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 电源（水、压缩空气）申请，施工管理费、施工证、施工押金

和特装审查办理手续 

 

《2020中国国际衡器展览会》指定北京东方世源展览展示有限公司为主场服务商，负责特装展

台安全审查、特装展位施工管理等工作。特装展位的参展商或其委托的搭建商须于 2020年 8月 17

日前向北京东方世源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办理用电（水、压缩空气）申请和施工管理手续，交纳相关

费用和押金，并提交特装展台安全审查等报馆手续。截止日期后的申报订单加收 30%附加费，9月

12日后的订单加收 50%。 

 

特装展台办理施工手续需提供以下材料（以下文件一式两份纸质，须盖公章原件）： 

1. 施工单位资质证明（注册资金 50万以上，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电工操作证复印件（盖

章），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盖章），现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盖章）） 

2. 电源（水、压缩空气）、施工管理费、施工证、施工押金缴费填写表格 （附件 1-1） 

3. 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 （附件 1-2） 

4. 展位施工安全责任书 （附件 1-3） 

5. 展位施工防火责任书 （附件 1-4） 

6. 施工单位法人授权委托书 （附件 1-5） 

7. 展台材质说明效果图 (详细标注展台材质说明) 

8. 展台施工图 (需标注电路、平面图、详细尺寸和配电箱安装位置) 

9. 展台立面效果图 (需标注材质说明，效果图需提供彩色图纸) 

10. 电箱、供水位示意图 

11. 搭建材料防火证明检测报告 （地毯防火报告，展台用电线、电器需提供合格检测报告、材

料防火报告等） 

 

 请准备好以上报馆文件，于 2020 年 8月 17 日前，先提交电子版到 dfsy@163.com 并交纳相关

费用和押金，审核通过后，再将纸质原件（2份）快递到北京东方世源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经审核凡不符合安全要求和特装展台要求事项的必须更改，否则不能装修施工和布展。 

 

主场服务商联系方式及邮寄地址 

名称：北京东方世源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62号院 1号楼 2042室 

联系人：徐建华 18501340132   张丽秋 18601194070 

电话：010-88386516 88386518 68357767转 601、616  

邮箱: dfsy@163.com 

 

 



关于特装施工押金的退还 

如果展会结束后展台拆除及垃圾清运按时完成，且在搭建期间、展期和撤展期间没有发生违规，

且不拖欠任何费用，则主场服务商——北京东方世源展览展示有限公司最迟于撤展后 30日内将特装

施工押金全额退还。 

 凡以电汇方式交纳押金的，北京东方世源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将最迟于 2020年 10月 20日前

将押金退回原汇款账户。（现金方式缴纳的押金，退还方式另行通知） 

 现场一概不退还押金。 

 押金只退回原汇款账户，不能转退给第三方。 

参展商或搭建商（施工单位）的下列违规行为，施工押金的部分或全部将被扣除：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单价（元） 

1 

 

常 

见 

违 

规 

馆内施工现场吸烟  次 100 

2 现场施工未佩戴安全帽  次 200 

3 施工现场违规使用电锯  次 800 

4 施工现场违规使用电刨  次 800 

5 施工现场违规使用切割机  次 800 

6 施工现场违规使用金属磨光机  次 800 

7 施工现场违规使用电焊机  次 1500 

8 脚手架室外占用场地  副 800 

9 

 

占 

用 

通 

道 

馆内施工现场占用附通道 1 米 200 

11 馆内施工现场占用附通道 2 米 300 

12 馆内施工现场占用附通道 3 米 400 

13 馆内施工现场占用主通道 1 米 300 

14 馆内施工现场占用主通道 2 米 400 

15 馆内施工现场占用主通道 3 米 800 

16 展位未按要求摆放灭火器  展台 300 

17 任何物品遮挡消防设施  处 800 

18 车辆室外占用场地（1 小时以上） 车身长 4.5 米以内 辆·小时 200 

19 车辆室外占用场地（1.5 小时以上） 车身长 7.5 米以内 辆·小时 300 

20 车辆室外占用场地（2.5 小时以上） 车身长 7.5 米以上 辆·小时 800 

21 

 

保 

洁 

违 

规 

地面油污污染赔偿  平方米 800 

22 喷刷涂料污染地面  平方米 400 

23 喷刷油漆污染地面  平方米 800 

24 将涂料倒至洗手间  次 800 

25 将油漆倒至洗手间  次 1500 

26 布、撤展期间地面或墙面遗留广告  平方米 1000 

27 布、撤展期间遗留地毯  平方米 5 

28 布、撤展期间搭建商遗留木结构  立方米 5000 

29 布、撤展期间搭建商遗留油漆桶  个 500 

30 搭建商遗留包装箱  立方米 5000 

31 

 

用 

电 

安 

全 

展位出现私自乱接电源  处 1500 

32 展位出现跨展位接电源  处 1500 

33 电箱位置占用过道  处 1500 

34 电箱位置未合理安全摆放  处 800 

35 电工无电工上岗操作证  处 800 

36 展期内未安排电工值班  天 800 

37 接电未使用双层绝缘导线  处 1500 

38 超负荷用电现象  处 1500 

39 
野 

蛮 

施 

工 

木结构整体拉倒  项 5000 

40 板墙推倒  面 2000 

41 开展期内擅自违规搭建  次 800 

42 开展期内违规搭建且登高作业 有严重安全隐患 次 5000 

43 布展或撤展结束遗留木材  块 2000 



附件 1-1 电源（水、压缩空气）、施工管理费、施工证、施工押金缴费填写表格 

 

展位号:                       展商名称:                                       

展商联系人:               手机:                           

搭建商名称(盖章) ：                                       

负责人签字:               手机:                           
 

备注:1. 标准展位每个标配有 500W/220V 电源插座一个，如不能满足用电功率，也须办理电源租用手续； 

2. 对于已按要求安装到位的电、水、气源移位的服务申请，将按原申请服务项目价格的 50%收取变更施工费； 

3. 开展期用电须在展馆电工确认电箱位置符合展馆安全要求的情况下，于开展前一天下午 14:00 后开始逐一

送电。 

4.  8 月 17 日后的订单将被加收 30%的附加费，9月 12 日后加收 50% 的附加费。所有订单均以全数缴费作为

确认，未付款定单不会被接受，所有确认订单不得取消。 

5. 须根据展品演示和装饰电器实际用电时的最大用电量申请电源。 

 

以上款项请汇至：（请使用公对公账户） 

收款单位：北京东方世源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首都体育馆支行  

银行帐号：0200053709024584447 

 

主场服务商财务部联系电话：张秋冬  13717861080  010-88386518-609 

2020年 9月 12日后不接受电汇，请至现场缴费（只接受现金、支付宝和微信转账）。 

项目 型号 单位 单价：元 数量 金额 

布展用电 
220V/16A 个 500   

380V/16A 个 600   

展期用电 

16A/380V|220V 个 1050   

25A/380V 个 1650   

32A/380V 个 2150   

60A/380V 个 3750   

100A/380V 个 4750   

供水 DN20（押金 5000） 处 2600   

供气 

6mm 外径,100L/min 处 1400   

10mm外径,300L/min 处 2000   

16mm外径,600L/min 处 2600   

20mm外径,1000L/min 处 3000   

施工手续 

施工管理费 ㎡ 25   

施工证 张 35   

施工押金 
100平方米及以下 3000元  

100平方米以上 6000元  

费用总额  

押金总额  



附件 1-2 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参展商填写） 

 

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 

 

展位号：                             

参展商名称：                                                    

负责人：                      手机：                            

搭建公司名称：                                                  

负责人：                      手机：                            

    

我公司为《2020 中国国际衡器展览会》参展单位,搭建面积         平方米,展位

长______ 米，宽_______米。现委托                            公司为我公司展台

搭建商, 且证明： 

1、该搭建公司经考察审核合格后确认为本展位唯一指定搭建商，且具有搭建资格； 

2、该搭建公司已同本企业签定相关搭建合同，确保展台安全施工及正常运行，并

服从主场服务商管理； 

3、我公司已明确展会主办单位施工管理相关安全细则，并通知我公司指定委托搭

建公司在现场确保施工安全； 

4、我公司配合展会主场服务商对展台安全进行监督，如违反场馆相关施工安全规

定和不配合主场服务商管理，展会主办单位和主场服务商有权对搭建公司进行处罚； 

5、对搭建商进行监督，若违反施工管理相关规定，展会主办单位和主场服务商有

权追究相关责任，我公司及我公司指定搭建商承担一切责任。 

 

 

参展单位（盖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授权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写日期： 2020年      月      日 

 

 

 

 

 



附件 1-3 展位施工安全责任书 

 

展位施工安全责任书 

 

展会名称：2020中国国际衡器展览会 

展位号：                           

参展单位名称:                                                   

布展/展览/撤展日期： 2020年 9 月 15日 至 2020年 9月 19日 

施工单位（全称）：                                                 

 

为了确保布撤展和展会举办期间的安全和时间要求，本着“谁施工、谁负责”的原则，施工单

位自愿签定此约定书，如实填写相关信息，承担相应责任: 

1. 遵守法规、服从主场服务商和组委会管理、安全作业、文明施工。 

2. 严格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安全生产法》、《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

例（国务院 505号令）》等规定，落实各项防火、安全责任和措施，明确防火、安全负责人，并认

真履行职责。 

3. 原则上展位施工押金由施工单位缴纳。若参展单位代为缴纳，施工单位不因此免除责任，并

视为参展单位同意如施工单位有违规行为展馆可从其缴纳的施工押金中扣除相应的违约金。施工押

金统一在撤展清理完毕经展馆现场人员确认施工单位无违规需扣除押金的情况后方可退还。 

4. 严禁将易燃（弹力布、汽油、酒精等）、易爆物品（如烟花、爆竹）及危险、剧毒化工产品

带入展馆。如有违约应立即自行清出展馆且主场服务商可扣除全部押金。 

5. 馆内不得明火作业。如有违约应停止施工且主场服务商可扣除 1000元/次的违约金。 

6. 馆内严禁吸烟。如有违约应进行整改且主场服务商可扣除 100元/人次的违约金。 

7. 严禁私自高空悬吊。如有违约应进行整改，拒不整改的展馆可予以拆除并扣除 2000元至

10000元的违约金。 

8. 不得遮挡、挪用、圈占消防设施，阻塞消防通道、消防卷帘门、紧急安全出口、公共通道、

配电房门、展馆库房门、展厅通道。如有违约，主场服务商有权口头一次要求施工单位进行整改，

第二次若还未整改的施工单位，主场服务商可予以清理并扣除 500元至 1000元的违约金。 

9. 未经许可，不得使用电锯、电刨、切割机、焊机等进行作业。如有违约应进行整改，拒不整

改的主场服务商可予以断电要求停止施工并扣除 500元至 1000元的违约金。 

10. 施工单位自行负责从展馆提供的配电箱等电源处接驳至展位或会场的线路敷设及用电安

全。不得私拉乱接水源电源气源。如有违约应进行整改，拒不整改的主场服务商可切断水电气源并

扣除 500元至 1000元的违约金。 

11. 如造成展位内接水源泄漏，应进行整改且主场服务商可扣除 800 元的违约金。 



12. 电工作业、高空作业等需专业人员操作的工作，操作人员上岗应持有相应的电工证、高空

作业证等有效证件。如有违约应进行整改，拒不整改的主场服务商可要求停止施工并扣除 500元至

1000元的违约金。 

13. 施工人员应佩戴合格的安全帽，高空作业应佩戴安全帽。如有违约应进行整改，拒不整改

的主场服务商可要求停止施工并扣除 100元/人次的违约金。 

14. 展位的设计结构必须牢固安全，展位顶部不得封顶，展位应使用非燃材料或阻燃材料，禁

止使用存在安全隐患的灯具和线材（如高温碘钨灯、高温石英灯、平行线、麻花线等）。如存在重

大安全隐患的，应进行整改，拒不整改的主场服务商可要求停止施工并扣除 1000元直至全部押金作

为违约金。 

15. 对危险性较大的作业，如吊装、高空作业等，施工单位应划定安全区域、设置安全标志、

配备警戒人员，确保作业安全，如有违约应进行整改，拒不整改的主场服务商可要求停止施工并扣

除 1000元的违约金。 

16. 根据组委会或主场服务商通知及时撤展，请按时间要求将搭建的展位拆除并清运完毕，切

实保证展馆及周边环境卫生。未及时拆除展位并未清运垃圾的搭建商，主场服务商可扣除 2000元以

上直至全部押金作为违约金和清洁费。 

17. 因违反上述约定，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和责任，由本施工单位承担，除了缴交相应违约

金外还应赔偿由此给主场服务商等单位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 

 

本约定书在施工单位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须持授权委托书）签字后即生效，并自愿接受主

场服务商和相关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施工单位（全称)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施工安全负责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写日期： 2020年      月      日 

 

 

 

 

 

 

 

 

 

 



附件 1-4 展位施工防火责任书（搭建商填写） 

 

展位施工防火责任书 

 

展会名称：2020中国国际衡器展览会 

展位号：                           

参展单位名称:                                                   

布展/展览/撤展日期： 2020年 9 月 15日 至 2020年 9月 19日 

施工单位（全称）：                                                                                                 

 

为了确保布撤展和展会举办期间的安全和时间要求，本着“谁施工、谁负责”的原则，施工单

位自愿签定此约定书，如实填写相关信息，承担相应责任: 

1. 展馆禁止吸烟（包括展场、摊位、仓库、通道、楼（电）梯前室等场所严禁吸烟，吸烟应到展馆

指定的吸烟区，否则按展馆规定处罚）。 

2. 安全疏散通道始终保持畅通无阻 

保持展馆通道畅通，通道上不得摆放任何物品。对占用通道摆放物品且不听劝阻者应予没收。 

3. 保证消防设施完好和正常运转 

3.1 各搭建商应自觉爱护展馆内的各种消防器材和设施，保证消防设施完好和正常运转。 

3.2 展厅内临时设置的广告及标识等不应影响消防设施的使用，严禁擅自挪用、遮挡、圈占、损

坏各种消防设施。 

3.3 垂直或侧式防火卷帘两侧 50公分范围内不允许设置展柜、货架及堆放其他物品。 

3.4 展馆内装修构架（含展品）不准遮挡红外线消防报警系统。不得在消防报警设备及有关器件

固定或悬挂广告彩旗等物品。 

4. 对装修材料的要求 

4.1 凡特装工程（包括展台、灯箱、广告牌等）所需要的材料，应采用不燃或阻燃材料，确需使

用木制材料应刷防火涂料或加贴防火板，使其达到防火 B1级要求。 

4.2 装修所使用的壁纸、地毯等材料必须采用 B1难燃材料，施工单位应提供该材料国家法定检测

机构的检测报告。 

4.3 装修装饰所用得灯具、家电、开关、电线等电器设备以及防火材料，必须是经国家检验的合

格产品。 

5. 对电气安装的要求 

5.1 电气线路及电器敷设、安装应向主场服务商申报，由持证电工安装，安装后经展馆工程部验

收合格后，方可供电。 



5.2 电气线路及电器的敷设、安装均应符合《建设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95）的有

关规定，电气线路应采用护套线、电缆，线路连接可靠，电器发热原件与可燃物应保持一定的安全

距离，严禁将电器发热原件直接敷设在可燃材料上。 

5.3 严禁乱接、乱拉电线或擅自安装大功率电气设备（包括照明灯、碘钨灯、广告灯等）。 

5.4 展馆内不得使用、存放充压的压力容器。使用汽油的展示车辆，油箱内存油量不应超过仪表

盘的底线，电瓶线应拆除. 

5.5 广告牌、灯箱、灯柱内必须留有足够的通风散热孔。筒灯、射灯、石英灯安装时要离装饰物

30公分以上，并要加装接线盒，电线不得外露。 

5.6 电路连接应使用铜芯绝缘导线，不得使用铝芯绝缘导线。导线铰接时应采用接线柱或金属接

线盒封闭。 

5.7 电源导线穿过可燃结构时，应穿金属管或阻燃 PVC管。 

6. 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等化学危险品进入展馆，严禁将烟花爆竹、油漆、汽油、香蕉水、酒精、煤气

罐、氢、氧 气瓶等易燃易爆及腐蚀、剧毒化学危险品带入展馆，此类展示样品不得用实物展出，应

使用模型或图片替代。 

7. 对特殊装修的要求 

7.1 特装的展台、展具、展架及广告灯箱等的加工制作应在展馆外进行，展厅内只允许进行组装

和少量的修补。严禁使用电锯、电刨等木工机械。严禁在展馆内油漆、喷漆作业。 

7.2 展馆内严禁动用明火。确需进行电、气焊作业的，必须向保卫部提出申请，严格履行动火审

批手续。电、气焊作业时，操作工必须持证上岗，展馆保卫部派人现场监督，作业前应对现场进行

检查，彻底清理，落实各项防火措施。 

8. 每日闭馆前，各展位人员离开时应切断电器电源。 

 

本约定书在施工单位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须持授权委托书）签字后即生效，并自愿接受主

场服务商和相关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施工单位（全称)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施工安全负责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写日期： 2020年      月      日 

 

 

 

 



附件 1-5施工单位法人授权委托书（搭建商填写） 

 

施工单位法人授权委托书 

 

委托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权责任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座机和手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现委托上述授权责任人          作为我单位在《2020中国国际衡器展览会》的全

权代表，代表法人负责本公司所承接展台的搭建及安全，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委托单位： (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 (签名或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人授权责任人：(签名或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法人授权委托书所签发的代理期限必须涵盖代理人所有签字为有效时间。 

委托书内容填写要明确，文字要工整清楚，涂改无效。 

需提供搭建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