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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贵单位应邀参加本届展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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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截止日期前传真或邮

件给我们，以便我们及时提供您所需要的服务。

如果您对本手册内提供的服务有任何疑问，敬请与组织单位办公室联系。对您的任何要求，我们会尽

可能提供帮助和指导。

我们衷心预祝各位展商在展览会期间收获丰盛。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天津振威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70 号凯旋城 E座 8层 邮 编：100101

电 话：86-10-58236561 58236560

传 真：86-10-58236567

网 址：http://sh.cippe.com.cn

E-mail：tmm@zhenweiexpo.com

http://sh.cipp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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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览会地点、日程安排及展馆地理位置

展会名称：第十届上海国际石油化工技术装备展览会（cippe 振威上海石化展）

展会地点：中国•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上海浦东新区龙阳路 2345 号）

展会日程：

报到布展： 2018 年 8 月 21 日 09：00-18：00 星期二

2018 年 8 月 22 日 09：00-21：00 星期三

展示交易： 2018 年 8 月 23 日 09：00-16：30 星期四

2018 年 8 月 24 日 09：00-16：30 星期五

2018 年 8 月 25 日 09：00-14：00 星期六

闭幕撤展： 2018 年 8 月 25 日 14：00-20：00 星期六

展馆地理位置：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SNIEC）坐落于上海浦东开发区，比邻世纪公园。SNIEC 东距浦东国际机场 35

公里，西距虹桥国际机场 32 公里。中国首条磁悬浮列车和地铁 2、7 号线在中心附近汇聚，与多条公交线

路编织起的交通网络拉近了中心与城市的各个角落的距离。

公共交通服务指南：

上海地铁至展览会示意图

● 主要地铁线路

地铁二号线：中山公园站一龙阳路站（徒步 600 米）

地铁七号线：上海大学一花木路（徒步 2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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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总分布图

二、展商注册

展商于2018年8月21日进馆时，在展馆入口处登记注册，并领取参展证方可进入展馆。请参展人员于

每天开展前30分钟进馆。

三、展台搭建

组织单位负责展馆的总体设计和效果，各展位内部装饰（包括展品陈列、图片、文字说明等）均由参

展商自行设计安排。

1、标准展位：标准展位规格为 3m×3m，包括地毯、三面白色围板，公司名称楣板、咨询桌一张、椅子两把、

射灯两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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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场地不包括上述标准展位内的基本设施。参展商需选择组织单位指定的展台搭建

公司（特殊装修的搭建高度不能超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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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展会主场搭建：

上海泛海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中国上海市俞泾港路 11 号 621 室 邮 编：200070

电 话：86-21-56387327 56387320 传 真：86-21-56310710

网址：www.fanhaikim.com E-mail：fanhai_kim@163.com

联系人: 顾堃华 13901889288

4、展会指定特装搭建公司：

为保障展会搭建质量，请各参展商选择以下指定搭建商进行搭建，除指定搭建商外不允许任何搭建公

司进入场馆。

mailto:fanhai_kim@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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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景赫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周祝公路 268 弄 2 号楼 717 室。（210318）

联系人：王雪、刘经理 电 话： 021-31038555

手 机：13918791315、15821120060 传 真： 021-20940001

邮 箱：393104217@qq.com、1061980556@qq.com、wangxue@jinghechina.cn

网 址:www.jinghechina.cn

2、北京中装润达展览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70 号院 6 号楼 906 室 （100029）

联系人：王婷、景彪、郝良基、周亚 传 真：010-58235023

电 话：010-58236023、58236423、58236423、57158522

手 机：18600776671、13681176416、13488657705、13552081899

Q Q ：2880063483、2850965563、3002806706、2880142590

邮 箱：sunround@vip.163.com 网 址：www.rondexpo.com

3、上海伊鸣展览展示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建韵路 399 号 C 座 202 室（201315）

联系人：黄宗明、李静 电 话：021-24255688

手 机：13774201415 18221999083 传 真：021-20980629

邮 箱： 564650280@qq.com 网 址：www.yimingexpo.com

4、上海凯耐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奉贤区奉浦大道 99 号绿地智尊 B 栋 601（201400）

联系人：Helen/于小姐 、Richard/廖先生 电 话：021-37568632 转 806

手 机： 18917318586 17721172078 传 真：021-37568632 转 809

邮 箱：shanghaikainai @163.com 网 址：www.cannash.com

5、上海御全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松江区九新公路 2888 号 2 号楼 2219-2220（201612）

联系人：赵磊、奚海建、魏丽霞 电 话：021-60498449

手 机：18221112660、13817753051、15021255251

邮 箱：shyqzl@163.com 网 址：www.shyq-expo.com/www.yq-expo.cn

mailto:393104217@qq.com/1061980556@qq.com/wangxue@jinghechina.cn
http://www.yiming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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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广州艾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908 号高科大厦 B 座 1303 室（510630）

联系人：宾志成 电 话：020-22233579、021-33680869

手 机：13002012689 传 真：020-22233515

邮 箱：expoman@126.com 网 址：www.eyechoice.com.cn

7、上海新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路 2049 弄（万科 VMO 花园广场）39 栋 518 室（201114）

联系人：赵程余、春刘丹 电 话：021-54283573

手 机：13524895126、13402090640、18616724271 传 真：021-54283573

邮 箱：henry.zhao@newfation.com 网 址：www.newfation.com

8、上海振伟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 88 弄 20 号（200050）

联系人：张倩倩 电话：4001 021 668 021-31022798

手 机：13917674223 传真：021-31022798

邮箱：774218576@qq.com 网址：www.zhenweizl.com

9、上海奥邦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闵行区莲花南路 1500 号绿地集团 8-9 座 421-422 室（201100）

联系人：杨光、胡图图 电 话：021-54630296

手 机：13817064676、13167176505 传 真：021-66781210

邮 箱：1176126212@qq.com、13167176505@qq.co 网 址：www.aobangexpo.com

10、帝雅国际展览（中国）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禹州金桥国际三期二号楼 1603-1605 室（201206）

联系人：孙鑫 电 话：86-21-80198792

手 机：13585556752 传 真：86-21-80198796

邮 箱：3002633699@qq.com 网 址：www.diyamesse.com

mailto:expoman@126.com
mailto:henry.zhao@newfation.com
mailto:774218576@qq.com
http://www.zhenweizl.com
http://www.diyames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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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上海示拓展览展示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公路 3468 弄 2 支弄 10 号（201318）

联系人：余先生 、叶小姐 电 话：021-68110771

手 机：13564969741、13482722032 传 真：021-68110775

邮 箱：shanghaishituo@126.com 网 址：www.shituo.org.cn

12、亚北广告（上海）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青浦区尚泰路 58 弄 18 号楼 802 室（20000）

联系人：吴哲 电 话：021-69781352

手机：17701861350 15000620547 传 真：021-31824738

邮 箱：2290433195@qq.com 网 址：www.yabei-zl.net

13、上海博能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 311 号乙座 1607 室（200080）

联系人：周怡菲 电 话：021-65751470

手 机：18817372481 传 真：029-8156 5976

邮 箱：2154380679@qq.com 网 址：www.bonengchina.com

14、上海威雅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闵行区莘建东路 58 弄绿地蓝海大厦 3 号楼 816 室（201100）

联系人：金桂清 电 话：021-34224612-813

手 机：13816613128 传 真：021-6054 5213

邮 箱：815138880@qq.com 网 址：www.weiya-expo.com

15、广州旗天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488 号东兴大厦西座 25 楼 A（510098）

联系人：钟宝山 电 话：020-87670731

手机：13570447478 传 真：020-87602638

邮 箱：2850141998@qq.com 网 址：www.qtzl.com.cn

16、传义（上海）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 上海市嘉定区墨玉南路 1033 号嘉亭大厦 1008 室（20000）

联系人： 孙经理/张小姐/王先生 电 话： 021-59180338

手 机：18616010831/13681981521/18516782136 网 址：www.chinee-expo.com

邮箱：surmountsun@chinee-expo.com/shinezhang@chinee-expo.com / anson.wang@chinee-expo.com

mailto:2154380679@qq.com
mailto:815138880@qq.com
http://www.chinee-expo.com
mailto:surmountsun@chinee-expo.com
mailto:shinezhang@chinee-expo.com
mailto:anson.wang@chinee-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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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台管理与使用

1、展台仅供展商展示其产品之用，未经主办单位同意，不得将展位转让他人使用。

2、原则上未经主办单位批准，展商不得对标准展台进行改动。任何改动要求都必须得到主办单位的书面

批准，展商必须将改动的具体要求通过主办单位通知指定搭建商，改动费用应由展商自理。

空箱堆放：展览现场不设物品堆放处，如有特殊需要，请直接与指定搭建商或运输代理联系。否则，

展商必须将其空箱运回自己单位或在现场请人处理。

搭建及拆除时的加班：参展商在每天规定时间之外要求加班的需在当天中午 12 点之前到主办单位办公

室申请。请安排好贵公司的展台搭建及布置计划以避免支付额外的费用。

关于 A/V 演示：请认真考虑您的演示不会阻塞通道及影响邻近展台。播放的录象影碟不得有反动的、

违反专利、法律及国家地区其它条例规定的内容。此外，A/V 的音量不能超过 70dbs*，或保持其它展

商能进行正常交流的水平，讲话者以面向展台内或在洽谈室为准（测量将使用分贝仪在展台周边 3 米

内进行）。

五、办理特装展台施工手续

大会主场搭建商：

上海泛海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中国上海市俞泾港路 11 号 621 室

电 话：86-21-56387327 56387320

传 真：86-21-56310710

网 址：www.fanhaikim.com

联系人: 顾堃华 13901889288

1、特装展台施工单位必须于 8月 1日前联系大会主场搭建商(上海泛海展示服务有限公司)提供以下材料，

并办理施工手续。

(1) 展台设计效果图、立面图、平面图、电路图、施工细部结构图申报上海泛海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fanhai_kim@163.com 邮箱（所有图纸均须标明尺寸及所有结构材料的规格尺寸）、施工单位企业营业执照

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施工管理办公室仅做备案使用）以及特殊工种执照复印件。

（2）填写相关表格（姓名、工种、身份证号码）。

（3）由施工单位法人委托授权人签定展览会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

（4）特装企业需交纳施工管理费、施工证件费、特装清洁押金，方可办理《运输车辆出入证》进馆施

工，经展馆办公室审批同意可于 2018 年 8 月 21 上午 9：00 起进馆施工务必在二天内完成布展。

mailto:施工细部结构图可发到haienadv@online.sh.cn
mailto:施工细部结构图可发到haienadv@online.sh.cn
mailto:fanhai_kim@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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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需交纳下列费用：

（1）收费项目 国内费用 国际费用

施工管理费 40 元/平方米 10 美元/平方米

施工证件费 50 元/人 10 美元/人

值班证件费 50 元/人

施工车证费 50 元/车次（限时 90 分钟）

（2）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一层限高 6 米， 展台搭建超过 4.5 米必须审图并交纳审图费 25.00/㎡（4.5 米

以下免审图费），二层最高不得超过 7 米（也必须审图 50.00/㎡）。

3、办证事项：

(1)《运输车辆出入证》办证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W1 号馆西侧。

办证时间：2018 年 8 月 21-22 日（每天 8:30-17:00）

(2) 证件费用：《运输车辆出入证》：50 元/张；

特装展位清洁费押金：54 平方米以下 4000 元；54 平方米以上 6000 元。请特装搭建商在 8 月 1 前汇 入

上海泛海展示服务有限公司，逾期客户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现场服务处排队办理，未付上述费用者不

得办理《运输车辆出入证》进场搭建施工。

特别提醒：

1、 凡进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特装展台施工的企业，必须具备：管理费发票、特装展位清洁费押金收据、

《施工证》发票，否则不予办理《运输车辆出入证》。

2、 凡在 8 月 21-22 日现场租赁展具或水、电气，吊点等需增加 50%的加急费，开馆当日租赁设施则增加

100%的加急费用。由于现场服务繁忙，完成服务时间相对较长，请参展商耐心等候，请尽量采用提前

预定以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六、展品运输

运输代理公司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 2345 号浦东国际展览中心 W2B3

电 话：86-21-2890 6227

传 真：86-21-2890 6223

联系人：陶祎霖、李一鑫

E-mail：yilin.tao@dbschenker.com ash.li@dbschenker.com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是承办本届展览会海外及国内展品运输业务的指定运输公司， 统

一处理展品运输及有关文件，提供展览会的现场运输服务。为了使您的运输方便，正确发货，请认真阅读

以下指南，如有不详之处，请来电联系。

1、 码头，车站，机场，上门提货（上海本地）至展馆运输和进馆现场服务

mailto:yilin.tao@dbschen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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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展品经铁路、民航、汽运发运到达上海后的提货、驳运进馆服务。

车站(机场/货场)提货 → 运往存放地 → 进馆(展商自拆箱，整好箱板，注明本展台号)

展品就位 → 箱板运往存放地。

(2)收费：人民币 250 元/立方米/1000KG

(3) 货运公司提货时所垫付的运杂费凭发票向参展单位实报实销，单票最低收费 1000 元。

2、 运展品进馆现场服务(单件重量在 2 吨或 2 吨以下，高度不大于 220CM)。

(1) 展览场地卸车 → 临时存放 → 进馆 → 展品就位(不含组装)，箱板运往存放地。

(2) 收费：人民币 150 元/立方米/1000KG(按多收取) (单票最低收费 150 元)

3、 自运撤馆服务(单件重量在 2吨或 2 吨以下，高度不大于 220CM)

(1) 箱板送至展台 → 出馆 → 运往存放地 → 自运。

(2) 收费：人民币 150 元/立方米 /1000KG(按多收取) (单票最低收费 150 元)

4、 超重，超限物品(单件重量超过 2 吨，高度超过 220CM) ，操作和运输费用另议

5、 根据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规定，所有进入展览中心的展品都要收取场地、管理费，收费标准为 25

元/立方米，货运公司以现场测量的体积为准代为收取该费用。

6、 展品运输截止期：水运，铁路布展日前五天，空运布展日前五天，陆运布展日前三天。

7、 展品包装：包装箱必须是坚固完整，符合交通运输部门的规定。展品包装箱是要经过多次的运输，开

箱和重新包装。

8、货运车辆进展馆要求：

(1) 停车场位置： E1-3 号馆东面的 P3 停车场 (入口在龙阳路近罗山路)

(2) 办理车证：办理货车证有两个地方(P3 停车场内和 W1 号馆西侧)

(3) 车证费用：每证 50 元手续费，押金 300 元。(可以免费在卸货区停 1.5 个小时，超时有罚金)

9、展品的保险：货运收费是以展品的体积或重量而不是按展品的价值来计算。因此，所收的费用不可能

包括保险费在内，货运公司为展商提供的一切服务，其过程中的风险是由货主自负，为了参展单位的

利益，建议展商安排必要的全程(包括展期内)保险。保险范围为全保(其中需包括货运公司及其代理的

责任事故的保险)，因展品回运时是有可能采取任何一种途径，展商应备带保险合同或其副本，以备可

能在展览现场发生短少，残损时申请保险检验用。

10、付款方式：请展商以现金付款，进馆费必需在货物移交前一次付清，出馆费需在货物出场回运前一次

付清。

特别提示：

接相关部门通知，最近发生多起撤展工作中货物托运引发的纠纷，一些个人或者非正规的货运公司发

放各类“名片”的广告，以低价吸引客户进行托运业务，随后采取押货提价的形式提高运费，造成参展企

业的损失或者麻烦。

为避免类似情况连续发生，请各参展企业在托运货物时委托有资质的正规企业，不要轻信各种小广告

所介绍的非正常低价货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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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展览馆设施简介

1、商务中心：提供优质便利服务，如电脑文字处理、电话、传真、复印、电脑刻字和互联网服务。

2、贵宾室/会议室：举办各类专业研讨会、新产品推介会等活动。

3、餐饮设施：附设快餐供应点、吧台，提供快餐、点心、盒饭和饮料。

4、小卖部：出售即时贴、美工刀、剪刀、玻璃胶、挂勾等物品。

八、专业观众请柬

组织单位将通过邮寄、杂志夹送、赠票等形式向目标观众发送 20 万张以上参观请柬。参展商如有意

邀请特别客户莅临本次展览会，敬请向组委会来电索取免费参观请柬，以便邀请专业观众。或将需邀请名

单发邮件到 tmm@zhenweiexpo.com 由组委会免费邮寄。具体请致电：86-10-58236561 咨询。

九、会刊、展商在线登录系统

会刊文字介绍、楣板内容敬请进入展会网站 www.cippe.com.cn 登陆展商系统进行填写相关信息。截

止日期：2018 年 7 月 20 日

十、接待酒店

我们在 2018 年 8 月 23 日-8.25 日展会期间将为各界代表提供酒店接待全面服务，贵司可根据自己的需求

进行预订。展览会务组委会指定携程旅行网—会场部负责此次大会期间的住宿接待工作.。

以下是携程旅行网-会场部 为展会期间为您提供的优惠团队酒店预订信息（更多酒店预订信息可在线查看）

房间预订均为在线预订，在线付费，付款成功后您将收到携程网为您发送的预订成功短信

mailto:或将需邀请名单发邮件到cippe@zhenweiexpo.com
mailto:或将需邀请名单发邮件到cippe@zhenweiexpo.com
http://www.cippe.com.cn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cippe 上海石化展项目部版权所有11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周边合作酒店价格表：

星级 酒店名称 房型 展商价格 早餐 地址 距离

五星 上海卓美亚喜玛拉雅酒店 豪华房
1276

1435

单早

双早

上海 浦东新区 梅花路 1108 号，近

芳甸路
0.3KM

五星 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 豪华房
1350

1600

单早

双早

上海 浦东新区花木路 1388 号 ，近

芳甸路
0.2KM

五星 上海博雅酒店 豪华房 780 双早
上海 浦东新区 碧波路 699 号 ，近

晨晖路
酒店班车

五星 上海东怡大酒店 高级间 750 双早
上海 浦东新区 丁香路 555 号 ，近

桃林路
酒店班车

四星 上海陆家嘴万信酒店 标间 550 双早
上海 浦东新区 南洋泾路 568 号 ，

近杨高中路
3.3KM

四星 上海长荣桂冠酒店 标间 850 双早
上海 浦东新区 祖冲之路 1136

号 ，近金科路
3.5KM

四星 上海浦东辅特戴斯酒店
高级商务

间
380 双早

上海 浦东新区 浦东大道 2333

号 ，近德平路
6KM

四星
开元曼居·上海新国际博览

中心店

曼居双床

房
650 双早

上海 浦东新区 罗山路 1609 号 ，

近锦绣路
酒店班车

三星 上海南泉大酒店 高级房 370 双早
上海 浦东新区 南泉路 899 号 ，近

北张家浜路
5.1KM

经济型 上海美豪酒店（金桥店）
行政双床

房
310 双早

上海 浦东新区 曹路镇川沙路 335

号 ，近上川
酒店班车

经济型
锦江之星风尚上海浦东机场

镇酒店

标准

大/双
268 双早

上海 浦东新区 川南奉公路 971 弄

1 号 7 幢 ，近 S1 迎宾高速

25-30分钟车

程

经济型
锦江之星世博园区浦三路

店

标准

大/双 430 双早
上海 浦东新区 浦三路 208 号 ，近

临沂路
15分钟车程

经济型
锦江之星（上海浦东三林

店）

标准

大/双
330

350

单早

双早

上海 浦东新区 杨高南路 5139

号 ，近三林路（御桥路路口）
20分钟车程

经济型
锦江之星风尚浦东金融学

院曹路镇政府店

标准

大/双 248 双早
上海 浦东新区 曹路镇川沙路 420

号 ，近上川
30分钟车程

经济型
锦江之星（上海浦东航头

旅游度假区店）

标准

大/双 268 双早
上海 浦东新区 沪南公路 5278

号 ，近航三路
35分钟车程

经济型 锦江之星（上海世博店）
标准

大/双 370 双早 上海市浦东新区板泉路 300 号 25分钟车程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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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价格包含服务费和早餐。

2、 房间预订均为在线预订，微信扫二维码直接进入预订系统或进入订房网址

3、 发票会在离店 3 个工作日自动寄出，如需 增值税专用发票 在“更多需求”中备注专票信息

4、 团 队 预 订 房 间 不 超 过 30 间 ， 仍 可 在 线 预 订 ， 对 公 线 下 付 款 后 请 将 付 款 凭 证 和 订 单 号 发 至 Email:

htzhong@Ctrip.com

手机端优惠酒店预订通道：

网页端优惠酒店预订通道：

https://m.ctrip.com/webapp/meeting/b2croom/dsjsh2439/index

1、微信扫二维码或进入预订链接——进入预订界面——选择预订酒店和房间数量及日期——提交订单——

在线付费——注意接受预订成功短信

2、由于展会期间酒店房间非常紧张，建议提前预订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 968 号凌空 SOHO 携程旅行网总部

联系人：钟珩涛 13910132516 、 赖天阳 17317551036

电话：010-64181616-23093 Email: htzhong@Ctrip.com

021-34064880-18202

mailto:htzhong@Ctrip.com
mailto:htzhong@Ctr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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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参展费缴纳截止日期重要提示

参展商必须在 2018 年 7 月 25 日前缴清全部参展费用，逾期未付者，组织单位视其为自动放弃参展资

格，而不予安排展位和布置。

账户名称：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账 号： 1100 1018 5000 5300 5496

开 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安慧支行

银行行号：301110000668

十二、展馆安全消防规定

1、 严禁携带易燃易爆、有毒、放射性物品进入展厅，如果有特殊需要必须向展览会保卫办公室申报，批

准后方可带入展厅。

2、 布展期间要安全操作，不出工伤事故，不伤害他人，不得带儿童进入现场。

3、 重、精密展品要向展览会保卫办公室备案，以便采取必要保卫措施。

4、 展览会用电统一管理，不准私自安装。

5、 展览会内严禁明火作业，禁止吸烟，展期内展品一律自行看管，如发现展品丢失损坏，要注意保护好

现场，及时报失。如发生各种隐患、火情治安事故等，除紧急处理外还要及时报告展览会保卫办公室。

6、 参展单位的展品要摆放在展位内，通道处不得堆放物品。包装箱要指定地点堆放，不准乱放。

7、 参展单位不得在展台内存放机密文件，巨款现金。

8、 参展人员携带展品进馆时，需事先到保卫办公室办理手续，并接受门卫检查。

9、 每天闭馆前，各展台要进行安全检查，切断电源。

10、各参展单位及施工单位要严格遵守展馆消防安全管理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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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11、各位展商每天闭馆后必须关掉自己电源开关，否则第二天展馆将会对其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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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展馆安全保卫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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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绝未成年人入场。

2、 参展商要严格遵守“展览、展销活动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和“展览、展销活动安全保卫规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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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展览场地内严禁吸烟，参展工作人员必须服从馆内安全保卫人员的管理，违者由展览会安全保卫办公

室处以罚款。

5、 参展商的贵重物品和小件展品要妥善保管，谨防丢失。

6、 展览馆内严禁使用高温灯具及电热器具，各展位附设电源线均采用双层铜线。未经安全保卫办公室许

可，不得增设电源线或加大负荷。各种广告灯箱庆具有足够的散热孔，悬挂广告的各种载体必须事先

向展览会保卫办公室申报。

7、 展览馆消防栓、安全通道及配电箱不得封堵。不得将灭火设备移位或做它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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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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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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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携带物品出馆时，必须持展览会统一规定的携物证，经门卫检查后方可带出。

12、家具和花草进入展馆的相关规定（请见附表 1）

13、双层展台审核相关规定（请见附表 2）

14、展馆内禁止放置任何形式的气球。

15、外带盒饭禁止入场。

16、搭建期间必须佩戴安全帽，2 米以上作业必须佩戴安全带；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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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参展人员必须遵守中国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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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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家具进入展馆申请

编号：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兹有我公司 参加展会，我公司摊位号

为 ，由 公司为我公司搭建展位。现有部分家具需进入贵中

心（清单附表）。在参展期间由我公司及我公司指定搭建公司负责以上相关家具，如有丢失、损坏，与贵

中心无关，特此声明。

附表：

种类 数量（大写） 备注

1、 展具、家具（桌椅、铝料、展示柜、等离子）进门签单，搭建商必须携带展

位押金单、效果图、施工证。若是展商必须携带效果图、展商证、本人名片。

特装摊位须携带全套效果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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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号、10 号卸货区为家具专用通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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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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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展商： 搭建商：

主办单位意见：

花草进入展馆申请

编号：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兹有我公司 参加展会，展位号

为 ，由 公司为我公司搭建展位。现有部分花草需进入贵中

心（清单附表）。在参展期间由我公司及我公司指定搭建公司负责以上相关花草，如有丢失、损坏，与贵

中心无关，特此声明。

附表：

种类 数量（大写） 备注

5、 花草必须由展商本人携带展商证、本人名片、效果图，特装摊位须携带全套效

果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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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号、

10 号卸货区为家具专用通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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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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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展商： 搭建商：

主办单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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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高于 4.5 米展台审核意见书与搭建许可证申领流程图

HAH图纸审核完毕

HAH将已发审核意见书的展台名单抄送 SNIEC设施部与客服部

HAH填写审核意见书、盖章

SNIEC客服部制作相应的搭建许可证

HAH送至 SNIEC设施部盖章

HAH将审核意见书正联发至搭建商处，副联留档

搭建商凭审核意见书正联至 SNIEC客服中心换取搭建许可证，办理入场手续

SNIEC客服部将收取的审核意见书正联交于设施部留档

盖 章 完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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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展览事务回执表

回执表 1

★展台电器租赁及施工用电申请表

截止日期: 2018 年 8 月 1 日

请填写完整并回传至：

上海泛海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闸北区俞泾港路 11 号 621 室（108

创意广场） 邮编 200070

Tel: +86-21-56387327 56387320

Fax: +86-21-56310710

网址：www.fanhaikim.com

E-mail：fanhai_kim@163.com

联系人: 顾堃华 13901889288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 _______________

馆号展位号: _______________

电 话: 传 真: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预定以下出租项目，只在展览会期间使用

编号 项目 规 格 单 价
数

量

总价

（人民币）
备注

B01

电箱

380V/15A 1400.00

展馆提供交流 50Hz

380V /220V

三相五线制电源

B02 380V/30A 2000.00

B03 380V/40A 2400.00

B04 380V/60A 3300.00

B05 380V/100A 4800.00

B06 380V/150A 7500.00

B07 过桥板 200/米

B08
≤排量 0.4 立方米/分钟， 压力

8~10kgf/cm2，10mm 管径
4000.00

B09
≤排量 0.9 立方米/分钟，压力

8~10kgf/cm2，19mm 管径
5000.00

B10
展台用水 （上下水连接水管 10 米，

管径：15mm，水压：4kgf/cm2）
4000.00

B11
机器用水（上下水连接水管 10 米，

管径：20mm， 水压：4kgf/cm2）
5000.00

B12
基于光缆的 10M 宽带， 一个公网

IP 地址
6000.00

B13

悬挂点（每个点承重小于 200kg，

且单体重量不超过 1 吨，除钢架结

构以外物品不予悬挂)

2350.00
凡有广告画面每平方米

增加人民币 400.00 元

B14 管理费 ㎡ 40.00

B15 证件费 张 50.00 新国际《制证中心办理》

B16 押金 展位 4000/6000 4000﹤36 ㎡﹤6000

http://www.fanhaiki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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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除非特殊说明，以上价格在整个展览会期间均有效。

2、水、电、气等设施租赁请在 2018 年 8 月 1 日前申报预定。

3、预订租赁款均须于 2018 年 8 月 1 日前全额支付，否则预定单自动失效。

4、逾期如需租赁：2018 年 8 月 1 日至 现场，按租赁价 150%取费用。

5、所有项目均为租赁性质，不可转换为其他项目及退回定单，现场退换所定项目或取消预定项目将不

予退款。

6、预定展具（8月 1日前）将在布展第二天（8 月 22 日下午）运至您的展位。

现场租赁付款后 3 小时展具、设施到位。

7、设施租赁不包括展商自带设备的连接装置。

7、所有主场订电须由大会指定主场搭建商上海泛海展示服务有限公司执行，包括光地客户。

9、根据展会规定，标准展位内所有电源、插座只用于展品使用，展商不得私自接灯。

10、不得在标准展位铝制支架或展板上穿铁丝及钉钉子，否则破损的铝制支架和展板须由有关参展商

赔偿。（每张以 RMB160 元赔偿）

11、展会结束 24 小时内，我们将从您的国内和国际电话中扣除您所用的电话费，并将余款退还给您。

12、费用方式：所有预定单款项可以汇入下列人民币帐户

汇款户名：上海泛海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行名：上海银行花园路支行

汇款帐号：31647603001357483

（请注明“展租赁款”、馆号展位号及公司名称）

13、收到您的预订表后，我们将为您开出付款通知。您只有在收到付款通知上的截止日期前付款，您

的定单才会生效。

14、提供的表格中未列出的项目将另行报价。

申请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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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执表 2

★展台家具租赁申请表

截止日期 2018.08.1
请填写完整并回传至：

上海泛海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闸北区俞泾港路 11 号 621 室（108

创意广场）

邮编 200070

Tel: +86-21-56387327 56387321

Fax: +86-21-56310710

网址：www.fanhaikim.com

E-mail：fanhai_kim@163.com

联系人: 顾堃华 13901889288

公司名称:

联系人:

馆号展位号:

电 话: 传 真:

E-mail:

我们预定以下出租项目，只在展览会期间使用

编号
项目

(规格：cm)

单价

(人民币元)
数量

总价

(人民币元)

F01 铝椅 90.00

F02 办公椅（45×40×45） 160.00

F03 吧椅（30×75） 90.00

F04 气压吧椅（32×75） 90.00

F05 沙发（82×80×38） 500.00

F06 黑皮椅（50×45×45） 90.00

F07 折椅 35.00

F09 玻璃圆桌(70×75) 150.00

F10 方桌 (65×65×70) 120.00

F11 低玻璃柜（100×50×90） 350.00

F12 咨询桌（100×50×75） 120.00

F13 锁柜（100×50×75） 200.00

F14 接待桌（H120） 550.00

F15 高玻璃柜（100×50×200） 450.00

F16 高玻璃柜（50×50×200） 350.00

F17 高咨询桌（100×50×100） 180.00

F18 会议桌 （150×50×75） 150.00

F19 高展台（50×50×75） 150.00

F20 低展台（50×50×50）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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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1 电视机架（70×50×100） 120.00

F22 42 寸等离子电视 1500.00

F23 网片 40.00

F24 龙门衣架（120×45×150） 150.00

F25 围栏 120.00

F26 长臂射灯 100.00

F27 短臂射灯 100.00

F28 镝灯（150W） 300.00

F29 日光灯 100.00

F30
电源插座 220V/10A

（注：仅供标准展位租用） 100.00

F31 电冰箱（50×55×120） 600.00

F32 电冰箱（50×55×70） 400.00

F33 饮水机 250.00

F34 衣钩 100.00

F35 加装展板（100*240） 100.00/张

F36 折叠门（100×200） 150.00

F37 摇门（100×200） 250.00

F38 固定层板（100×30） 40.00

F39 玻璃层板（100×30） 50.00

F41 联板顶框（100×100） 100.00

F42 金属天花格（100×100） 100.00

F43 阶梯式展柜（100×100*100） 350.00

F44 咖啡机 350.00

F45 盆花 100.00

F46 青头 100.00

F47 垃圾筒 20.00

F48 铺设地毯(㎡) 30.00

F49 资料架 120.00

F50 站立衣架 150.00

F51 玻璃园吧台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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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除非特殊说明，以上价格在整个展览会期间均有效。

2、水、电、气等设施租赁请在 2018 年 8 月 1 日前申报预定。

3、预订租赁款均须于 2018 年 8 月 1 日前全额支付，否则预定单自动失效。

4、逾期如需租赁：2018 年 8 月 1 日至 现场，按租赁价 150%取费用。

5、所有项目均为租赁性质，不可转换为其他项目及退回定单，现场退换所定项目或取消预定项目将

不予退款。

6、预定展具（8月 1日前）将在布展第二天（8 月 22 日下午）运至您的展位。

a) 现场租赁付款后 3小时展具、设施到位。

7、设施租赁不包括展商自带设备的连接装置。

8、所有主场订电须由大会指定主场搭建商上海泛海展示服务有限公司执行，包括光地客户。

9、根据展会规定，标准展位内所有电源、插座只用于展品使用，展商不得私自接灯。

10、不得在标准展位铝制支架或展板上穿铁丝及钉钉子，否则破损的铝制支架和展板须由有关参展商

赔偿（每张展板按 160 元 RMB 计算）。

11、展会结束 24 小时内，我们将从您的国内和国际电话中扣除您所用的电话费，并将余款退还给您。

12、费用方式：所有预定单款项可以汇入下列人民币帐户

汇款户名：上海泛海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行名：上海银行花园路支行

汇款帐号：31647603001357483

（请注明“展租赁款”、馆号展位号及公司名称）

13、收到您的预订表后，我们将为您开出付款通知。您只有在收到付款通知上的截止日期前付款，您

的定单才会生效。

14、提供的表格中未列出的项目将另行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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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单位：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天津振威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70 号凯旋城 E 座 801-803 室

电 话： +86-10-58236561 58236560 传真：+86-10-58236567

E-mail : tmm@zhenweiexpo.com

mailto:cippe@zhenwei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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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同期论坛日程安排

2018 国际石油化工技术高峰论坛

2018 年 8 月 23-24 日 中国·上海

主 题 ： 聚力提质增效升级 开启健康发展新征程

主办单位：振威展览股份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

上海市石油学会

承办单位：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

江苏省石化装备行业协会

广东石油学会

网络媒体：全球石油化工网

行业背景：

近年来，国家对煤炭、钢铁等行业进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石化产业面临结构性

矛盾突出等问题。在油价高位回归的带动下，石油化工行业也开始逐渐复苏。

为积极响应国务院《关于石化产业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的指导意见》文件，贯彻落实“十

三五”期间，国家对石化产业结构新规划，本届国际石油石化技术高峰论坛将重点围绕炼化

发展趋势、智能炼厂、大数据、云计算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共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积极开拓市场，坚持创新驱动，促进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

作为亚洲一年一度石化展 cippe 同期主论坛，论坛致力于为炼化行业提供一个专业化、

高端化、创新化的技术交流平台，共同推进来炼化领域的前沿研究与科技创新，促进全球能

源的合作与发展，成为引领世界炼化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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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日 程 安 排
第一天（8 月 23 日）上午：主论坛：政策解读及前沿发展 (全体大会)
09:00-09:30 炼化企业转型升级的机遇与挑战

曹湘洪，中国工程院院士

备选：何盛宝,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党委书记或何琳，副总师

09:30-09:50 去产能、结构性调整大趋势
白颐，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副院长

备选：蔡杰 副总工程师

09:50-10:10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炼化一体化行业的投资机会
曹建军,中国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

10:10-10:20 茶歇交流

10:20-10:40 中石油“十三五”炼油结构调整思路与对策

魏强发，中国石油炼油与化工分公司副总经理

10:40-11:10 中海油炼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技术

吴 青,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

11:10-11:30 一体化和园区化提升炼厂竞争力

杨挺，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园区工作委员会主任

11:30-11:50 点评与总结

12:00-14:00 午餐
第一天（8 月 23 日）下午 油品质量升级与环保技术专场
14:00-14:20 CO2催化加氢制备低碳烯烃最新技术

李灿，中国科学院院士

备选：李泽龙，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博士

14:20-14:40 STRONG 沸腾床渣油加氢技术提升反应系统可靠性

郭蓉，中国石化抚顺石化研究院主任

或：杨涛，中石化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重质油裂化技术研究室主任

14:40-15:00 我国汽柴油质量升级技术

兰玲,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

15:00-15:10 茶歇交流

15:10-15:30 智能炼厂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罗敏明，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信息中心主任

备选：谢道雄

15:30-15:50 当前炼油业发展的关键加氢技术研发与实践

胡志海，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15:50-16:10 炼化污水场含烃恶臭气体治理技术研究及应用

张忠东，中国石油石化工研究院兰州化工研究中心副主任

16:10-16:30 石油炼制业 VOCs 超低排放技术

http://www.baidu.com/link?url=fRrF0phM_4_GHr8Kokmjt1xGv4qmoa7-6eQyPjXGrU6ey5RgW1x-ZNaEAR0hrm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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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民，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第二天（8 月 24 日）上午 油品质量升级与环保技术专场

09:00-09:30 加工劣质渣油的固定床渣油加氢催化剂的开发及工业应用

孙淑玲，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09:30-10:00 烯烃原料多元化技术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00-10:30 反应条件对渣油加氢产物中碱性氮化物的影响

吴杰志，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主任或者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化学工程学院

10:30-10:40 茶歇交流
10:40-11:10 丁苯橡胶无磷聚合技术研究的重要进展

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

11:10-11:40 膜分离—变压吸附耦合工艺处理催化剂载体生产废气

魏昕，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环境保护研究所博士,高级工程

师

11:40-12:00 互动环节

12:00-14:00 午餐
第二天下午： 参观第十届上海国际石化与海洋石油天然气及化工技术装备展览
会（cippe）
*备注：以上日程安排根据发言嘉宾邀请随时调整，最终以组委会现场公布的为准。

最终解释权归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cippe 上海石化展组委会联系方式（演讲、赞助、参会和合作及咨询联系人）：

振威展览集团——全球会展综合服务商

Fax： +86-10-5823 6567

Tel： +86-10-5823 6561

E-mail： tmm@zhenweiexpo.com

组委会联系人：田敏敏

http://www.baidu.com/link?url=Z5vE7iyGG5-LLV_5YdieuVeAqi97Aiy9WCHQvdeIgv13ZtOzrRmOYBrodCNTSOjvi2lGGxYrFW_INiAA9sUN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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