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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 1100    展展台台装装修修搭搭建建施施工工委委托托书书  

请请将将此此表表传传真真至至上上海海尤择星展览，，截止时间： 8月 14日 

 

  

我我公公司司                    展展位位号号            ，，在在 22001177 年年第第 2222

届届世世博博威威··健健博博会会““CCIIHHIIEE””上上海海展展期期间间，，委委托托公公司司为为展展台台搭搭建建公公司司。。为为了了确确保保上上海海新新国国际际博博

览览中中心心的的公公共共设设施施的的安安全全和和施施工工安安全全，，我我单单位位向向展展会会组组织织者者郑郑重重承承诺诺：：  

在在上上海海新新国国际际博博览览中中心心的的展展馆馆内内装装修修或或搭搭、、撤撤建建工工作作时时，，我我单单位位将将要要求求监监督督自自身身委委托托的的展展

台台搭搭建建商商。。严严格格遵遵守守上上列列规规定定：：  

11..  认认真真贯贯彻彻国国家家、、上上海海市市和和上上级级劳劳动动保保护护、、安安全全生生产产主主管管部部门门颁颁发发的的有有关关安安全全生生产产、、消消  

防防工工作作的的方方针针、、政政策策，，严严格格执执行行有有关关劳劳动动保保护护法法规规、、条条例例、、规规定定。。  

22．．负负责责对对施施工工人人员员进进行行安安全全生生产产培培训训教教育育施施工工人人员员要要持持有有上上岗岗旺旺，，进进场场施施工工时时必必须须带带安安  

全全帽帽，，禁禁止止在在场场馆馆内内使使用用高高度度超超过过 22 米米的的人人字字梯梯，，要要督督促促施施工工人人员员遵遵守守施施工工安安全全操操作作规规程程，，按按  

照照规规定定采采取取必必要要的的安安全全防防护护和和消消防防措措施施。。要要指指派派现现场场安安全全负负责责人人，，负负责责日日常常的的安安全全检检查查、、监监督督

工工作作，，并并佩佩戴戴明明显显的的标标识识。。  

33．．严严格格按按照照新新国国际际博博览览中中心心关关于于展展厅厅内内外外的的各各项项操操作作和和使使用用规规定定作作业业，，自自觉觉服服从从中中心心有有

关关工工作作人人员员对对装装修修过过程程的的检检查查和和监监督督。。  

44．．高高空空作作业业时时，，施施工工人人员员需需具具备备登登高高作作业业许许可可证证或或相相应应的的资资格格证证书书，，并并有有安安全全措措施施。。如如

发发生生问问题题，，施施工工单单位位将将承承担担一一切切责责任任和和由由此此产产生生的的一一切切后后果果。。  

55．．施施工工期期间间严严格格遵遵守守中中心心的的各各项项安安全全、、防防火火管管理理制制度度，，如如有有违违反反愿愿意意承承担担全全部部责责任任以以及及

因因此此产产生生的的一一切切后后果果。。  

  

参参展展商商负负责责人人签签字字：：                                    搭搭建建商商负负责责人人签签字字：：  

手手机机：：                                                    手手机机：：  

单单位位盖盖章章：：                                              单单位位盖盖章章：：  

日日期期：：                                                    日日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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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格格 1111      搭建商安全承诺书 

请将此表传真至主场尤择星公司: 截止时间： 8月 14日 

为了确保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施工安全，维护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宁静、安全和环

境整洁，本施工单位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展馆内进行装修或搭、撤建工作时，承诺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一、认真贯彻国家、上海市和上级劳动保护、安全生产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安全生产、消防工作的方针、政

策，严格执行有关劳动保护法规、条例、规定。 

二、负责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培训教育，施工人员要持有上岗证，进场施工时必须带安全帽，禁止在场

馆内使用高度超过 2 米的人梯，在 2 米以上高度作业时仅能使用国标的移动脚手架。要督促施工人员遵守施

工安全操作规程，按照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和消防措施。要指派现场安全负责人，负责日常的安全检查、

监督工作，并佩戴明显的标识。 

三、严格按照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关于展厅内外的各项操作和使用规定作业，自觉服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有关工作人员对装修过程的检查和监督。 

四、施工期间严格遵守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各项安全、防火管理制度，如有违反愿意承担全部责任以及因

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五、高空作业时，施工人员需具备登高作业许可证或相应的资格证书，并有安全措施。如发生问题，施工单

位将承担一切责任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六、施工期间应保持展厅内建筑、结构、设施设备、配件的清洁、完好。如有损坏或污染，将参照上海新国

际博览中心的《建筑、结构损坏赔偿报价表》和《设施设备、配件损坏赔偿报价表》照价赔偿。 

七、严格执行防火、防爆制度。展厅内禁止吸烟。严禁将易燃、易爆物品（如油漆、香蕉水、二钾苯等）带

进场馆，严禁在展厅内动用明火、使用电炉和焊接。 

八、严禁在消防通道内堆放物品，确保馆内消防通道、安全通道及公共走道的畅通。 

九、在施工过程中，严禁出现影响建筑结构和使用安全的行为。 

十、禁止施工人员私自承接与本摊位搭建无关的工作及擅自在场内揽活。 

十一、禁止将摊位搭建或拆除工作转包给私人、个体或无法人资格及相关资质的单位实施施工。 

十二、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装修材料和设施。如有违反以上规定的行为，本施工单位愿意接受上海新国

际博览中心、主办单位、场馆保安的处理，并承担全部责任。 

参展公司名称：展位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搭建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搭建商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  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   

 

搭建公司盖章： 

现场施工负责人签字：   手机：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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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格格 1122    特装展台搭建保证书 
截止时间：8 月 14日 

所有特装展台的参展商及其委托的承建商，均必须仔细阅读和严格遵守本手册相关规定内容，并填写本

表格然后连同展台最终设计方案并递交至大会主承建商审核。展台设计方案提交期限：2017 年 8 月 14 日； 

参展商保证协定 

我公司作为参展商，已仔细阅读并且同意遵守所有展台搭建规则。并且，我公司承诺监管乙方委托的承

建商同样遵守该等规则及条例。 

□ 我公司已聘用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负责我公司的展台设计及搭建。 

□ 我公司已聘用其它展台搭建商负责我公司展台设计及搭建，详细信息见本页乙部。 

□ 我公司展台为单层展台，且搭建高度不超 4.4 米。 

□ 我公司展台为多层及室外展台，请提供多层及室外展台管理办法。 

参展商： 

展台号：           面积：       平方米 

联系人：           邮箱：费 

电话：             传真：丰 

手机：但是 

日期：                 签章确认：分 

展台搭建商保证协定 

我公司作为上述参展商聘用的展台搭建商，已仔细阅读并且同意遵守所有展台搭建规则。我公司需预

先向主办单位提交本页表格、展台设计方案、并向大会主场搭建商支付特装展台押金及电力申请费用后，

并向展馆申请施工证/工作人员胸章。 

申请『临时施工证』（仅限进馆及撤馆期使用）：（张）×人民币 50 元＝人民币元 

搭建商： 

地址： 

联系人：                    邮箱：式 

电话：                      传真：端水 

手机：股份 

日期：                      签章确认：丰 

 

重要事项：参展商及其委托的承建商须保证展台设计的结构完整及安全。大会主场承建运营服务商有权对

存在安全隐患和不符合消防管理规定的展台进行监督和提出整改。 

请将此表回执至：  

大会主场承建运营服务商 

上海尤择星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路 396弄 9号 8A(兆丰大厦)   

电话:021-62133507    

传真:021-62265685 

联系人：叶小姐  13661860418   QQ:86772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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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格格 1133    施工（水、电、气及吊点）申请表 
截止日期：2017 年 08 月 14 日 
名称及规格 单位 单价（元） 数量 金额（元） 备注 

空压机（排量≤0.4立方米/分钟） 台 3500.00    

空压机（排量≤0.9立方米/分钟） 台 4500.00    

国内直线电话 门 1100.00   押金 1000 元 

15A/380v（照明用电） 项 1200.00    

30A/380v（照明用电） 项 2000.00    

40A/380v（照明用电） 项 2600.00    

60A/380v（照明用电） 项 3400.00    

100A/380v（照明用电） 项 5000.00    

30A/380v（动力用电） 项 2000.00    

60A/380v（动力用电） 项 3400.00    

30A/380v（24 小时用电） 项 3600.00    

60A/380v（24 小时用电） 项 5500.00    

1M 宽带 条 4500.00    

展台用水（管径 10mm;压力 4kg/c ㎡) 个 2700.00    

机器用水（管径 20mm;压力 4kg/c ㎡) 个 4000.00    

场馆内吊点费 点 2000.00    

费用总计   

注：﹡特装展台施工管理费（30 元/㎡），押金（每个特装展台 5000 元，保险费 500 元）, 现场向主承
建商缴纳现金办理； 

﹡展台照明用电和设备动力用电必须分开申报，现场也必须分开铺设； 
﹡特装企业申请电箱时需在申报图纸中准确标明电箱的具体位置，进馆后再移动需要收费； 
﹡水、电、气项目 8 月 1 日以后，8 月 10 日之前申报加收 30%，现场申报加收 50%； 

﹡对空压气的提供，展商应准备相应的连接配件。 

﹡对电压不稳反应特别敏感的设备，展商应自备稳压器。 

﹡对水压和水温有特殊要求的展商应自备特殊配件。设备上水管和下水管展商自备； 

以上定单需全额付款至：收款单位：上海尤择星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上海银行曹家渡支行 

                      帐    号：31639500007078932 

参展单位：                                 展位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手机：                    邮箱：     

单位盖章：定 

请将此表回传至：大会主场承建运营服务商 

上海尤择星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路 396弄 9号 8A(兆丰大厦) 

电话: 021-62104653            传真:021-62265685    

联系人：叶小姐 13661860418    Q Q: 86772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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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格格 1144    额额外外加班申请回执表 

截止时间：当天闭馆前四个小时 
为了配合广大展商能够顺利地完成进馆和撤馆的工作，避免不必要的混乱和麻烦，搭建单位应尽量在场

馆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各项工作，如确需增加时间，请填妥下列表格并于进馆布展时每天下午 14 点以前（超

过规定时间申请将加收 50%费用）交主场搭建商现场办公室，办理登记付费手续。 

单位名称： 

联系人：手机：展位号：面积： 

申请加班时间：时间：点—点，共计小时。 

加班费用：（22:00 以前）小时×2000 元/小时=元 

（22:00 以后）小时×3500 元/小时=元 

 

注：加班申请以 1 小时为最低申请时长。 

-------------------------------------------------------------------- 

 

申请人签字： 

 

办理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点   分；                                          

 

 

 

请将此表填写后交至： 

大会主场承建运营服务商现场服务台： 

上海尤择星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顾伟忠   13501693781    QQ:493109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