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

全国农业机械及零部件展览会

特装管理办法
主场运营服务项目

主办单位：

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

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

主场运营商：

北京国机联创广告有限公司

特别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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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参加 2021 中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

《特装管理办法》是您参加本次展会、搭建特装展台的重要指南，请您认真阅读并严格

遵守本办法。请务必遵守国家、地方政府、主办单位、主场运营商和展馆制定的相关法律法

规、管理规定等，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管理，确保施工的安全和质量，对因违反前述规定而产

生的安全事故承担全部责任。主办单位及其相关部门保留对参展商、施工单位递交的搭建方

案进行审核或委托第三方审核并要求修改的权利。所有展台的准备和施工工作须经主办单位

批准后方可实施。

请在规定截止日期前与主场运营商取得联系，提交报馆资料，我们会为您提供所需的相

应服务。衷心祝愿您的企业在本次展会中取得丰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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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场运营商联系方式

主场运营商：北京国机联创广告有限公司

特装展台搭建服务

特装咨询：刘 旭 18611414931

国占标 13911724754

特装报馆审核

报馆咨询： 汪亚东 010-86476055 15201171247

室内展区： 门 悦 010-86476055 13717610070（S1-S6 馆展区）

齐巨龙 010-86476055 17701132060（N1-N6 馆展区）

雷 颖 010-86476055 13910160701（十字连廊展区）

室外展区： 汪亚东 010-86476055 15201171247

如需汇款请将款项汇至我司人民币收款账户：

户 名：北京国机联创广告有限公司

账 号：3212 3010 0100 0171 13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

报馆纸质资料盖原章快递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6 号 10 层 1027 邮编：100080

二. 服务项目

（一）特装展台办理施工手续需提供以下材料

注：所有要求加盖公章且超过 1页的附件表格，每一页均需盖章并加盖骑缝章，少盖漏盖的附件视为提交

资料不齐全。

序号 文件名称 备注

1 单位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需加盖施工单位公章

2

展台图纸（须包括效果图、立面图、平

面图、结构图、电路图、电箱位置图、

施工图）

需标注尺寸、材质说明、电路分布。

3 施工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需加盖施工单位公章

4 特殊工种复印件
需加盖施工单位公章，如电工证、高空作业

证等

5 《展览会责任险》合同复印件 需加盖施工单位公章

6

展台细部结构图及审核报告并加盖国家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印章、国家一级注

册结构工程师证书复印件

搭建室外展台需要提供（室外纯桁架结构展

台不需要提供）

7 法人委托书 附件 1 需原件加盖施工单位公章

8 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 附件 2 需原件加盖参展商、施工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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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展商安全责任保证书 附件 3 需原件加盖参展商公章

10 特装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保证书 附件 4 需原件加盖施工单位公章及骑缝章

11 施工安全保证金扣除标准 附件 5 需原件加盖施工单位公章及骑缝章

12 噪音检测标准及管理办法 附件 6 需原件加盖参展商、施工单位公章

13 廉洁承诺书 附件 7 需原件加盖施工单位公章

（二）特装展台进馆手续申报流程：

请参展商通知各自的施工单位，务必在截止日期（10 月 1日）前与主场运营商北京国机

联创广告有限公司联系，办理施工申报手续并交纳相关费用。逾期未办理申报手续，将产生

滞纳费用（10月 1日以后将不再接收任何形式新增报馆，需备齐资料现场报馆，且需加收

100%费用）。如果在上述截止日期前北京国机联创广告有限公司未收到相关文件，后续服务

将被延缓或取消，为此对参展所造成的影响，参展商及施工单位将承担一切的后果。详见各

附表。

1.提交上表中提到的书面图纸及资质证明（所有资料需提供纸质文件一份，图纸需彩色

打印，快递至主场运营商，电子版报馆资料请提交至网络报馆系统，网络报馆系统操作流程

详见《展台搭建须知》）。

2.主场运营商接到参展商或施工单位的订单后，将给付款单位生成付款通知单。请在接

到付款通知单并确认订单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缴纳各项费用。

3.缴纳相关费用后，现场方可领取施工证件，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4.撤展时施工单位须把展位清理干净不得遗留任何物品。经主场运营商指定的各馆负责

人检查后，若展台拆除工作按时完成，在搭建期间、展期和撤展期间没有发生违规或安全事

故，且不拖欠任何费用，施工安全保证金将在三十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如果在搭建或撤展

过程中有违反《特装管理办法》的情况，一经发现按照规定直接扣减施工安全保证金。

注意：参展商及施工单位应保证所提交特装方案的原创性，如有知识产权类纠纷，由侵

权方承担全部责任。

请将款项汇至我司人民币收款账户：

户 名 北京国机联创广告有限公司

账 号 3212 3010 0100 0171 13

开户银行 兴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

备注：



6

1.汇款到我方指定账户需为订单全额款项，汇款方承担全部汇款手续费。请授权人向银

行咨询汇款手续费。我方在收取全额款项之后才会提供相关服务。

2.预订同时须付费，过期预订或现场预订将加收 100%的费用。现场缴纳至主场运营商

的各项费用，只接收现金、微信以及支付宝，不接收信用卡。

（三）相关费用标准

施工安全保证金费用收费标准（含噪音管理押金）：

1. 一般展位施工安全保证金收费标准

a) 展位面积小于 100 平方米（含），室内外每展位支付施工安全保证金人民币 2 万元；

b) 展位面积大于 100 平方米小于 500 平方米（含），室内外每展位支付施工安全保证

金人民币 5 万元；

c) 展位面积 500 平方米以上，室内外每展位支付施工安全保证金人民币 10 万元。

2. 机车位企业施工安全保证金收费标准

a) 2 个以内 （含）机车位展位施工安全保证金人民币 2000 元；

b) 3–5 个 （含）机车位展位施工安全保证金人民币 3000 元；

c) 6–10 个 （含）机车位展位施工安全保证金人民币 5000 元；

d) 11 个以上（含）机车位展位施工安全保证金人民币 10000 元。

收取施工安全保证金的目的旨在使参展商及施工单位的活动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并用于

赔偿因违规对展会及展馆以及出现人员伤害事故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如展位在搭建期

间、展期和撤展期间没有发生违规，展台拆除按时安全完成并符合场地复原规定，不拖欠任

何费用，施工安全保证金将于展台拆除验收后三十个工作日无息退还；

备注：1.展会现场不进行施工安全保证金退还工作；2.退还施工安全保证金时将直接退

还给支付方，不能转退给第三方；3.展会结束后，不能返还原始收据或不能提供代替收据的

书面文件者，主场运营商有权拒绝退还其施工安全保证金。

施工管理费用收费标准：

按实际展位面积计算，施工管理费每平方米人民币22元。

施工证件收费标准：

一律从主场运营商处领取，每个 15 元。

安全员袖章： 20 元/个/人

展位面积小于 100 平方米（含），须配 1 名安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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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面积大于 100 平方米小于 500 平方米（含），须配 2 名安全员；

展位面积 500 平方米以上，须配 3名安全员。

车证收费标准：

一律从主场运营商处领取，每个 20 元。（仅限货车使用，小客车持证无效）

1.车辆进场证件实行一车一证，车证一经售出，概不退换。

2.所有货车须办理通行证方可进入展馆内部。持证车辆装、卸货完毕后须立即驶离展览

中心，禁止在展览中心内停放。

3.所有进出馆货车辆都必须接受现场管理人员的核查和管理，车辆须按照场地内的标识

和道路规范行驶，不得跨越、横穿其他区域展位，司机不得离开车辆。如有违反，现场管理

人员有权禁止其驶入展馆区域。

4.申请进出展馆货车应按照日期、时段与要求，在微信公众号上申报进场车辆数量，并

缴纳押金 600 元车证押金，（限时 3 小时，超过时间按照 200 元/小时收取延时费，不足一小

时按一小时计算)。运输司机需及时将车证放在车辆前挡风玻璃明显处。所有证件在车辆离

场后，由组委会工作人员在证件上方注明离开时间。车辆进场证件实行一车一次一证，车证

一经使用，概不退换。使用后未在规定时间内归还，视为超时使用，将扣除全部押金。

5.现场申请布撤展车证，将依据当日布撤展计划和整体车流数量情况进行核发，安排进

出次序。请申请方协调好所有货车运输计划，运输货车未按规定时间到达将不予进行时段或

日期调整。

车证办理流程：

1.关注“国机联创”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农机展”—“货车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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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车申报界面后，点击右上角“新建申报”；在界面中将展位信息及车辆信息填写完

整，点击提交；

3.提交货车信息后，进入付款界面，确认后进行线上付款，完成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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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收费标准如下：

序

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单价

(元/处/展期)

电箱租金

（元/个/展期）

电箱押金

（元/个/展期）
备注

1 展期用电

220V/15A 处 280 60 400

包含接驳费和电

费；电箱押金不

单独收取，如丢

失或损坏将直接

从特装施工安全

保证金中扣除。

380V/30A 处 1250 120 400

380V/60A 处 2510 230 400

380V/150A 处 5760 530 800

2 临时用电 220V/15A 处 600 60 400

备注：如有设备在布展期间需要进行调试用电，需提前在主场运营商处申报用电并缴费。

加班收费标准 （单位：元/小时/展位）

宽带、电话收费标准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单价

(元/处/天)
备注

1 宽带

5M 处 600 1.如需使用 50M

以上的宽带需提

前15个工作日申

请；

2.网络如需提供

单独专线，按实

际情况另行计

费。

10M 处 1050

20M 处 1800

50M 处 3600

100M 处 5300

2 电话

国际电话 1500

国内电话 900

时间段

区 域
17：00—23：59

室内、室外及其他展区 1650 元

备注：如需加班的单位请在当日 15:00 前向主场运营商申请加班，15:00-17：00 加收 30%,17:00

之后加收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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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排水服务费

项目 规格 服务价格

市供水压力一般给排水 内径Ø15mm 3000 元/处·展期

备注：

1、以上价格含服务、安装费、供水、排水和管理费；

2、展期一般不超过 4 天，凡超过 4 天的用水收费按 100 元/处·天增收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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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 险

展会所有搭建施工单位进场前（如：展位施工搭建、AV 设备安装等）必须为其搭建的

展位购买保险。险种仅限于展览会责任险。

保险要求：雇请员工和第三者每人意外医疗赔偿不低于 60 万，每人意外死亡赔偿不低

于 60 万，总累计赔偿不低于 500 万。展位搭建施工单位必须在进场前 7 个工作日内，将保

单上传到大会指定主场运营商的报馆系统。审核通过后，现场方可办理进场手续，否则禁止

进场。

郑先生：13167530850（微信同号）

胡小姐：13681107043

邮箱：zhanbaoyunlian@163.com

保险服务热线：400-668-0959 010-63559239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原里 20 号

一、投保方式

1、可使用手机微信扫一扫功能，扫描下方二维码购买《展览会责任险》。

2、可登录展保云联官网 www.zhanbaoyuanlian.com，点击立即投保，选择“2021 中国国际

农业机械展览会”进行投保。

3、可拨打 400-668-0959 客服电话进行投保。

注意事项：搭建商投保前，请务必确认好服务参展商企业名称及统一社会信用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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