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5-7/May.5-7.2017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厦门）渔业博览会
2017厦门国际水产养殖展览会

Xiamen Int'l Conference & Exhibition Center

感谢贵单位应邀参加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厦门）渔业博览会。我们希望本手册所包含的信息能帮助贵单位
顺利地完成各项准备工作。为确保贵单位的利益，敬请您仔细阅读本手册，并按照其要求填写有关表格，在截
止日期前传真给我们，它将帮助您作好参展准备。
如果您对本手册内提供的服务有任何疑问，敬请与渔博会办公室联系。对您的任何要求，我们会尽可能提
供帮助和指导以满足要求。

博览会概况

一、博览会日程安排和地点
报到布展：2017 年5 月3日

08：30-17：00

星期三

2017年 5月4 日

08：30-17：00

星期四

展示交易：2017 年5 月5日

09：30-16：30

星期五

2017年5 月6日

09：00-16：30

星期六

2017 年5 月7 日

09：00-14：00

星期日

闭幕撤展：2017 年5 月7日

14：00-16：00

星期日

展会地点：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会展路 198 号)

二、展商注册
展商于 2017 年 5 月 3-4 日进馆时，在展馆入口处凭 参展报到证 登记注册，并领取参展证后方可进入
展馆。

三、展台搭建
组织单位负责展馆的总体设计和效果，各展商自己展位内部装饰（包括展品陈列、图片、文字说明等）均
由参展商自行设计安排.
自行设计安排。
1、标准展位：标准展位规格为 3m×3m，
包括三面白色围板，公司名称楣板、洽谈桌一张、
椅子两把、射灯两盏、
5 安培/220 伏特电源插座一个（特殊用电
请事先说明，展览馆另行收费）。
2、空场地与搭建装修：光地（空场地）不包括上

述标准展位内的基本设施。参展商可选
择组织单位指定的展台搭建公司，也可
选择其他搭建公司对展位进行特殊装修（特殊装修的搭建高度不能超过 5 米），展商在展台装修过程中须遵守
主办单位以及政府各项搭建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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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管理费：国际 4 美元 / m / 展期
2

国内 20 元 / m / 展期，在办理手续时，向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现场展厅服务台缴纳。

四、展商须知
请于官网www.fishexpo.cn下载参展商须知

五、展品运输

国内运输代理：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地

址：厦门市思明区会展路 198 号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邮编：361008

电

话：0592-5959233

传

真：0592-5959239

联 系 人：巫鹏举
收货人：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联系人：巫鹏举 13906036498
联系电话：0592-5959233
运输要求：外包装唛头“第12届中国国际（厦门）渔业博览会”.
标注：“展商名称”、“展厅及展位号”
服务项目及费用（联系人：巫鹏举13906036498 联系电话：0592-5959233）：
展品运输
参展单位自运展品货车进岛，请按照“交通线路示意图”中建议的红色线路（最佳行驶路线）行驶抵达展
馆。
厦门大桥进岛路线（由厦门大桥进岛—嘉禾路－机场路—环岛路－展馆）
海沧大桥进岛路线（由海沧大桥进岛－仙岳路－金尚路－莲前路－展馆）
备注：厦门岛内市中心路段每日 7:00-9:00和 17:00-20:00 禁止货车通行
一切与展品运输有关事宜，请联系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双联达会展服务公司。
----联系电话：0592－5959233 5959234 联系人：巫鹏举 13906036498 ------

六、接待酒店
厦门华林酒店★★★
厦门星程精品会展中心酒店

准★★★★

厦门光大商务酒店★★★★
厦门牡丹大酒店★★★★★

七、重要提示
参展商必须在 2017 年 4 月 10 日前缴清全部参展费用，逾期未付者，渔博会办公室视其为自动放弃参展资
格，而不予安排展位和布置。
户

名：厦门市中展世纪商务展览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厦门宏业支行
账

号：40350

001

040

008

322

八、办理特装展台施工手续
一、各专业馆(展区)的布展原则上根椐展馆整体布展规划和要求提出意见和方案，展馆整体布展由会展中
心进行规划并实施。
二、布展注意事项：
1、所有布展必须符合《展厅防火规定》的要求。展台搭建，建议选择由组委会推荐的特装服务公司。
2、重点展区和普通特装布展单位未经会展中心确认，进场时不得带展具进馆布展，撤馆时不能带展具出馆。
3、对大会统一搭建的摊位和配置的展具，不得擅自拆装改动，严禁锯裁展馆铝材、夹板或在展板上油漆、
打钉、开洞、大面积裱背。
4、参展企业在所属摊位内进行布展，展品陈列要做到主次分明，突出精品，陈设有序。
三、楣板制作与修改：
1、各展区摊位楣板文字(参展单位名称)的原始资料来自参展企业的备案表。楣板文字经组委会汇总、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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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制作，参展单位未经组委会批准，不得擅自更改。如因楣板制作错误或由于特装需要，确需修改或
重新制作的，可以按以下程序申请修改或重制：
2、向组委会提出申请，由组委会审核并开具证明，非组委会开具的证明无效。楣板原始资料正确，制作过
程发生错误的，修改不另收费用；非因制作失误，修改以及重制楣板，需收取文字制作费。

九、展馆安全消防规定
1、 参展人员必须佩戴由组委会统一发放的各阶段证件，凭证进馆，无证不得进入。
2、 参展单位负责人是各自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应履行《消防法》规定的消防安全职责，对各自展位的
消防安全负责。
3、 展位布展方案、装修使用材料应报组委会审定，并严格按审定的要求施工。
4、 参展单位人员应了解展厅疏散路线、室内消防栓、灭火器和手动报警器的位置。
5、 布展应确保展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不得遮挡疏散指示标志、室内消防栓、手动报警器等消防
设施，严禁在防火卷帘门下堆放物品。
6、 展厅内严禁吸烟，禁止使用明火或电热器具，严禁携带危险品进入展厅。布展时确须动火的，应报展馆
批准，在采取相应措施后方可施行动火作业。
7、 展览馆内严禁使用明火和汽油、酒精、稀料等易挥发溶剂进行清洗作业。
8、 布展材料请选用非燃或阻燃性材料，如使用木材应预先在展馆外涂刷两遍以上防火涂料。照明装置及电
热元件应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
9、 各展台在场馆遗弃的包装材料要及时清除，馆内禁止设置仓库及储藏室。
10、运送展品的车辆必须按指定地点停放，听从管理人员的疏导和管理。
11、展览会期间散发的资料，不得有反华内容，散发纪念品、资料要有秩序的进行，不得影响观众参观，
不得影响周围展台和展馆的正常秩序。
12、携带物品出馆时，必须持展览会统一规定的携物证件，经门卫检查后方可带出。
13、参展单位应落实消防安全巡查工作，及时发现并消除火灾隐患。
14、发现火灾应立即组织扑救，启动手动报警器报警，并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
15、参展人员要按时进入展区，开展时展台内必须有人，清馆时待清场工作人员到达本展区时展台工作人
员方可离馆，否则丢失物品自负。
16、参展人员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法规，自觉维护展场内的安全秩序。为使展览会顺利进行，确保大会圆满
成功，请各展台人员认真执行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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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执表 1
★ 会刊免费文字介绍
参展商在展览会会刊中享有一段免费文字介绍，敬请用电脑输入妥当后用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给渔博会
办公室（E-mail：sinoshow@vip.163.com）。截止日期：2017年4 月15 日。
单位名称（中文）：
单位名称（英文）：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网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址：

电子信箱：

公司简介或产品资料
英文（不超过 300 个单词）：

中文（不超过 300 字）：

温馨提示：为避免发生错误，敬请将以上内容用电脑输入妥当后用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给渔博会办公室。
电话：（＋86）0592－5078295 5078149

E-mail：sinoshow@vip.163.com 联系人 蔡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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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执表 2
★ 展位楣板标准内容

凡选择标准展台的参展商，组织单位将免费将贵单位的中英文名称制作在展台楣板上，以便观众查询。敬
请您完整而清晰地填写以下表格，在截止日期前传真或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给渔博会办公室。
截止日期：2017 年4月15日。
敬请将楣板内容清晰地填写在下表中：

楣板中文文字：

楣板英文文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字数不得超过 20 字；
2、对楣板有特殊制作要求的，请将具体要求附后一并传真；
3、对展台布置有特殊要求的展商，请将要求填写在下方，渔博会办公室将尽量满足您的要求。
4、如不需要主办单位配备楣板字或四周展板，需提前告知主办单位，现场拆除需向搭建单位交纳相关费用。
展台布置特殊要求：

参展单位：
电

话：

传真：

联系人：

提示：如有不尽之处，敬请与渔博会办公室联系。
电话：（＋86）0592－5078295 5078149

联系人 蔡美玉

传真：（＋86）0592－3984166 E-mail：sinoshow@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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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执表 3
接待酒店
厦门华林酒店 ★★★
地址：厦门市前村埔路 88 号

距离 930 米。

房型

门市价

组委会优惠价

1 号标准房

598 元/天

318 元/天

含早餐

单人间

598 元/天

318 元/天

含早餐

2 号标准房

598 元/天

328 元/天

含早餐

(注：1.房价已含服务费， 4%的政府价格调节基金。)
厦门牡丹大酒店 ★★★★★
地址：厦门市思明取莲前西路 568 号
西林云顶站←→会展中心站：乘坐 109（或 755、30A/B、36 路）公交车。距离 4.8 公里。









房型

门市价

组委会优惠价

备注

商务标准房

1668 元/天

628 元/天

含早餐

行政标准房

2288 元/天

818 元/天

含早餐

商务套房

2365 元/天

900 元/天

含早餐

行政套房

2928 元/天

1350 元/天

含早餐

注：
以上房价均包含双份自助早餐，在一楼奥兰朵咖啡厅使用，如需额外自助早餐每位人民币 108 元净价。
以上价格针对此次会议已免 15%服务费。
房间内提供免费的 WIFI 宽频上网服务
房间内提供免费市话及国内长途服务
免费本地报纸
免费直饮水设施
免费使用健身房及室内恒温游泳池

代表姓名

性别

预定酒店名称

住房间数

入住日期

接待酒店入住回执（截止日期：2016 年 5 月 10 日）

离店日期

参展单位：
电

话：

传真：

联系人：

说明：入住单位只有在填写本表并回传至渔博会办公室才能享受指定酒店优惠价格。
入住时，入住单位请说明是参加“中展世纪渔业博览会”的，前台小姐即会按组委会指定要求接待

提示：如有不尽之处，敬请与渔博会办公室联系。 联系人：苏欣雨
电话：（＋86）0592－5078295 3984166 传真：（＋86）0592－5078149

渔博会办公室（承办单位） 厦门市中展世纪商务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 厦门市嘉禾路 327 号太平洋广场南楼 22B 邮编：（361012）
电话:0592-5078295

3984166

传真:0592-5078149

3984166

参展咨询：13720887447 蔡美玉
参观咨询：15511492249 赵大雅
特装搭建：15960846782 曹辉
冰柜租赁：15960846782 曹辉
酒店住宿：13950150834 苏欣雨
E-mail: sinoshow@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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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sinoshow@vip.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