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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展 商

尊敬的参展商：

感谢您参加将于 2017 年 5 月 12 日-14 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1E-1F 馆举行的第

四届中国国际手工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

本届博览会继续坚持“专注、专业”的基本原则，秉承“更能创造商业价值、更

具艺术价值、更具国际视野”的发展理念，保持“今年花胜去年红”的姿态为各位展

商、观者提供一场名符其实的行业盛宴。

这里为方便各展商做好各项参展准备，博览会组委会特编写了《第四届中国国际

手工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参展商手册》（以下简称《参展手册》）。敬请认真阅读，

并按要求做好相关参展工作。

在此提前预祝大家参展取得成功。

如有任何疑问，敬请垂询博览会组委会，我们将会全力提供帮助。

中国国际手工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组委会

二零一七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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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手工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组委会

地址：中国•郑州经五路66号院西楼204室

电话：（86）371-65788898

传真：（86）371-65728662

联系人：吴先生 手机：15837133815

杨晓飞 手机：18703866517

齐梦柯 手机：15237109093

E-mail：2880505298@qq.com

玩美手工网：www.5349diy.com

展会会场：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电话：（86）371—68089999-9059 15138999012

传真：（86）371—68089969

联系人：吕小强 先生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中央公园一号

推荐搭建商：郑州美弧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联系人：邵亚莉 女士

电话： 13373916286，18737175989

E-mail: 274339595@qq.com

网址：www.findmh.com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CBD国际会展中心E213/E318

http://www.5349di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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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搭建商：郑州嘉毅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联系人：韩彦科 先生

电话：13939011856/13733188605

E-mail:307103925@qq.com

网址：www.zzmavm.com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CBD国际会展中心E111

标准展位搭建商：郑州骐骥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龙15713822335

主办方协调联系人尚伟：13783535600.

德邦物流服务电话：95353

德邦郑州送货电话：0371-55133047/48/49/50

德邦收货电话：13938540068

★★注意：

1. 参展企业无需按推荐的搭建商，可自行寻找符合要求且具有会展中心认可资质的搭

建公司进行搭建，只需按本手册第4章《展台搭建和特装申报表格》中相关规定要主场公

司提交报馆即可。

2．各位参展商如需物流商品货物到展馆，请在运单或快递单上写如下收货地址河南

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中央公园一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1E/1F展厅+贵司展位号，联

系信息一方面填写贵司布展人员，另一方面写主办方现场接洽人员，贾博文

18638661965（详见附件8）。

3．请在货物包装箱体上用A4纸注明“郑州手博会 总N件第N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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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事项时间表

各项表格提交时间

截止日期 事项

2017年4月30日

表 1：会刊免费介绍登记表(必填)

详见附件表 2：印刷品及现场广告征订表

表 3：标准展位楣板登记表(标准展位必填)

表 4：展商现场活动宣传登记表(必填)

搭建期间展商工作时间

2017年5月10日 星期三 08:30 ～ 17:00

2017年5月11日 星期四 08:30 ～ 17:00

搭建工作必须在以上时间内完成。如需加班请于当日16:00前到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登陆大厅办理加班

手续，否则展馆将不能安排有关人员进行加班。加班费用由参展商自理。

开展期间展商工作时间

2017年5月12日 星期五 09:00 ～ 17:00

2017年5月13日 星期六 09:00 ～ 17:00

2017年5月14日 星期日 09:00 ～ 16:00

撤展期间展商工作时间

2017年5月14日 星期日 16:00 ～ 21:00

撤馆工作必须在以上时间内完成。如需加班请于当日16:00前到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登陆大厅办理加班
手续，否则展馆将不能安排有关人员进行加班。加班费用由参展商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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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展商报到

（1）特装参展单位请与联系好的搭建商联系报馆，并将参展的人数报给本博览会组

委会，组委会将提前把参展证快递给各特装参展单位。

（2）标准展位参展单位报到时间：2017 年 5 月 11 日（9:00-17:00）

（3）报到地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一层序厅报道收费处（请参阅一层序厅平面图）。

（4）各参展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持与主办单位签约的参展协议，到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一层序厅的展商报到处签署《安全责任书》，领取参展证。

（5）参展商持参展证到各展位进行布展。

（6）报到联系人：5 月 10 日武丹丹（13623810073），5 月 11 日任燕利

（13613827025）。

特别提醒：特装展位的搭建单位如未能在5月9日前办理报馆手续的，则到

特装手续办理窗口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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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展会重要信息

3.1 展览地点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1E/1F厅

电话：（86）371—68089999-9059

传真：（86）371—68089869 联系人：吕小强 先生

网址：www.zzicec.com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中央公园一号

3.2 展品展示

展商必须在2017年5月12～14日的整个展览期间展示其展品。在展览会正式结束之前，

任何展商不得擅自将展品撤离展馆。在整个展期以及进、撤馆，展品装卸期间，展商都必

须指派专人在场。

3.3 进出馆凭证

现场察看：展商如需在展前勘察场地，可请主办单位事先联系做出安排。

展商胸卡：主办单位将在5月10～11日08:30～17:00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1E\1F展厅

入口展商报到处发放展商胸卡，展商需至现场领取胸卡。参展商可于5月12-14日8：30-9：

00统一从10号门提前进场，每天上午可从此通道补货进场。

3.4 标准展位

未经主办单位特殊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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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产生的附加费用由展商承担。

http://www.zzic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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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标准展位用电

标准展位内配有10A/220V单向电插座，额定功率为500W。如果展商展品用电需要更

多电量，请向主场搭建商租赁电源。标准展位不得擅自安装照明。

3.6 如何到达会展中心

始发站：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地铁）

路线 地铁2号线、延长线，紫荆山转1号线

时间 1小时30分钟

费用 9元

始发站：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机场大巴） 始发站：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的士）

路线
民航大酒店转919路、26路公交

车会展中心下车
路线 机场高速

时间 1小时50分钟左右 时间 约40分钟

预计费用 16元 预计费用 120元左右

始发站：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始发站：郑州东站

路线 郑机高铁线 路线 郑州东站-会展中心

时间 20分钟左右 需坐站点 郑州东站需坐4站

预计费用 12元或19元 预计费用 2元

始发站：郑州火车站或东站（地铁） 始发站：郑州火车站或东站（的士）

路线 会展中心站下车 路线 人民路-金水路

需坐站点 火车站需坐6站 东站需坐4站 时间 30分钟左右

预计费用 2-3元 预计费用 20-3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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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参展注意事项

（1）乙方在布展、参展时间内，应保证展出商品及服务的合法性，保证参展商品不

存在质量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等法律纠纷，并保证所提交资料的真实、合法、有效。

（2）乙方的广告、招贴、展架等均应在自己展位内部张贴或放置，不得在公共区域

随意放置，如果有物事需求，应提前向甲方申请备案；

（3）乙方应维持良好的展场秩序，不得有吵闹、播放摇滚音乐等影响其他参展商的

营销活动；

（4）严禁参展期间的大声叫卖、低价倾销、练摊等性质的不文明行为；

（5）严禁在开展期间在展位上进食进餐，展厅内设有餐饮区，并有简餐提供。休息

时间进餐请在主办方指定的区域进食，维持良好的展场氛围。

（6）乙方应对保证在展会期间（包括布展期、撤展期）的场馆使用及配套服务必须

遵守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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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展台搭建和特装申报表格

标准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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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管理办法

特别申明

欢迎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手工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暨中国第四届手工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论坛（以下简称“手工艺展”），本《特装管理办法》为您参加本次展会搭建特装展台

提供了重要指南和服务信息，请您认真阅读并严格遵守本办法，同时须遵守国家、地方政

府、主办单位、主场运营商和展馆的其他各项相关管理规定，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管理，保

证施工的安全和质量，对因违反《特装管理办法》而产生的安全事故承担全部责任。主办

单位和相关部门保留对参展商和搭建商递交的搭建方案进行再审核或委托第三方审核及修

改的权利。所有展台的准备和施工工作须经主场运营商批准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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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协助您提供所需

的相应服务。我们衷心祝愿您在本次展会中取得大的收获！



13 / 31

附件1 主场服务流程

特装展台参展企业手续办理流程

尊敬的参展商、搭建商：

欢迎阁下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手工创意产业博览会”，博览会组委会和主场服务商

将竭尽所能为您及您的客户提供安全、融洽、和谐、舒心的营商氛围，带给所有与会人士

一次美好的会展服务体验。

为确保本次会展项目各项活动的有序进行，做到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大型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遵守《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施工管

理规定》，

特别提醒阁下能按照以下流程，筹备好您的本次参展活动。

布展前：

第一步： 前往组委会办理参展手续。

第二步： 5 月 8 日 17：00 前向主场公司“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展览服务分公

司”提交报馆资料，接受主场公司的审核；逾期办理，主场公司将加收 30%加急费。联系

人：赵楷锋 15639001690/68089999-9056，下载资料 QQ 群：298180733。以下材

料电子版请发邮箱（546239827@qq.com），发过之后请电话告知赵楷锋。

报馆所需资料及装订顺序 ①1、2、3 ②4、5、6、7、8

1.雇主责任险 1 份（投保人签章处加盖公章）（30 元/人，必须购买保险，不买不办

理手续）

2.施工人员备案表 1 份（包含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加盖公章）；

3.营业执照复印件 2 份（加盖公章）、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1 份（加盖公章）、组织机

构代码证复印件 1 份（加盖公章）

4.施工安全承诺书 1 份（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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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施工安全责任书 1 份（加盖公章）；

6.施工人员电工资质证复印件 2 份；

7.特装展台设计图 2 份（含尺寸、高度的俯视图、侧视图、桁架、木质、涂料等材质

说明）；

8.配电系统图 2 份（包含用电器、数量、规格、配电箱、线材）。

注：请提前准备好复印件，材料准备不齐者不予办理报馆手续。

第三步： 申请施工证和施工用电、展台用电。

第四步： 缴纳施工证件费、施工管理费、电费、施工安全清洁保证金。

第五步： 领取施工证。

第六步： 凭参展证办理《车辆通行证》。

第七步： 凭《施工证》和《车辆通行证》进出展馆。

展览期间： 展台留守值班人员，随时处置安全隐患，确保影音设备音量不超过 60 分

贝。

撤展期间：

第一步： 通知大会服务台断电，并及时归还配电箱；

第二步： 组织工人凭证进入展馆，有序拆除展台，不野蛮推到；

第三步： 清理展台现场，不残留垃圾和物品；

第四步： 通知大会服务台验收场地；

第五步： 撤展后 10 个工作日内凭工作人员赵楷锋签字确认的《押金单》收费单据，

办理退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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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雇主责任险（短期）投保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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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被保险雇员清单（若被保险雇员多于 25 人，请另行提供雇员清单）

序号 雇员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职业/工种 保险方案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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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施工安全承诺书

大会组委会、主场运营商：

搭建公司名称：

被授权为“第四届中国国际手工创意产业博览会”参展企业名称：

展位号： 展位面积： ㎡（木质、桁架）的唯一承建商

用电类型： 施工证数量：

项目负责人： 身份证号码：

手机：

安全负责人： 身份证号码：

手机：

我公司将严格服从展会组委会的统一安排及现场管理；服从主场运营服务商及郑

州国际会展中心主管部门的施工管理和监督检查，保证展台和人身安全。并承诺如下：

1.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大型社会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展览、

展销活动消防安全管理暂行规定》、《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现场施工管理规定》以及其它相

关规章制度，服从主场运营服务商——郑州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及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主

管部门的施工管理和监督检查。

2. 保证所设计和施工展位具备应有的牢固性、安全可靠；保证展会施工严格按照图纸

设计进行；保证展位搭建所用材料不使用明火、易燃、易爆物品及具有放射性、有毒性、

腐蚀性物品；保证展位在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佩戴施工证，有必备的防护措施（安全帽、

安全绳），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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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证在布展前5天下午16:00前，向组委会指定的主场运营商提交特装展台报图资料

以供审批。包括企业经营资质、展台设计图（包含尺寸和高度的平面图、俯视图、透视

图），施工材料说明，展位电路图（配电系统图，包含用电器、数量、规格、配电箱、线

材）。未经主场运营商审批的展台不私自搭建，或已经审批的展台不私自做出改动和调整。

4. 对于现场施工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的，愿意积极整改，未能作出及时整改的愿意承

担相应处罚和相关安全责任。

5. 每天下午闭馆时，主动关闭所负责展位的一切电源，如出现未关闭情况，我公司将

接受主场公司的罚款：500元/次，罚款从展位清洁押金中扣除。

我公司承诺所提供的一切报批材料均合法、有效，对报批材料中列明的事项不私自调

整。

（展台搭建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19 / 31

附件 5 施工安全责任书

1. 严格遵守《消防法》、《大型活动条例》、《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展览施工管理规定》

以及其它相关规章制度，服从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主管部门的施工管理和监督检查，保证展

台和人身安全。

2. 施工前应按照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有关规定办理施工资质登记备案、施工图纸报审等

手续，并交纳相关费用。

3. 施工现场的安全和防火由施工单位负责，施工单位须确定一名施工现场安全负责人，

全面负责施工现场的安全、防火工作。

4. 展台结构必须牢固、安全，搭建材料应使用难燃或阻燃的材料，禁止使用弹力布和

针棉织品做装饰材料。

5. 展馆内施工只能对展台进行预制件的组装，不得使用电锯、电刨等加工作业工具。

6. 展台施工不得使用易燃、易爆物品（如：酒精、稀料、橡胶水等），不得在馆内进

行喷漆、刷漆等工作。

7. 展台结构严禁在展馆顶部、柱子及各种专用管线上吊挂、捆绑，所有结构应和展台

自身主体结构连接。严禁利用展馆顶部管网作为吊装展台结构的工具。

8. 施工单位在施工时，应随时清理施工垃圾等各类废弃物品，搭建展台的材料应码放

整齐，严禁占用消防通道，保持馆内通道畅通。不得在馆内设置存放物品的仓库。

9. 展馆内的一切设施不得破坏或改变其使用性质和位置，展馆内、外地面、墙面等建

筑不得钉钉、打孔、刷胶、涂色、张贴宣传品，不准损坏展馆一切设施。

10. 相邻展台所有结构背板墙必须做出妥善装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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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馆内搭建二层或结构复杂的展台以及搭建馆外展台时须提供展台细部结构图并加

盖有相关资质设计院审核章和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印章及审核报告。从设计到施工应

充分考虑展台的安全性，确保搭建展台各连接点及展台整体结构的牢固性。

12. 搭建二层展台必须设置年检合格的灭火器。

13. 展台结构不准遮挡展馆内的消防设施、电气设备、紧急出口和观众通道。搭建地

台必须于展位范围内部地台边缘处设置缓坡通向公共通道，防止地台与地面的落差造成人

身伤害。展馆防火卷帘门下不得搭建任何展架、展台、整体地台及堆放各种货物，防火卷

帘门所处的展馆立柱严禁采取任何形式的包裹及遮挡，保证防火卷帘门升降畅通。

14. 特装展台不得超过限定高度(主结构不得高于 6m,辅助结构如灯架不的高于 8 米)。

15. 施工登高作业高度达到 2m 及以上的施工人员须系安全绳。

16. 室外搭建的展台要做好防风措施，确保展台结构的强度、刚度、稳定性以及局部

稳定性。即：不能出现可变形体系，在荷载作用下（主要是风荷载，冬季为雪荷载）不能

产生过大的变形。所设计的结构强度应当满足荷载所需要的强度。

17. 使用玻璃材料装饰展台，必须采用钢化玻璃，要保证玻璃的强度、厚度（幕墙玻

璃厚度不小于 8mm），玻璃的安装方式应合理、可靠，必须制作金属框架或采用专业五

金件进行玻璃安装，框架及五金件与玻璃材料之间要使用弹性材料做垫层，确保玻璃使用

安全。大面积玻璃材料应粘贴明显标识，以防破碎伤人。若使用玻璃地台，则结构支撑立

柱、墙体必须固定于地台下方，不得直接在光滑玻璃面上方搭设展台结构。

18. 展台搭建材料的选用要符合国家有关部门关于临时性建筑的材料用法标准并结合

展览会的特点合理选材，选材时应符合国家环保要求。

19. 馆内严禁吸烟，施工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帽和反光背心，展台施工不得使用易燃、

易爆物品，禁止明火作业。

20. 展台严禁采用全封闭式顶棚，展台顶棚不得阻挡展馆顶部消防设施，要保证展台

顶棚至少有 50%以上的平面开放面积，以确保展台的消防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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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展台施工人员应佩戴证件进场施工，严禁证件不符和倒证现象的发生，专业技术

人员须持上岗证施工。

22. 严禁使用霓虹灯作为展台装饰照明。照明灯具等各种用电设施及材料应具有国家

专业安全认证，应按照规程标准施工、安装、使用。电器连接安装应使用双层绝缘护套线，

连接端子必须完全封闭不行裸露并加盖绝缘盒。

23. 施工单位不得动用展馆配电箱等固定设施。室外安装灯具、插座、配电盘等应选

用防雨型，室外用电设备应有可靠防雨措施。

24. 施工人员不得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内进行野蛮施工，以免发生危险。

25. 展览会开幕后，施工单位须留现场安全负责人及专职人员现场值班，发现问题及

时处理。

26. 撤馆时，严禁野蛮拆卸，施工单位须将所有搭建材料全部撤出展馆并清运干净，

严禁堆放在展位或展览中心馆内或倒卖给收垃圾者。

27.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保留对特殊情况实行特别限制的权利。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管理

人员有权进入展台进行检查。

施工单位在进馆施工、撤馆以及运输过程中因违反上述规定，所造成的人员伤亡、火

灾及场馆建筑物设施损坏等一切安全责任事故，由施工单位负全部责任，并承担由此给郑

州国际会展中心造成的所有的名誉及经济损失。

本人已仔细阅读此《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和《违规施工处罚内容及罚款额度》，并

保证严格遵守此规定。

搭建公司名称：

负责人签字（盖章）：

手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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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违规施工处罚内容及罚款额度

序

号
内 容

罚款额度

（人民币）

1 施工单位如未办理特装展位搭建手续私自搭建展位，将立即停止施工，将

施工人员清出展馆，补办施工手续后方可施工，并处罚款。
2000 元

2 未经书面许可，私自接电，一经发现，除补交电费外，并处罚款。 2000 元

3 未经书面允许，在展览馆内动用明火作业，没收其作业设备，并处罚款。 1000 元

4
施工单位连接水源的设备设施造成任何泄漏的行为和结果，

除赔偿由此给场馆带来的损失外，并处罚款。
1000 元

5
展台搭建出现结构失稳等重大安全隐患，要求立即设置隔离区域，进行整

改，并处罚款。
1000 元

6
展台搭建超过规定高度或搭建垂直投影面积超过实际展位，要求立即整

改，拒不整改者，并处罚款。
1000 元

7
展台阻塞消防通道、消防卷帘门、紧急出口、消防设施、公共通道、

配电柜以及摄像头等，要求进行拆除整改，并处罚款。
500 元

8
距地面 2 米以上施工作业须使用梯子或脚手架，直接攀爬展位结构施

工，要求立即整改，并处罚款。
500 元

9
展台搭建使用各种易燃纺织物品、木质结构未刷防火涂料，要求立即整

改，并处罚款。
500 元

10
使用禁用电料（霓虹灯、高温碘钨灯、高温石英灯、平行线、麻花

线等），违反电工操作规定，制止其施工行为，并处罚款。
500 元

11
展厅内调漆、喷漆、刷漆等违反《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展览施工管理

规定》的行为，要求其立即停止，并处罚款。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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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盖章）：

负责人手机：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12
展台施工使用易燃、易爆物品（稀料、酒精等），要求停止其施工行为，

并处罚款。
500 元

13
展厅内不得使用电锯、电刨、电切割等工具作业，如出现以上行为，

要求其立即停止作业，并处罚款。
500 元

14
背靠背展台与相邻展位间的结构高于对方展位，但背部未做遮盖者，并处

罚款。
500 元

15

搭建展台及各种活动布置不能私自利用展馆顶部、墙面、柱子、栏杆、门

窗及各种专用管线吊挂、捆绑、钉钉、粘贴等，否则要立即进行整改，并

处罚款。

500 元

16 施工时阻塞展厅通道，妨碍他人通行，劝阻无效，对施工单位，处罚款； 500 元

17
撤展时，野蛮拆卸展台、推倒展台及搬运物品时造成地面损伤等，要求其

立即纠正，并处罚款。
500 元

18
撤展时私自将展台结构卖于收购的个人及单位进行拆除的行为，对施工单

位罚款。
500 元

19 对展馆工作不予配合的施工单位，视情节严重处罚款。 500 元

20
撤展时，施工垃圾未清理或未清理干净或未验收，将在施工押金中

扣除 200 元至全部场地押金的违约金。

200 元至全

部

场地抵押金

21 施工期间未按规定佩带施工证、安全帽或安全带，对施工单位处以罚款。 100 元/人

22 施工期间未能自带持证电工接驳电箱，对施工单位处以罚款。 500 元/次

23
每天闭馆时，主动关闭所负责展位的一切电源，未关闭则对施工单位处以

罚款。
500 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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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租赁服务

郑州骐骥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提供展具租赁服务，如有需要请填写 “展具租赁申请

表” 。

租赁物品如有损坏或丢失，按照维修价格及展具价格赔偿。

联系人:张 茏

电话 ：15713822335 / 0371-68089957

邮箱 ：25530686@qq.com

地址 :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展览 E214

联系人：王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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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展具租赁申请表

※ 请用正楷填写

参展单位信息 ：展馆 展台号：

单位名称 中/英文

通讯地址 中/英文

联 系 人 职 务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电子邮箱

编号 名 称 单位
预定价

（元/展期）
押金（元） 数量 金额

1 玻璃桌 张 100 200

2 折叠桌 张 60 200

3 折叠椅 张 20 100

4 吧椅 张 50 100

5 挂网 张 20 20

6 玻璃精品柜 组 350 200

7 玻璃展品柜 组 300 200

8 玻璃精品柜带灯 组 400 300

9 梯形台 组 280 300

10 射灯 个 50 100

11 等离子电视 套 800 1000

12 音响 套 1000 2000

13 LED（P6） 平方 1000 5000

14 LED (P7) 平方 600 5000

15 投影仪 台 6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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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幕布（自撑式） 块 150 500

17 饮水机（立式） 台 100 200

18 纯净水 桶 15 100

费用合计（人民币元）：

注：

注：1、参展商需妥善看管租赁展具，如有丢失按照展具双倍价格赔偿；

2、所有预定的服务将不接受更改及退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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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需原件加盖公章）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物流进出馆服务费率表

序号 项目 规格 报价（元） 备注

1.进出馆服务：(从展馆进货口车板至展台+从展台至展馆进货口车板)

1.1

进馆费

3T 叉车 100RMB/叉
服务内容：

展览场地卸车- 进馆(展商自行拆箱,整好箱板,注明本

展台号)-展品就位(不含组装)。1.2
5T 叉车 200RMB/叉

8T 叉车 300RMB/叉

1.3 出馆费

3T 叉车 100RMB/叉
服务内容：

展商自行装箱-运至装车。

5T 叉车 200RMB/叉

8T 叉车 300RMB/叉

1.4 小推车 1 小时起收 30RMB/小时 押金 200RMB，超过 1 小时按每半小时计费。

1.5 手动液压车 1 小时起收 100RMB/小时 押金 500RMB，超过 1 小时按每半小时计费。

备注 展品卸车后如需组装，现场面议。

2 代收货物及仓储服务

2.1 仓储费 30.00RMB/ 立方

提前到达货物仓储费为 30.00RMB/ m³/天(物

流费用需有发货方支付，不支持到付，布展期

间不再接收货物，参展商需计算好货物到达展

馆时间。如在接货时，需使用叉车卸货，按叉

车收费标准执行。)。

2.2 联系人 贾博文
办公电话：

68089999-9070
手机：1863866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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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展厅及周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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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周边酒店信息

序

号
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参考价位

1 中油花园酒店（四

星）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1 号
0371-69099999 580 元

2 郑州美豪诺富特酒

店（四星）

郑州市郑东新区 CBD 商务外环路 17

号格拉姆大厦 A 座 037168509999 718 元

3 格拉姆瑞玺酒店 郑州市郑东新区 CBD 商务外环路 1

号

0371-87516588

0371-87516599
430 元

4 景峰豪悦酒店 郑州市郑东新区 CBD 商务外环路 27

号（与商务东三街交叉口） 0371-55151155 358 元

5 嘉园快捷酒店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商务西六街 0371-86060992 标间 16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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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内环 4 号楼 单间 138 元

6 格瑞芙精品酒店 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 16 号（农业

南路与金水东路交叉口南 50 米民政

厅对面）
0371-55908888 398 元

7 郑州苹果酒店 郑州市郑东新区农业南路 106 号

（格瑞芙酒店对面）

0371-86539888

0371-86178256
358 元

8 锦江之星 郑州市郑东新区农业东路 106 号

（金水路农业东路交叉口向南 50

米）
0371-69138888 299 元

9 好如家快捷酒店

（郑东新店）

郑州市金水东路与聚源路交心口南

50 米 0371-86029659 258 元

10 正方元锦江国际饭

店（五星）

郑州市郑东新区黄河南路 86 号
0371-55651919 580 元

11 建国饭店 郑州市金水路与民航路交叉口
0371-65792292 498 元

12 河南德亿大酒店

（四星）

郑州市金水路与玉凤路交叉口东 200

米路南

0371-69512111

0371-69512112
328 元

13 中州国际饭店 郑州市未来路 73 号（黄河路未来路

交叉口）
0371-60311111 419 元

14 河南天地粤海酒店 郑州市农业路东 41 号 0371-69158888

0371-69158777
548 元

15 名门商务快捷酒店 郑州市金水路 297 号（金水路与玉

凤路交叉口东南角）

0371-86101777

0371-86101776
208 元

16 好如家快捷酒店

（未来路店）

郑州市金水路与玉凤路交叉口向南

20 米

0371-69322222

0371-63486002
198 元

17 郑州未来康年大酒店 郑州未来路 69 号

（未来路与纬四路交叉口）
0371-65612288 48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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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指南

A.兰亭酒店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营销经理：穆兰 13783577372

电话：0371-87536666 传真：0371-68089910

菜系价格：20～40 元之间 ， 自助餐最低 80 元/人。

B.百宴菌菇拉面

地址：三楼连廊

C．上海豪励餐饮

地址：三楼连廊

D．德克士

地址：三楼连廊

E．米多面多

地址：郑东新区黄河南路与祭城路交叉口东 200 米

电话：18638557832 经理电话：18638557820

菜系价格在 10 元～15 元之间 ， 套餐 18～20 元/人。

F.山西面馆

地址：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西六街交叉口向南 200 米五行嘉园 4 号楼东侧

电话：15093309255

菜系价格：10 元～15 元之间

G.香香热干面

地址：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五行嘉园 41 号楼一层

电话：13849109916 13783588795

菜系主营热干面、黄焖鸡米饭、烩面、刀削面、土豆粉、麻辣烫等。

H.沙县小吃

地址：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五行嘉园 41 号楼一层东侧

会展中心餐饮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