写）

SNIEC盖章处：                                                                                                      SNIEC执行人：

                                                                                                                                          日期：      年       月       日

附表	12-1
递交截止日期：2019年8月9日

备注：请携带此表前往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办理搭建商实名认证，具体流程请查看第16页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搭建商施工证办理流程。

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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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																					

委托公司名称： 　 

所在地址： 　 

委托人姓名： 　                                                                    职       务： 　 

身份证（护照）号码：

受托人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地址： 　

电话： 　 

现委托受托人为我公司至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进行实名认证的申请人，委托权限如下：

1、签署、提交、签收实名认证及现场领取施工人员证件时所需的表格和其他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实名认证表格》、《施工人员通行证申请清单》、《搭建商安全承诺书》、《运输商安全承诺书》。

2、办理施工人员证件申请、挂失、补办、换卡等事项；

3、进行其他与实名认证及施工人员证件认领有关的手续；

4、授权有效期限为自签署本文件之日起至上述事项涉及的展会撤展完毕止。

对于受托人在上述权限范围内所进行的活动、做出的承诺和行为、签署的文件等，委托人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由此

产生的法律后果。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附表	12-2

递交截止日期：2019年8月9日

注：

1.请同时提供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两张）或护照复印件（两张）及受托人身份证原件、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两张）供工作人员备案。

2.请携带此表前往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办理搭建商实名认证，具体流程请查看第16页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搭建商施工证办理流程。

授
权
委
托
书

                     



请将附表	12-3搭建单位备案表

传真或以电子文件形式发送至
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W1-W3     闫    雪          E3-E4     薛雨晴   

座机：86-10-8941 4335        座机：86-10-8941 4313 

邮箱：vika.yan@cn.pico.com      邮箱：yuqing.xue@cn.pico.com 

W4-W5     周碧莹          E5-E6     张绍博

座机：86-10-8941 4349        座机：86-10-8941 4388

邮箱：biying.zhou@cn.pico.com      邮箱：shaobo.zhang@cn.pico.com

E1-E2       庞晓迪          E7            杨    军

座机：86-10-8941 4332        座机：86-10-8941 4312

邮箱：ellan.pang@cn.pico.com      邮箱：picobj.ies28@cn.pico.com

       

传真：86-10-8484 7957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顺兴路3号笔克创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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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建单位
  名       称

  中文

  英文

  地        址  

  中文

  英文

  电        话   传  真

  联  系  人    手  机

  法        人   手  机

  电子信箱

  网        址

搭建单位备案表

参  展  商：(盖章)          

展  位  号：                                 

展出面积：                                          m2光地

电子邮箱：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注：1.如未附有搭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人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本表将视为无效。

2.为了防止没有搭建资质的单位或个人进入展馆，展会将对搭建单位备案，没有备案的搭建单位将不售施工证，并不准进场。

附表	12-3

递交截止日期：2019年8月9日

搭
建
单
位
备
案
表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电话：86-21-2890 6666

传真：86-21-28906 777              

邮箱：info@sniec.net

请将附表	12-4搭建单位备案表

传真或以电子文件形式发送至

请将附表	12-4搭建单位备案表

传真或以电子文件形式发送至

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W1-W3     闫    雪          E3-E4     薛雨晴   

座机：86-10-8941 4335        座机：86-10-8941 4313 

邮箱：vika.yan@cn.pico.com      邮箱：yuqing.xue@cn.pico.com 

W4-W5     周碧莹          E5-E6     张绍博

座机：86-10-8941 4349        座机：86-10-8941 4388

邮箱：biying.zhou@cn.pico.com      邮箱：shaobo.zhang@cn.pico.com

E1-E2       庞晓迪          E7            杨    军

座机：86-10-8941 4332        座机：86-10-8941 4312

邮箱：ellan.pang@cn.pico.com      邮箱：picobj.ies28@cn.pico.com

       

传真：86-10-8484 7957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顺兴路3号笔克创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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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心）的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施工安全，维护中心宁静、安全和环境整洁，本

施工单位在中心展馆内进行装修或搭、撤建工作时，承诺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一、认真贯彻国家、上海市和上级劳动保护、安全生产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安全生产、消防工作的方针、政策，严格

                执行有关劳动保护法规、条例、规定。

        二、负责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培训教育，施工人员要持有上岗证，进场施工时必须带安全帽，在2米以上高度作

                业时必须系安全带。要督促施工人员遵守施工安全操作规程，按照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和消防措施。要指派

                现场安全负责人，负责日常的安全检查、监督工作，并佩戴明显的标识。

        三、严格按照中心关于展厅内外的各项操作和使用规定作业，自觉服从中心有关工作人员对装修过程的检查和监督。

        四、施工期间严格遵守中心的各项安全、防火管理制度，如有违反愿意承担全部责任以及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五、高空作业时，施工人员需具备登高作业许可证或相应的资格证书，并有安全措施。如发生问题，施工单位将承担

                一切责任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六、施工期间应保持展厅内建筑、结构、设施设备、配件的清洁、完好。如有损坏或污染，将参照中心的《建筑、结构

                      损坏赔偿报价表》和《设施设备、配件损坏赔偿报价表》照价赔偿。

        七、严格执行防火、防爆制度。展厅内禁止吸烟。严禁将易燃、易爆物品（如油漆、香蕉水、二钾苯等）带进场馆，

                严禁在展厅内动用明火、使用电炉和焊接。

        八、严禁在消防通道内堆放物品，确保馆内消防通道、安全通道及公共走道的畅通。

        九、在施工过程中，严禁出现影响建筑结构和使用安全的行为。

        十、禁止施工人员私自承接与本展位搭建无关的工作及擅自在场内揽活。

        十一、禁止将展位搭建或拆除工作转包给私人、个体或无法人资格及相关资质的单位实施施工。

        十二、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装修材料和设施。

        如有违反以上规定的行为，本施工单位愿意接受中心、主办单位、场馆保安的处理，并承担全部责任。

展位号码及名称：

施工单位签章：                                       

责任人签字：                          年           月          日

搭建单位安全承诺书	

附表	12-4

递交截止日期：2019年8月9日

搭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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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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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
书
	



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展览中心

联 系  人：牟迎华

官 方 QQ:  800111540

邮　　箱：myh@cisma.com.cn       

电　　话：86-10-65242231

传　　真：86-10-65135820

所有吊点现场确认最终数目后现场缴费，收款信息如下：

开户单位：中国缝制机械协会                        

账       号：319456029945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现代城支行 

地       址：北京市

请将附表	13馆内悬挂点申请表

传真或以电子文件形式发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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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内悬挂点申请表

		项目 		规格 		人民币(单价) 		数		量 		小		计

  结构悬挂点   每个点承重小于200kg   2200元/个/展期

  室内空中广告发布及悬挂
  ≤5m2   1800元/面

  >5 m2   300元/m2

1.悬挂点所使用葫芦袋需缴纳100人民币/个的押金。

2.结构悬挂点与室内广告发布及悬挂的费用，经计算后取最高值，如悬挂点费用大于广告收费，则按悬挂点的费用收取。

3.室内空中广告发布及悬挂费用，即使是单面广告，也将按照双面的费用收取，即3600元。

4.结构悬挂点与室内空中广告发布及悬挂的区别鉴定：任何悬挂在空中或发布于地面的旗帜、条幅、指示牌、信息板或地毯贴面等内容，如包含

展商公司名称、LOGO、展位号，都将按广告发布费收取费用。

5.所有悬挂点需满足展馆的技术要求，并由展馆工程师见实物后确定悬挂点数量；结构悬挂点现场安装完毕等待吊装时，需经展馆工程师确定，

付费完毕后实施，悬挂物体须由搭建单位自行安装。施工顺序应服从展馆安排。 

6.结构悬挂点单体结构重量小于1000公斤；每个悬挂点的承重小于200公斤(其中低横梁上的每个悬挂点承重≤200公斤，高横梁上的每个悬挂

点承重≤100公斤)。 

7.悬挂点不得作设备的起重吊装用途，也不能用于任何活动物体，不做起重和结构加固用。

8.一切悬挂点只能垂直安装，如果在展馆悬挂点垂直位置外需要安装悬挂物体，由展商自行设计过渡悬挂装置，并事先向展馆方申报，经审核核

准后方能申请悬挂点。

9.需要悬挂的物体必须是牢固可靠的金属结构组成，纯木结构不得悬挂。如影响展馆结构或设施设备安全的，一律不接受悬挂点申请。

10.悬挂点必须位于展位垂直内侧1米以内。悬挂结构的上沿口离地面不得超过9米；下沿口离地不得低于2.5米。

11.悬挂点现场增加需要加收50%的费用。

12.悬挂点需提前申请，现场由专业工程师确认悬挂点数量及费用后，交清费用，方可入场施工。

附表	13

递交截止日期：2019年8月16日

参  展  商：(盖章)          

展  位  号：                                 

展出面积 ：              个标摊                 m2光地

联  系  人 ：                                                     

电        话：                               

传        真：

馆
内
悬
挂
点
申
请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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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门及其它组 设施部吊点组 搭建(参展)负责人

搭
建

展
期

撤
展

现场吊点数量确认现场组

保留葫芦袋押金
单－四联单黄单，
并开具工作任务单

客服中心

客服中心

现场组

仓   库

仓   库

施   工

结   束   

开   始

布展最后一天下午，吊
点组人员到现场项目组
收取所有吊点葫芦袋押
金单－四联单黄单

核对所开的葫芦袋押金
单与吊点实际所做的葫
芦数量，记录数量有变
化的展位

撤展时 , 放下葫芦链条 ,
根据押金单上所交葫芦
袋数量 , 将葫芦袋交给
展台负责人

展台负责人将葫
芦袋归还给仓库

开展第一天 , 吊点组将
经过实际确认的葫芦袋
押金单-黄单交至仓库

根据开具葫芦袋押金的展位收
复链条(按照实际使用的葫芦数
量收起 ),并在工作任务单上请
展商确认葫芦袋数量留存备案

仓库核根据葫芦袋押金单 -
四联单黄单对确认葫芦袋收
回数量 , 确认无误后 , 在展台
负责人葫芦袋押金单 -蓝单
上盖章确认

前往客服中心，办理吊点手续 , 开具
葫芦袋押金四联单，（根据葫芦袋使
用数量财务收取押金 )，其中，吊点
葫芦袋押金单－四联单蓝单由展台负
责人保存

展台负责人

展台负责人凭盖章的
葫芦袋押金单 -四联
单蓝单办理押金退还
手续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吊点葫芦袋借用及归还操作流程



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W1-W3     闫    雪          E3-E4     薛雨晴   

座机：86-10-8941 4335        座机：86-10-8941 4313 

邮箱：vika.yan@cn.pico.com      邮箱：yuqing.xue@cn.pico.com 

W4-W5     周碧莹          E5-E6     张绍博

座机：86-10-8941 4349        座机：86-10-8941 4388

邮箱：biying.zhou@cn.pico.com      邮箱：shaobo.zhang@cn.pico.com

E1-E2       庞晓迪          E7            杨    军

座机：86-10-8941 4332        座机：86-10-8941 4312

邮箱：ellan.pang@cn.pico.com      邮箱：picobj.ies28@cn.pico.com

       

传真：86-10-8484 7957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顺兴路3号笔克创意中心

请将附表	14特装展位超高超限图纸审批表

传真或以电子文件形式发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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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位超高超限图纸审批表

展台搭建设计图纸审查的规定

委托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审核提供的图纸：

a.展台整体效果图（正，两侧面），一式四份     b.平面图，一式四份

c.结构图，一式四份          d.展台规划说明书及搭建材料技术数据，一式四份

e.正立面图，一式四份         f.剖面图，一式四份

g.侧立面图，一式四份

 

注意：1.图纸审核统一由大会主搭建商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进行审核。展商展位分配完成后，笔克公司会发给展商审图平台的地址、用户

   名、密码，展商可按照网页提示上传图纸，进行审核，审核成功后将一式四份的图纸原件加盖公章，快递至笔克公司。如搭建超高超限

   展位，请填写本表并缴纳30元/平米的审图费用。

2.所有室内超高展台或封顶超50%的展台搭建设计图纸未经审核的参展单位，主办单位和展馆及相关审图单位有权禁止该单位在展馆范

   围内施工。

递交截止日期：2019年8月16日

所用于展台部位：

名称/型号：

所用于展台部位：

名称/型号：

展台总面积： 主体材质： 材料型号：

根据表后所列条件，我公司申请在展览会期间搭建下列设施（搭建材料的简短描述）。

其余材料明细：

公司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展台施工单位：

附表	14

请将费用汇至：

开户行名称：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渣打银行行号：1011              大额支付码（CNAPS）:671100000013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环球金融中心渣打大厦12层      账号： 000000501510861739

特
装
展
位
超
高
超
限
图
纸
审
批
表

参  展  商：(盖章)          

展  位  号：                                 

展出面积：                                          m2光地

电子邮箱：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W1-W3     闫    雪          E3-E4     薛雨晴   

座机：86-10-8941 4335        座机：86-10-8941 4313 

邮箱：vika.yan@cn.pico.com      邮箱：yuqing.xue@cn.pico.com 

W4-W5     周碧莹          E5-E6     张绍博

座机：86-10-8941 4349        座机：86-10-8941 4388

邮箱：biying.zhou@cn.pico.com      邮箱：shaobo.zhang@cn.pico.com

E1-E2       庞晓迪          E7            杨    军

座机：86-10-8941 4332        座机：86-10-8941 4312

邮箱：ellan.pang@cn.pico.com      邮箱：picobj.ies28@cn.pico.com

       

传真：86-10-8484 7957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顺兴路3号笔克创意中心

请将附表	15特装展位退押金信息表

传真或以电子文件形式发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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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位退押金信息表

附表	15
递交截止日期：2019年9月6日

以下为退还押金准确信息，如因填写不当，造成无法及时退还押金或产生额外费用，后果由本公司承担。

注:  退还施工押金时，将直接退还给支付方账户，不转退第三方。 

退押金申请表

订单信息

展位号:

订单号:

押金金额:

退押金信息

公司全称:

银行全称:

账号: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手机号:

负责人签字:  公司盖章:

日   期:                 日    期:

请将费用汇至：

开户行名称：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渣打银行行号：1011              大额支付码（CNAPS）： 671100000013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环球金融中心渣打大厦12层      账       号： 000000501510861739

退
押
金
信
息
表

参  展  商：(盖章)          

展  位  号：                                 

展出面积：                                          m2光地

电子邮箱：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高靖（W1-W5）、李一鑫(E1-E7)

电话：86-21-2890 6226-15 

传真：86-21-2890 6223 

邮箱：Jing-J.Gao@dbschenker.com

          ash.li@dbschenker.com

地址：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W2B3  

邮编：201204

请将附表	16运输委托书

传真或以电子文件形式发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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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委托书

箱号 包装式样 展品名称 长x宽x高（cm） 体积 重量（kg） 特殊注意事项

（不够请另行附页）总计：                      件，                        立方米，                                公斤。

我司将安排以下货物参加本次展览会，需提供现场装/卸车和就位等服务（不含组装）：

我司的参展货物将以下列方式运到上海（请在以下A/B/C三种运输方式上打“√”并填写）：

a. □货车    b. □铁路     c. □空运    d. □自己安排运至展馆门口

货运单证：___________________    预抵上海日期：____月____日。 请贵司安排接货。

我委托之货运公司在上海联系方式为：

地址：上海市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

本单位之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将于______月______日到达现场指导开箱和展品就位工作。

我司同意本展会规定的费率，将以下述方式支付贵司相关费用(请在以下支付方式上打“√”)：

□在布展前将进出馆所有费用一次结清，电汇至贵司帐户；

□在布展期间将进出馆所有费用一次结清，现金交纳给贵司现场工作人员。

公司/业务签章（请保留该份表格复印件存档）

附表	16
递交截止日期：2019年9月5日

参  展  商：(盖章)          

展  位  号：                                 

展出面积 ：              个标摊                 m2光地

联  系  人 ：                                                     

电        话：                               

传        真：

运
输
委
托
书





智慧缝制工厂技术与解决方案
Smart Sewing Factory Technologies an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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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hanghai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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