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北京世界食品博览会
2018 年 11 月
尊敬的参展商：
2018 北京世界食品博览会
布展须知
再次感谢贵公司参加于 11 月 21-23 日（星期三至星期五）在国家会议中心 E1-E3 馆举办的 2018 北京世界食品博览
会。
我们希望借此机会向贵公司通报一些新的重要信息，包括《展商手册》的部分信息，以便贵司能够顺利进场并完成
布展工作。
欠款
所有欠款须在进场前结清。
展商报到
光地展商请于 11 月 19 日（星期一）10:00-17:00 到国家会议中心序厅 E2 号馆门口参展商报到处领取贵公司的展商胸
卡和报到资料，标准展位展商请于 11 月 20 日（星期二）9:00-17:00 到上述展商报到处领取胸卡。领取胸卡时，请出
示您的名片或展位确认书。请注意在展览期间主办单位将不再分发展商胸卡，因此请务必在布展期规定的时间内领
取胸卡，现场不提供额外胸卡的申请服务。如您尚未提交标准展位楣板信息，请于 11 月 9 日前联系主场搭建商提
交，逾期我们将使用您报名表上的报名企业信息制作展位楣板字。
光地展位搭建商的报到
所有光地展商或其指定的搭建商须在 11 月 8 日之前向主场搭建商北京华毅司马展览服务有限公司申报设计图、水电
气等，并结算相关费用。
北京华毅司马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86-10-65568330*118/244
传真：+86-10-65568331
电邮：anufood@syma.com.cn
联系人：武淼 女士 / 高亮 先生
请于 11 月 16 日前向主场搭建商北京华毅司马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支付施工管理费、施工清洁押金和施工证费用。
施工管理费：人民币 30 元/平方米。
施工证： 人民币 50 元/个，无押金，不需退回。搭建商须佩戴施工证方能在布展期入场搭建。
施工清洁押金：
展位面积
小于或等于 100 平米

押金金额
RMB 20,000

100-200 平米

RMB 30,000

201-300 平米

RMB 40,000

300 平米以上

RMB 50,000

*垃圾处理押金仅以现金或公司电汇的形式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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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会后，若主办单位确认参展商展位中的垃圾已清理干净、并且展位没有任何损坏（包括对地面和展馆设施的损
坏），搭建过程中没有违反相关管理规定，则施工清洁押金将被全额退还。
车辆入场流程
入场搭建车辆须在主场搭建商北京华毅司马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处办理施工车证。请查看后附的车辆入场示意图。
搭建车辆通行证：人民币 100 元/车次（限 2 小时）

布展日期与时间
对象
展商指定的搭建商
展品进场及展位布置
（适用于标准展位展商）

日期

时间

2018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一

08：30 – 17：30

2018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二

08：30 – 21：30

2018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二

08：30 – 21：30

布展期最后一天（11 月 20 日）闭馆时间为晚上 21：30，为了保障参展商的展位布置和展品安全，请参展商务必在
闭馆之前保留一名工作人员在展位上。
撤展日期与时间
对象

日期

时间

展品运出及展位拆除

2018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

16：00 –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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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将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 16:00 结束。考虑到现场观众的人身安全，参展商不得在下午 16:00 点之前
撤展。
布展期加班费
参展商如需加班，须在当日下午 15:00 以前向 E1 号馆入口处的主场搭建商申请并支付加班费。费用标准如下：
A. 晚上 17：30 - 晚上 24：00（最少 1 个小时）

人民币 3500.00 元/小时/展台

B. 晚上 24：00 - 早上 08：00（最少 1 个小时）

人民币 6500.00 元/小时/展台

C. 11 月 20 日晚加班不得超过 24:00
展位搭建结构/设施
请注意所有展位搭建结构/设施的高度都不得超过 4.5 米。任何特殊设计都须得到主办单位的批准。每个特装展台必
须独立使用自己的展板，不得使用隔壁展台的展板。如某一展板高出后面的展板，必须用白色防火材料覆盖住该展
板的背面。
重型/大型展品
任何重型/大型展品的入场都不得使用展商自身的机械运输设备（如起重机、吊车、叉车、起重吊车、手推车等）运
至展位。参展商须与主办单位指定的主场运输商来协调安排，将展品运至展位。在展品进场方面，请及时与主场搭
建商和主场运输商协调完成。请在展位完成搭建前，先将重型/大型展品运至展位。
北京外运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86-10-64671724
传真：+86-10-64677828
电邮：bjchxi@163.com
联系人：陈曦 先生 138 1008 7220
参展商餐饮
请注意所有参展商不得将从国家会议中心以外购买的盒饭及快餐带入展馆内食用。展馆展区 2 层设有自助餐饮区。
现场环境卫生
现场烹饪产生的厨余残渣及废油等请投入指定垃圾桶，不得在卫生间内清洗厨具，不得向馆内厕所倾倒残渣废油，
一经发现罚款人民币 5000 元。
大功率用电设备及 24 小时电源
标摊展商如设备用电总功率超过 500W 或使用需要 24 小时制冷的制冷设备，请务必提前联系主场搭建商增订额外电
力或 24 小时电源，否则会因为电力供应问题给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烹饪及试吃
主办单位允许参展企业提供少量的试吃样品供客户品尝，但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售卖活动在展位内进行。现场禁止明
火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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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管理
现场食品加工过程中如需使用刀具，请您提前通过展商系统进行报备，或在搭建期前往展商服务处办理实名登记。
刀具仅可在搭建期内携带入展馆后在展位内由专人妥善保管，展览期间禁止携带任何刀具进出展馆！
其他重要规定
我们提醒您再次通读随附的《北京世界食品博览会现场规章制度》中的各项条款并遵守其中的规定。
联系人
若您在展会现场遇到任何困难，请随时联系位于 E3 馆门口的主办方办公室。
展会运营团队
常

铖 先生：186 1259 7591

蔡俊明 先生：137 2671 7021
期待与您在 2018 北京世界食品博览会现场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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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制度
录像播放，音频视频及产品展示
所有在展览期间播放的影片、录像带及幻灯片，必须预先取得有关单位的认可及批准。
参展商可以自己准备音频视频设备，或是向主办单位指定的主场搭建商租用。在使用过程中，音频视频设
备的声音不能超过 70 分贝，我们将对每个展馆进行分贝测量。为了不影响到其他的参展商和观众，主办单
位有权制止对展览会造成不良影响的任何音频视频节目。
所有喇叭或扩音设备需向内放置，不得对着对面或相邻的展台。
噪音太大容易引起其他参展商的反感，播放时间只允许在主办单位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同时主办单位保留
在任何时间制止任何展示的权利。
一般清洁
主办单位负责展区的一般清洁工作。包括清洁地毯、地面，早晨、晚上展览前后的垃圾清除，此项服务不
包括清洁展品和展示品。
参展商有责任时刻保持所在展台的清洁整齐。主办单位有权清除在馆内任何任意摆放的物品。清除工作所
产生的费用将由展商自行承担。
垃圾及清除
展会开幕前以及展会期间，主办单位每天会负责安排标准展位的总体清洁工作。光地展位的参展商须自行
安排展位的日常清洁。各展台搭建商应负责布展期间自身所有废弃搭建材料的处理。
展会结束后，参展商和搭建商需将展位内的所有物料/搭建材料带离展馆，任何遗弃在展位内物品将视作垃
圾被处理。所有清理该遗留物品/材料而产生的劳务费和运输费将由参展商或其搭建商承担。
工业气体和防火措施
因展品的特殊性质，某些参展商需要采取特定的防火措施。这种情况下，参展商需要自行安排。
未经主办单位事先书面许可，参展商不得将任何危险物品和设备，例如：毒气、燃料、煤油、有毒物品、
易燃物品或使用这些易燃物品的煤气和电炉等带进展馆或使用这些物品。即使在得到许可的情况下，参展
商在任何时候都要采取足够的防火措施。参展商不许进行任何容易引起火灾的活动。
展台承建商和参展商必须采取所有措施避免火灾发生。场馆将现场检查防火设施。
任何时候不得在展馆和会议室内吸烟。
保险与责任
主办单位将参加一般保险。但每一参展商在展览期间须给自己的展品加入一份保险。
所有参展商必须自付费用参加“全险”，范围包括展品从本国运到展台，整个展览会期间及展品运回本国。
参展商须确认其临时员工、雇员、代理人、承包商等均投以足够保险。主办单位强烈提醒各展商，应将其
展位的搭建工人和雇请工作人员纳入保险的被保人范围内。
光地展商同搭建商签署展位搭建合同前，必须检查搭建商的资质和其是否购买了足额的展会保险，以规避
您在参展中可能遭遇的风险。
参展商有责任保证不损坏或丢失从指定承包商和供应商处租用的物品。
展商应为他人在其展位内所受到的财产及人员伤害负责，因此展商须购买公众责任险，同时在展品和商品
进、撤馆/运输和展出期间也应购买展品险，每个展商应购买的公众责任险保额下限为 400 万元人民币，同
时展商必须联系他的保险代理将展品也涵盖在保单里。主办单位对任何展品和个人物品遗失或损坏不负有

责任。同时请根据您展位面积的大小来进行投保。
展台活动
不得在与相邻展台共用背板、展台范围内外作产品宣传或放置宣传标识，如指示牌或横幅等（参考图）。

展台背板

参考图
参展人员不得在本展台界限范围外进行如分发宣传材料等类似的商业活动。
不允许举行影响展览会正常进行的活动，如宣传噱头、抽奖、拍照、音乐表演，使用动画和音响设备等。
不允许进行舞台表演。
主办单位如觉得有必要的话，有权改变所有展台的布局设计。
未经主办单位许可，展览正式开始后，展品不得进入展馆；展览结束前，展品不得撤离展台。如果参展商
想将某个展示品撤离展区，需要事先向主办单位提交书面申请，批准后方可撤离。
参展商必须提前考虑在何种条件下展示自己的设备，必须采取措施保护公共安全。
在运输展品、废物和装修期间，如对建筑、地板、墙面、柱子、主办单位的财产，或其他参展商造成破坏
和损害，参展商及其员工要负全部责任。
禁止在洗手间内清洗油漆桶或类似脏物。
现场制冷设备及机械设备展示演示注意事项
凡携带或使用液态氮或其它低温压缩气体作为冷介媒的制冷设备企业，需提前向主办单位提交书面的申请
并签署《危化品参展安全承诺书》，在未得到主办单位的书面确认前，相关设备将不被允许带入展馆；
展商须在展位内设立独立区域存储相关液冷气体，且存储必须达到《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中的
要求；展商必须设置醒目的“请勿靠近”/“危险”等标识或设立 1 米以上距离的隔离区，以确保观众无法轻易
的接触到相关气体；
相关液冷气体的冷却设备，展商必须安排有危化品操作资质的专人进行看管或演示操作；不得让观众随意
触及或使用；
机械设备运抵展馆后，展商需安排专人对设备进行检查或组装，确保相关设备安全无问题后方可启动。
机械设备用电，需由有相关资质的电工完成连接，所有电线接驳必须规范并确保牢固，以免在设备运转过
程中发生松动造成伤害；所有动力用电电路需安装触电保护装置。
设备连接裸露在外的电缆或输气管，必须用过桥板进行覆盖，以免绊倒他人造成伤害。
参展商应在演示或运转的机械设备周边设置相应的安全距离，提醒观众在安全距离外观看设备演示；并在
醒目位置张贴相关警告标志，告知参观者注意安全。

相关演示设备需有专人进行操作，演示过程中需要有安全专员进行看护；严禁在没有专人安全
危险材料的使用
危险材料
禁用明火和临时气体灯。
禁用爆炸物、汽油、易燃、有毒，和腐蚀性物质。
任何种类的烹饪用刀具。
压力容器
参展商负责安全运输存放所有内含氨气、空压气、氩气、二氧化碳和其他压力物质的压力容器。
不安全的压力容器将被立刻清除。
进入展馆的所有压力容器设备必须遵守相关的安全标准与制度，提供产品合格证书及检验报告。
在进馆前获得主办单位及展馆批准。
用水与排水
烹饪产生的废油汤汁、食物残渣、化学制品、润滑剂、酸、石油等禁止从普通排水管排出。
如需要，可以联系主场搭建商申请安装处理污染物的特殊设施。
禁止在洗手间内清洗油漆桶或类似脏物。
展品介绍与演示
需要在展台内演示其展品的参展商必须遵守：
向主办单位以书面形式提交演示展品的所有详细材料，包括操作说明、易燃材料说明、激光和其他危险品
说明，并在展览会进馆前获得演示批准。
确保操作时，所有机器都配有备安全装置，这些安全装置仅在机器被切断电源时才可以移走。
确保所有展示机器都由参展公司专业人员操作，且与观众保持一定距离，在无上述人员监管情况下机器不
可启动。
必须安全地安装和防护所有展品并将其固定的安全位置，以防滑动。展品在展台内的放置不得对参观商、
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人员造成任何危险或伤害。
必须独立放置启动装置，避免参观商或其他人员在未经许可时操作。
带有毒气体、废气或其它刺激物的展品，不准在展馆内操作。此展品必须通过相关监管部门的批准，才可
以进馆。
展品销售与储存
禁止在展览会上零售展品。一旦发现现货交易，主办单位有权对参展商进行处罚并没收展品。
展会现场没有空余地方供展商贮藏物品，参展商应该提前与其运输代理联系处理好贮藏事宜。
按照安全规定要求，不允许在展台后面和展台之间的过道上堆放货物和包装材料。参展商可以在展台内设
计存放区域，或将物品存放在大会指定展品运输商处。
过道上不许堆放展品和装修材料，以保证交通顺畅。展馆方或主办单位对于任何遗留在通道上的物品将统
一视为垃圾清除。禁止将桌椅摆放在通道上等影响紧急撤离通道的行为。
在展览开始前一天，参展商和装修商必须清除任何非展览物品。（例如：集装箱、包装材料等。）否则，参

展商必须向主办单位支付清除这些物品的费用。
现场试吃
主办单位允许参展企业提供少量的试吃样品供客户品尝，但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售卖活动在展位内进行；
现场试吃：为了尽可能减低交叉污染的风险，试吃必须以客户接触不到他人会吃到的食品为原则，应做到
以下几点：
所有展商提供的试吃食品或样品，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法》/《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的相关规
定，严禁提供不符合相关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物供客商试吃，一经发现将立刻通知并移交相关执法部门处理;
主办单位已尽到相关告知义务,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及经济损失由展商自行承担；
参展商必须提供清洁的区域用以试吃食品加工；所有加工器具必须经过必要的清洁和消毒处理；相关食品
加工人员，必须采取必要的卫生措施（如戴口罩/使用食品加工用手套/戴帽子等），任何患病人员不得参与
试吃食品的加工或派发
试吃食品应放在展商能看见的地方以便监督客户，展商必须提供卫生的餐具供客户试吃使用；
展商应尽量分发试吃的食品，避免客户随意自行取食，以降取食过程中对食物造成污染的可能性
避免提供大份量的试吃食品，所有试吃食品需在短时间内食用完毕；未能及时食用的食物必须废弃处理
展商应设立专用的废弃食物垃圾桶，并告知客户将试吃过程中产生的垃圾丢弃在垃圾桶内
餐饮烹饪
展馆为封闭空间，现场烹饪过程中请务必做到以下几点：
严禁使用明火烹饪，展会现场只允许使用电磁炉/微波炉/烤箱等加热设备；所有加热设备必须有专人操作或
看管，不得让观众随意使用；
现场烹饪区或加热设备必须设置醒目的“请勿靠近”标识或设立 1 米距离的隔离区；以避免观众过于接近烹饪
区造成的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
展会现场设有指定的“餐厨垃圾”回收点，请参展商将烹饪过程中产生的废油/食物残渣倾倒在指定回收点内；
随意倾倒者将面临 5,000 元人民币的罚款，请您务必配合！
保安
主办单位提供 24 小时保安服务。闭馆期间参展商及其员工不得进入展馆。展馆内所有工作人员必须佩戴识
别证件。请到主办单位现场办公室领取参展证和搭建施工证。主办单位在展览期间会尽力确保场馆和展品
安全，但展品遗失或损毁，主办单位概不负责。
布展、撤展期间，参展商须负责自己展品的安全，参展商需确保展台上有工作人员看管展品和贵重物品，
私人物品请自行保管。如有需要，参展商可另外聘请保安人员。
为保证安全，在展览期间不允许展品进出展馆。
所有贵重物品请锁在锁柜内。
展会结束后，请不要将贵重物品留置在展台内。在展览最后一天的 16:00 前将所有物品带走。
如发现任何可疑人物，请立即通知主办单位或场内的保安人员。
所有遗失物品相关问题需到保安办公室投诉。
如您的展品特别贵重，闭馆期间需要特殊保安服务，请至少提前与提出申请。不得自行雇用安保或工作人
员。保安费用如下：

如您的展品非常贵重，需要雇佣保安人员在闭展期间看管，请与主办单位指定的保安公司联系, 请注意参展
商不得从其他安全部门雇佣此类人员。
北京银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李晨女士 13811332501
保安人员服务费 260 元/人/8 小时，不含餐。超时 35 元/小时。
团体参展和国家展团
团体参展或国家展团的组织者必须让所有参展商了解、同意并遵守所有的规章制度。
知识产权保护
科隆展览（中国）有限公司，是组织国际性展览的专业展览公司。我们尊重知识产权所有者的法定权利，
同时也希望参展商对其也同样尊重。为保护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合法权利，并在科隆公司所办展会上妥善解
决因知识产权受侵害而引起的投诉科隆公司参照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特此制定知识产权保护
规定，并将在展览中实施。详见本手册附录。
儿童
本展会为专业展会，只对专业买家和贸易观众开放。未满 18 岁的成年人将谢绝进场参观。主办单位对此有
最终解释权。
突发事件
如有不可预见或没有说明的事情发生，主办单位有最终决定权。
主办单位保留取消、局部修改或推迟展览会时间的权利。
环保
所有与会者都扮演着保护环境的角色，这里有一些方针帮助您的参展更环保，减少用量、重复使用、再利
用。
1. 合理计划您打算分发的资料量 – 印刷和运输材料不要多于你所需要的量。
2. 尽量采用环保或可再生材料。合理计划您的展台设计和装潢，尽量减少木质材料的使用，使用可组装的
材料，以便重复使用。不用塑料包装袋发放材料；摒弃 PVC 材料的广告和标志，使用棉或纸质材料代替。
3. 搭建中不适用有毒、挥发性油漆和胶水，尽量使用 LED 照明灯具；使用可再生的地毯。
4. 将包装材料和纸箱的使用量控制到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