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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尊敬的各位展商：

        我们荣幸地欢迎您参加第十二届中国奶业大会暨2021中国奶业展览会。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

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

汇点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讲话指示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在农业农村部、安徽省人民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中国奶业协会将以“展成

果 谋方略 绘蓝图 点亮两个百年交汇点”为主题，全面总结“十三五”奶业成就，

系统谋划“十四五”战略发展，定于2021年7月17-19日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

心召开第十二届中国奶业大会暨2021中国奶业展览会和2021中国奶业20强

（D20）峰会，按照国家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总体要求，贯彻新发展理念，开

创新发展格局，促进奶业全面振兴，推动奶业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现代

化奶业开好局、起好步。

        在确保疫情防控安全的前提下，为保证本届大会暨展览会各项活动的圆

满成功，协助您更加有效地做好展前准备工作，我们精心准备了这份参展商

手册。在本手册中，您可以找到报展、运输、撤展的注意事项以及预订临时

家具、电器、电源的注意事项，并附上相关预订表格。为了能最大程度使整

个展会有条不紊地进行，提醒各位展商注意仔细阅读此手册。

        我们衷心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与参与，并期望与您相会在2021年7月的

合肥！

        致礼

                              第十二届中国奶业大会暨2021中国奶业展览会  主办方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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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需提交资料目录

一、加高标准展位参展商需提交以下资料：

本手册中
序号

表格名称 提交日期 回传邮箱或提交网址 联系人 备注

二十四 酒店预订回执表 先到先得 liuyuandong1998@163.com

刘源东，
13915989098
李雅雯，
19962026898

如需要请
邮件提交

二十六
展品物流运输指南
展品信息登记表

— chenk@ues-scm.com
陈凯，
18156050301
18963623239

如需要请
电话联系

十四 会刊信息登记表
2021年6月
10日前

登录http://expo.dac.org.cn/
提交

郑粤，
010-62673667
13651385799

必须提交

十五 会刊广告申请表
2021年6月
15日前

dacexpo@vip.126.com
郑粤，
010-62673667
13651385799 如需要请

邮件提交

十六 展馆内外现场广告刊例 — 马炳东，18513599500

十八 亮点产品介绍
2021年6月
15日前

登录http://expo.dac.org.cn/
提交

郑粤，
010-62673667
13651385799

如需要请
系统提交

十九 会展期间参展商活动登记表

二十一
展位楣板名称确认表
（楣板管理、楣板画面上传）

2021年6月
15日前

登录http://expo.dac.org.cn/
提交

苏柏林，
18506955827
sbl@xicec.com
1340311890@
qq.com

必须提交

二十三 展具租赁服务
2021年6月
15日前

登录http://dac.xicec.com/
提交

如需要请
系统提交

十七 参展商证件申请表
2021年6月
20日前

登录http://expo.dac.org.cn/
提交

郑粤，
010-62673667
13651385799

必须提交

二十 第十二届中国奶业大会报名表
2021年7月
5日前

如需要请
邮件提交

八 防疫防控表格
2021年7月
16日 展商现场报到时提交

丁可可，
010-62673064
18055609297

必须提交



4

参展商需提交资料目录

二、特装展位（无装饰地面）参展商需提交以下资料：

本手册中
序号

表格名称 提交日期 回传邮箱或提交网址 联系人 备注

二十四 酒店预订回执表 先到先得 liuyuandong1998@163.com

刘源东，
13915989098
李雅雯，
19962026898

如需要请邮
件提交

二十六
展品物流运输指南
展品信息登记表

— chenk@ues-scm.com
陈凯，
18156050301
18963623239

如需要请电
话联系

二十七 搭建单位资质证明

展商选定
搭建商前

登录http://dac.xicec.com/
提交

占少平，
18506955828

必须提交，
需搭建商填
写二十七

展位搭建商承诺书、自律声明、展
览搭建工程安全质量及企业信用责
任声明

十四 会刊信息登记表
2021年6月
10日前

登录http://expo.dac.org.cn/
提交 郑粤，

010-62673667
13651385799

必须提交

十五 会刊广告申请表
2021年6月
15日前

dacexpo@vip.126.com 如需要请邮
件提交

十六 展馆内外现场广告刊例 — 马炳东，18513599500 如需要请电
话联系

十八 亮点产品介绍 2021年6月
15日前

登录http://expo.dac.org.cn/
提交

郑粤，
010-62673667
13651385799

如需要请系
统提交十九 会展期间参展商活动登记表

二十一 特装展位搭建委托书

2021年6月
15日前

登录http://dac.xicec.com/
提交

占少平，
18506955828

必须提交，
需参展商填
写

二十一 参展商文明参展承诺书

二十一
特装展位搭建结构安全、消防安全、
施工安全承诺书

二十一 特装展位图纸

2021年6月
15日前

登录http://dac.xicec.com/
提交

占少平，
18506955828 必须提交，

参展商可交
由搭建商填
写

二十一 搭建装饰材料等相关合格证明

二十一 展览配套服务申报表

二十二
《展览会责任险》保单
(可登录www.zhanbaoyunlian.com
直接投保)

郑超，
010-63559239
15600457560

二十三 展具租赁服务
2021年6月
15日前

登录http://dac.xicec.com/
提交

苏柏林，
18506955827
sbl@xicec.com

如需要请系
统提交

十七 参展商证件申请表
2021年6月
20日前 登录http://expo.dac.org.cn/

提交

郑粤，
010-62673667
13651385799

必须提交

二十 第十二届中国奶业大会报名表
2021年7月
5日前

如需要请邮
件提交

八 防疫防控表格
2021年7月
16日 展商现场报到时提交

丁可可，
010-62673064
18055609297

必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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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位置图

地址：安徽省合肥滨湖新区锦绣大道3899号

电话：0551-65790109

网址：www.ahhuizh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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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展馆平面图

2021中国奶业展览会使用展馆为5、6、7、8、9、10号馆和主展馆

展览馆数据
指标项目 5号馆 7号馆 8号馆 9号馆 10号馆 主展馆

使用面积 10000平米 10000平米 10000平米 10000平米 10000平米 23000平米

地面承重 5吨/m2 5吨/m2 5吨/m2 5吨/m2 5吨/m2 5吨/m2

场馆净高 15-18米 15-18米 15-18米 15-18米 15-18米 15-18米

展位限高 5米 5米 5米 5米 5米 5米

吊    点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货运出口 5.5m宽×4.7m高，8个/馆

压缩空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上 下 水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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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信息

一、展会名称

       第十二届中国奶业大会暨2021中国奶业展览会

二、举办时间

       2021年7月17-19日

三、大会主题

       展成果 谋方略 绘蓝图 点亮两个百年交汇点

四、举办地点

       中国 ·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5、6、7、8、9、10号馆和主展馆

       地址：安徽省合肥滨湖新区锦绣大道3899号
       电话：0551-65790109
       网址：www.ahhuizhan.com

五、交通指南

       ★ 合肥新桥机场 → 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全程47公里，约40分钟

       ★ 合肥火车站 → 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全程19.8公里，约30分钟

       ★ 合肥南站 → 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全程6公里，约10分钟

       ★ 地铁线路

            1号线“滨湖会展中心”站

六、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奶业协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2号中国农业科学院

                  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牧医3号楼（100193）

       联系人：丁可可    010-62673064        18055609297

                      郑   粤    010-62673667        13651385799

       E-mail：dacexpo@vip.126.com

       QQ群：中国奶业展览会（群号：346704938）

       微信号：13810426592
8



展会信息

七、展会信息网址及微信公众号

     （所有展会信息都将公布在以下网站、微信公众号及展会管理系统）

             

                 www.dac.org.cn

八、展会防疫须知

       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势下，所有参展人员请做好“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

等防疫要求，严格遵守《第十二届中国奶业大会暨2021中国奶业展览会和2021中国奶

业20强（D20）峰会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实施方案》要求，认真如实填写记录防疫防控

表格，并于展会结束前交至主办方处。

        “防疫防控表格”【请登录http://expo.dac.org.cn下载】，填写盖章后在参展商

报到时现场提交，不交回将不予发放参展商证件。

  九、展览会日程

十、参展商日程

 

    

        注：1. 有大型展品及特装展位的企业请及时联系指定物流运输商；

                2. 企业在布展、撤展期间如需加班，将按相关规定自付加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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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程 时    间

2021中国奶业展览会
2021年7月17-18日 09:00-17:00

2021年7月19日 09:00-15:00

布展期间 时    间
参展商布展时间（领取参展证、会刊） 2021年7月15-16日 08:30-17:00
大型设备（展品）进馆 2021年7月14日 15:00-17:00
特装展位企业 2021年7月15-16日 08:30-17:00
加高标准展位企业 2021年7月16日 13:00-17:00

展览会时间 时    间

参展商进出馆时间
2021年7月17-18日 08:00-17:30
2021年7月19日 08:30-20:00

展览会期间观众进出馆时间
2021年7月17-18日 09:00-17:00
2021年7月19日 09:00-15:00

参展商撤展时间 2021年7月19日 15:00-20:00



展会信息

十一、展品范围

       牧草种植、收割、储运、加工，牧场设计及建设；奶牛饲料饲养、繁殖育种、卫

生保健，挤奶、牛奶储运；粪污处理，乳制品加工设备及包材、乳制品消费、贸易等

全产业链各环节的产品、技术、设施设备及奶业综合服务等。

十二、兽药企业参展规定

       兽医药品生产或经营单位必须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的规定持有《兽药生产或经

营许可证》，所参展的药品必须取得产品批准文号。

十三、展位安排原则

       展会组主办方将根据如下原则安排展位：

       1. 参展企业的报名顺序；

       2. 参展企业预定的展位面积，主通道附近将安排面积大的参展商；

       3. 展出产品所隶属的范围及参展企业的行业；

       4. 最大限度地利用场馆的面积；

       5. 合理布局并符合防火安全需要。

十四、会刊和参观指南以及刊登广告

       （一）会刊情况

       1. 会刊将为参展企业免费刊登中英文公司名称、中英文联系方式。

           会刊预计印刷数量约10000册。

       2. 参观指南主要内容包括展览会日程、参展企业名录、展位图以及专场活动信息

等，将在展览会期间免费赠送给观展人员。

           参观指南预计印刷数量5万册。

        （二）会刊彩色广告要求

       1. 参展商在展览承办方所属会刊刊登广告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

相关规定。

       2. 广告图片分辨率需在300点以上，CMYK颜色模式，大小为210×297mm，另

左右各需留出3mm出血（出血边供裁切用，不可以放有用的文字或图，但底图则相反

要拉出成品以外填满相应出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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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信息

十四、会刊和参观指南以及刊登广告

       （二）会刊彩色广告要求

       3. 广告图请以邮件或在线传输形式发送至dacexpo@vip.126.com，

QQ号：33021557，微信号：13651385799。

       4. 由于印刷业的特殊性，展览承办方所出版的会刊上对于参展商刊登的广告可能

在颜色、清晰度、图案等表现形式上存在细微的差别，这属正常范围的误差，展览承

办方尽可能避免，但一旦产生，展览承办方不负有任何责任，也不负责任何形式的赔

偿。如展览承办方按参展商的广告签字稿发布而出现广告（或文字等）错误的，展览

承办方概不承担任何责任；如展览承办方未经参展商签字同意发布出现广告（文字等）

错误的，展览承办方按原版原位置免费在下一届会刊上刊登一次并做更正声明。

       5. 提交文字稿和广告材料的截止日期为2021年6月15日前。

       展览会会刊汇集了展会及参展商的基本信息，是买家和各媒体的重要参考资料，

请展商于6月15日前登录http://expo.dac.org.cn“会刊信息”中提交（所有展商必须提

交）。

十五、展览会会刊广告价目表

        《2021中国奶业展览会会刊》广告价目表（元/版）

        注：欲刊登广告，请填写“会刊广告申请表”【请登录http://expo.dac.org.cn“广告宣传”中

下载】，发送至dacexpo@vip.126.com（请发送盖章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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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位 色    别 版    面 价  格
封    底 彩    色 整版16K 10000
封    二 彩    色 整版16K 6000
封二右页 彩    色 整版16K 5500
封    三 彩    色 整版16K 5000
封三左页 彩    色 整版16K 4500

内    页 彩    色
整版16K 3000
半版32K 2000

同心内页 彩    色 跨版8K 6000

“同心内页”和“内页”广告，凡参展商要求登在制定版面的，加价10-15%；凡非参展商要求发布广告
的，加价50%。



展会信息

十六、展馆内现场及户外广告

       为参展商更好地宣传企业及产品，主办单位提供了展馆内现场及户外多种广告机

会。具体广告位及价格请参阅“展馆内外现场广告刊例”

【请登录http://expo.dac.org.cn“广告宣传”中下载】，详情请洽：

       北京金诺浩洋文化会展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马炳东  18513599500

十七、展览会证件

       展会期间，“参展商证”是参展商进入展馆的唯一凭证，请按需申请证件数量。

参展商证采用实名制，请展商于6月20日前登录http://expo.dac.org.cn“参展商证件申

请”中提交（所有展商必须提交）。

十八、亮点产品介绍

       为更好地服务参展商，为参展商提供更多地宣传机会，主办单位为参展商提供“中

国奶业协会信息网”（www.dac.org.cn)和中国奶业协会公众号（DAC-1982）上宣传，

感兴趣的展商请于6月15日前登录http://expo.dac.org.cn“亮点产品”中提交。

十九、会展期间参展商活动登记

       为更好地宣传服务参展商，主办方将对展会期间举办的活动提供支持与协助，根

据展商活动登记情况，协助邀请领导、媒体、观众，协助进行活动宣传等服务，请展

商于6月15日前登录http://expo.dac.org.cn“展商活动登记”中提交。

二十、中国奶业大会参会报名

       展会期间，主办单位为参展商提供参加同期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国奶业大会及多个

专场论坛的机会，并将获得大会代表证等相关资料，感兴趣的参展商请于6月20日前

登录http://expo.dac.org.cn“奶业大会报名”中提交。

二十一、展会指定主场服务商

       北京众合悦展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加高标准展位组（楣板字提交）：联系人：苏柏林 18506955827

       楣板名称提交网址：http://expo.dac.org.cn （加高标准展位必须提交）

       特装展位审图组：联系人：占少平 18506955828，姜    浪 18506955830

       特装资料提交网址：http://dac.xicec.com （特装展位必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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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信息

二十二、展会责任险服务商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    超 15600457560，010-63559239
                   （投保网址：www.zhanbaoyunlian.com）

二十三、展会指定现场展具及家私租赁服务商

       北京众合悦展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苏柏林 18506955827（订单提交网址：dac.xicec.com）

二十四、展会酒店预订、商务用车及兼职人员服务商

       南京硕炟友华旅游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龙蟠路171号
       联系人：刘源东 13915989098，李雅雯 19962026898
       微信号：13915989098
       QQ号：1213973447

       邮箱：liuyuandong1998@163.com

二十五、展会宣传品设计及印刷服务商

       北京市嘉华美印广告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甲1号依都阁公寓8E
       联系人：杨    帆 15801651000 010-62273629
       邮箱：273104818@qq.com

二十六、展会指定主场物流运输服务商

       成都纵连展会物流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锦绣大道3899号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主场物流负责人：陈    凯  18156050301  18963623239
       邮箱：chenk@ues-scm.com
       国内、国际运输联系人：杨国文 15719475467  18117885580
       邮箱：yanggw@ues-scm.com
       仓储联系人：孔祥旺 17356568325  18156987590
       邮箱：kongxw@ues-scm.com

13



展会信息

二十七、展会推荐特装搭建服务商（顺序随机，排名不分先后）

       1. 北京久度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黄平路龙旗广场D座1122
       联系人：陈绍文 13331162037，010-82951068
                     刘栋梁 15010093414
       邮箱：757338937@qq.com，493999591@qq.com
       微信号：13331162037，15010093414
       简介：公司成立于2011年，专业服务奶业展多年，是2019年中国进口博览会推荐

搭建商之一，专业从事展览展示、搭建、策划等服务。

       2. 北京盟拓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102号楼青年公社518室
       联系人：吴海燕 18610363065，010-56218508
                     王    胜 13911169342
       邮箱：2469373995@qq.com，351265005@qq.com
       微信号：18610363065，13911169342
       简介：公司成立于2011年，专业服务奶业展多年，专业从事展览展示、搭建、策

划等服务。

       3. 北京泓润泽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东区C3-9二层

       联系人：全占鑫 18515222081
                     张    硕 18611761160
       邮箱：raymond.quan@homrun.com.cn，zs@homrun.com.cn
       微信号：18515222081，18611761160
       简介：公司成立于2015年，专业服务奶业展多年，专业从事展览展示、搭建、策

划等服务。

       4. 南京美赛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胜利西路9号3栋209
       联系人：包全超 18652998889，025-51837468
                     朱    伟 17705177859，025-51837468
       邮箱：971507316@qq.com，2881412688@qq.com
       微信号：18652998889，17705177859
       简介：公司成立于2013年，拥有展览工程一级资质，专业从事展览展示、搭建、

策划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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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信息

二十七、展会特装搭建服务商（顺序随机，排名不分先后）

       5. 合肥政文国际会展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锦绣大道3899号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办公楼4楼
       联系人：彭   飞 18949830215
       邮箱：fly_peng@foxmail.com
       微信号：jamesbond_super007
       简介：公司成立于2015年，运营管理安徽国际会展中心和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着力打造集展览场馆、综合配套设施、后勤保障设施为一体的会展展示平台。

       6. 北京飞鹰超华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万达广场A座2606
       联系人：周   芳 18019256616，010-60539611
       邮箱：2851092514@qq.com
       微信号：18019256616
       简介：公司成立于2004年，拥有展览工程一级资质，专业从事展览展示、搭建、

策划等服务。

       7. 铝布展览展示（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徐公路888号3号楼

       联系人：巫   伟 18018628646，021-59881729
       邮箱：1114256565@qq.com
       微信号：1114256565
       简介：公司秉承绿色会展理念，专业从事展览展示、搭建、策划等服务。

       8. 河北神州家国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片区正定新区会展中心办公室A4-111室
       联系人：刘   娟 18630199188
       邮箱：lj199188@126.com
       微信号：18630199188
       简介：公司成立于2018年，拥有展览工程一级资质，专业从事展览展示、搭建、

策划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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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信息

二十七、展会特装搭建服务商（顺序随机，排名不分先后）

       9. 济南汇创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舜风路齐鲁文化创意基地17号楼117
       联系人：杨红香 15966630750，0531-67896228
       邮箱：371087107@qq.com
       微信号：15966630750
       简介：公司成立于2010年，专业从事展览展示、搭建、策划等服务。

       10. 北京亮典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中东路润枫欣尚3号楼3层
       联系人：陈   亮 18710029007
       邮箱：834194228@qq.com
       微信号：834194228
       简介：公司成立于2015年，拥有展览工程一级资质，专业从事展览展示、搭建、

策划等服务。

       11. 宏展（北京）国际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中弘北京像素南区10号楼1306室
       联系人：于琳琳 18601010885
       邮箱：289824188@qq.com
       微信号：18601010885
       简介：公司成立于2011年，专业从事展览展示、搭建、策划等服务。

       12. 厦门熙华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洪莲中路嘉盛豪园G组团156号1302室
       联系人：李素英 13950111154
                      刘志林 18950035225
       邮箱：1102024612@qq.com
       微信号：13950111154，18950035225
       简介：公司成立于2013年，专业从事展览展示、搭建、策划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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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信息

二十七、展会特装搭建服务商（顺序随机，排名不分先后）

       13. 南京道田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海峡云谷科技园3栋223室
       联系人：魏   伟 17327720123，025-58782226
       邮箱：373105344@qq.com
       微信号：17327720123
       简介：公司成立于2016年，专业从事展览展示、搭建、策划等服务。

       14. 鑫博创意（北京）会展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宋庄小堡环岛惜客文化基地405室
       联系人：杜鑫昌 18601266664，010-50987646
                      王   语 18910050669，010-50987646
       邮箱：xinbohuizhan@163.com
       微信号：18601266664，18910050669
       简介：公司成立于2015年，专业从事展览展示、搭建、策划等服务。

       15. 广州花时展览设计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88号中州交易中心1013室
       联系人：庞婉铭 13828233930
       邮箱：517052629@qq.com
       微信号：pangwangming1210
       简介：公司成立于2011年，专业从事展览展示、搭建、策划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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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高标准展位说明及规定
（加高标准展位必读）

      1. 每个加高标准展位将提供以下基本配套设施：

          展位楣板：参展商名称及展位号

          展位围板：3×3（M）框架结构和3.5（M）高围板

          电器：220V/5A插座一个，60W的射灯两支

          家具：咨询桌一张，椅子两张，铺地毯

      2. 如参展商订购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排列的加高标准展位，除非参展商特别要求，

否则大会将拆除置于两展位之间的围板。现场更改或拆装展位，须另缴附加费（500

元/次）。如有需要做变型特装标摊的企业，请联系主场服务商。

      3. 参展商在展览期间应合理使用展览器材、不能带离本展位、并负责展览器材的

完好，如因参展商人为原因损坏，需按损坏程度进行赔偿。

      4. 禁止在展馆柱面、展板及展架、墙面等部位使用泡沫海绵胶等粘贴和书画不易

清除物，张贴即时贴类印刷品。

      5. 对统一搭建的加高标准展位及配置的展具，不得擅自拆装改动。严禁将展馆铝

材、展板锯裁或在展板、铝材及地上涂漆、打钉和开洞，如有违反，照价赔偿。

      6. 严禁私自拖拉其他展位的桌椅，严禁使用展馆桌椅做为登高工具，凡需登高请

自行搭建攀登器具或去服务台租用梯具。

      7. 对加高标准展位统一安装的灯具与插座，不得擅自拆装改动，私拉乱拉电源。

标准展位内电源插座规格为220伏、5安培、50赫兹。如需额外用电、使用超出插座限

定电源功率的电器、需24小时连续供电的展品，应到服务台办理相关手续。禁止私自

接装大功率照明灯具、电冰箱（柜）和大功率电动工具等设备。展（样）品电源线均

应使用双层绝缘护套铜线，绝缘强度须符合标准，严禁使用胶直线，铝芯线。

      8. 严禁转让转租加高标准展位，对统一安装的楣板，不得擅自拆装、改动、调换。

如确有需要，经主办单位授权同意后，由主场服务商负责制作或调换楣板。

      9. 加高标准展位内的桌椅柜板等家具由展馆统一负责配发，严禁外来单位在加高

标准展位内配发桌椅柜类家具，如参展商确需在展会使用特殊要求的家具，可找主场

服务商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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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高标准展位说明及规定
（加高标准展位必读）

     10. 严禁使用加高标准展位结构布置展品，展出的展品距灯具需留有30CM以上

的间距，并不得遮挡、覆盖配电箱、消防器材等展馆设备。

      11. 展馆搭建加高标准展位的标准为临通道全开，如有特殊要求，请在“楣板画面

上传”中注明，请展商于6月15日前登录http://dac.xicec.com提交。

      12. 加高标准展位布展时间为2021年7月16日13:00-17:00。

      为及时设计制作展位楣板，请展商于6月15日前登录http://expo.dac.org.cn“楣板

管理”中提交（加高标准展位展商必须提交）。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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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位布展撤展须知
（特装展位必读）

      1. 特装展位布撤展管理细则

      1-1  搭建单位资质要求：

v 注册资金在人民币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

v 具有从事大型展览特装施工3年以上的行业经验（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v 经营范围包括展览展示设计制作。

v 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1-2  线上报馆网址：http://dac.xicec.com （可下载网上报馆教程）

      1-3  申报内容

22

序号 文件名称 备注

1 申报展位对应的《展览会责

任险》保单

展览会责任险包括：1、展览场所建筑物自身、各种固定设备及

地 面、地基的损失等。2、雇请工作人员因意外人身伤害所引

起的抚恤金、医疗费和其它有关费用。3、第三者的人身意外伤

害所引起的抚恤金、医疗费和其它有关费用。

如有购买需求请联系（购买后需提供即时电子保单）。

展会责任险服务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郑超，15600457560，010-63559239
【可登录https://www.zhanbaoyunlian.com/直接投保】

2 参展单位相关资料
委托搭建副联彩印扫描或复印件、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需盖

公章）

3 搭建单位相关资料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需盖公章）

4
展位搭建商承诺书、自律声

明、展览搭建工程安全质量

及企业信用责任声明

展商选定搭建商前提交，确认搭建资质合格后，方可进行展会

搭建（需盖公章）

【请登录http://expo.dac.org.cn/“申报表格”中下载】

5 特装展位图纸

包括：展位效果图、平面图、立面图、施工图、电路图、施工

材质说明图、钢结构图（需标注施工材质型号及连接方式）。

要求清晰完整，电路图需标注回路、负载、所用材质的规格及

型号等（设计师签名并盖章）

6 其它资料 搭建装饰材料防火等级证书、电气设备（3C认证）标准合格证

7 特装展位搭建委托书
参展单位出具的“特装展位搭建委托书”，需加盖参展单位公章

【请登录http://expo.dac.org.cn/“申报表格”中下载】

8

参展商文明参展承诺书，特

装展台搭建结构安全、消防

安全、施工安全责任书，音

量控制承诺书

填写完整、清晰，需盖公章

【请登录http://expo.dac.org.cn/“申报表格”中下载】

备注：1. 以上所有资料必须提供一套电子版文件报馆；      
           2. 以上手续请严谨执行，若提供的手续不完备，将无法及时为您办理申报手续。此施工申报

手续必须于2021年6月15日前办理。晚于6月15日将加收30%费用，晚于6月20日将加收50%费用。



加高标准展位说明及规定
（加高标准展位必读）

      13. 加高标准展位改装申请说明

      加高标准展位如需改动，请登录http://dac.xicec.com，在展位修改平面示意图中

标出，或另附图纸标出所需设施的位置。

      注：

      1）加高标准展位如需任何改建，费用由展商承担；

            截止日期内提交的拆改申请免费。

      2）楣板由展商提交后，一律由主场统一制作，不允许个人进行制作使用。

      温馨提示：

      A. 位于边角的展位，将少一面侧墙而增加一块楣板；

      B. 购买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展位，按惯例将拆除中间的隔板。

      以上两种情形，如有特殊要求，请以书面形式通知主场服务商。现场拆改将另收

费用，并视当时人手情况酌情安排。

      楣板确认联系人：苏柏林 18506955827

      邮箱：sbl@xicec.com，134031189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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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位布展撤展须知
（特装展位必读）

      特装展位撤展提示

      参展单位2021年7月19日15:00开始撤展，请不要把展品，展具，装修材料等堆积

在展馆内外通道和出入口处，自觉维护撤展的正常交通秩序。

      撤馆时施工单位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将所有搭建材料全部撤出展馆，严禁堆放在展

位或展览中心院内。违反此规定将扣除全部押金。

（ 请于2021年6 月15 日前登录http://dac.xicec.com提交相关文件）

      主场服务商——北京众合悦展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特装展台审图组：

             联系人：占少平18506955828

                            姜   浪18506955830

             咨询电话：18506955827

             报馆网址：http://dac.xicec.com

             申报表格下载地址：http://expo.dac.org.cn

      提示：为维护参展商权益，保证展位搭建质量安全，所有在奶业展内从事特装搭

建布展的企业必须严格遵守《第十二届中国奶业大会暨2021中国奶业展览会特装搭建

服务商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在奶业展从事特装搭建布展的企业必须取得搭建资格

后方可入场搭建布展，原则上只推荐非奶业展推荐搭建商承接3家（含3家）以内的展

位特装搭建，请严格控制搭建数量，超出范围将影响后续特装报馆等事宜。

      为减少搭建前期出现问题，特提示参展商请一定在选定搭建商前，提前根据《第

十二届中国奶业大会暨2021中国奶业展览会特装搭建服务商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审

核搭建商，并提前让搭建商提交“展位搭建商承诺书、展位搭建商自律声明、展览搭

建工程安全质量及企业信用责任声明”、以及相关资质证明文件，待主场服务商对其

资格审核通过后，再行签订搭建合同等后续搭建事宜。

      推荐参展商使用《第十二届中国奶业大会暨2021中国奶业展览会展位搭建布展委

托服务协议范本》。（管理办法及协议范本请登录http://expo.dac.org.cn/“申报表格”

中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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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商/搭建商报馆手续

      A. 各展厅限高规定：

       B. 申报图纸相关说明：

v 所有图纸要求清晰完整，并在图纸明显位置注明展位号。

v 清晰详尽的电路图。注明用电性质（机械设备用电/照明用电）、总功率、总

开关和各级保护开关的额定电流值和电压等（220V/380V），注明所采用线

缆型号和敷设方式。

v 电路图注明展位的总配电箱位置，每个展位必须配备二级电箱且自行安装；

灯具等电器的种类、功率和安装位置。

v 上述所有申报资料必须填写清晰完整并加盖公章，登录http://dac.xicec.com

进行申报，申报图纸通过后，请通过银行对公账户缴纳相关报馆费用。

       注：请参展商通知各自的搭建单位务必于2021年6月15日前与主场服务商联系办

理施工申请手续，交纳相关费用。2021年6月15日后加收30%的费用，6月20日后加 

收50%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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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2021年6月15日）

展厅号 特装展台限高标准

5号馆 5米（不允许搭建双层展位）

7号馆 5米（不允许搭建双层展位）

8号馆 5米（不允许搭建双层展位）

9号馆 5米（不允许搭建双层展位）

10号馆 5米（不允许搭建双层展位）

主展馆 5米（不允许搭建双层展位）



特装展位申报手续相关说明

      1. 申报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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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位申报手续相关说明

      2. 布展、撤展流程：

         （1）布展流程图

         （2）撤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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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位申报手续相关说明

      3. 特装管理费收取标准：

          特装施工保证金请汇至如下指定账户：

          收款单位：北京众合悦展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马甸支行

          账       号：0200025609200092334

      4. 保证金收取标准及缴纳、退还方式：

      每个特装展位在图纸申报前均需缴纳相应档位的特装施工保证金（含清洁、施工

及消防保证金）。

保证金收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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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单  位 价格（RMB）

特装展位施工管理费 每平方 30

人员施工证 张 10

室内加班费

布展期18:00-22:00 每平方 60

布展期22:00-24:00 每平方 60

布展期24:00-08:30 ㎡/小时 130

布展期最后一天 ㎡/小时 130

注意：7月16日18:00将闭馆实施消防安全检查，不予办理加班。
备注：1.布展期间需申请24:00前加班，请于当日14:00前按标准办理加班手续；
        申请24:00后请于当日20:00前按标准办理加班手续，缴纳加班费；
      2.加班费50m2以下按50m2计算，50m2以上按实际面积计算；
      3.加班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以此类推。

项    目 价格（RMB）

特装施工保证金

50平米以下 10000

50-200平米（包括50平米） 20000

200平米以上（包括200平米） 30000

备注：各展位布、撤展产生的装修垃圾需清运到环卫指定垃圾收集点，如丢弃在展馆区域范围内将会
扣除相应的施工保证金。



特装展位申报手续相关说明

消防、电检

施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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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处理管理标准

1 展馆内或禁烟区域吸烟 扣除保证金100元/人次

2 使用易燃易爆及违禁化学物品 扣除保证金3000-6000元

3 私拉乱接电源、水源 扣除保证金2000元

4 展台材料未进行防火、阻燃处理 扣除保证金3000元

5 灯箱未预留散热孔 扣除保证金1000元

6 未经允许私自动火 扣除全部保证金

7 安装线缆未穿管 扣除保证金1000元

8 未按规定张贴安全消防警示标志 扣除保证金1000元

9 电路未使用接线端子 扣除保证金1000元

10 占用消防通道堆放物品 扣除保证金1000元

11 易燃搭建材料与电器、线缆没有有效隔离、不安装漏电开关 扣除保证金3000元

12 展台违规封顶 扣除保证金2000元

13 未按规定数量配置灭火器并摆放到指定位置 扣除保证金1000元

14 阻挡展馆消防设施 扣除保证金2000元

15 使用麻花线及不达国标线缆 扣除保证金2000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处理管理标准

1 施工现场未戴安全帽 扣除保证金100元/人次

2 施工现场不规范着装施工 扣除保证金200元

3 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 扣除保证金1000元

4 现场初加工、大面积喷涂、腻子作业 扣除保证金3000-6000元

5 高空作业平台无有效安全保护措施 扣除保证金2000元

6 野蛮施工及撤展、违规搭建、不设安全警戒区 扣除全部保证金

7 未经允许私自使用展馆结构进行吊装、捆绑作业 扣除保证金2000元+租赁费用

8 不遵守施工安全管理规定 扣除保证金1000元

9 外包非施工搭建专业公司撤展 扣除全部保证金



特装展位申报手续相关说明

      缴纳方式：

      特装施工保证金请汇至如下指定账户：

      收款单位：北京众合悦展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马甸支行

      账       号：0200025609200092334
      备注：1）请支付款项时注明相应展位号；

                 2）保证金不接受个人名义汇款，以个人名义汇款造成后期保证金无法退款

的后果，责任自负。

      保证金退还方式：

      撤展完毕后，请及时通知展馆及主场服务人员检查，撤展结束后确认无违约扣除

情况退还保证金。

      现金缴纳将在撤展之日起两日内现场交回收款单原件，保证金将在撤展结束后三

十个工作日内退回原账户。

      5. 施工违约处理管理标准：

      适用范围：本标准中包括以下五个大项：（1）结构安全（2）消防、电检安全

（3）施工安全（4）遵守大会管理（5）维护场馆设备设施

      本标准适用于在奶业展范围内进行工程服务的搭建商。

结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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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处理管理标准

1 结构有严重安全隐患(不具备开展条件及其容易造成人员伤亡） 扣除全部保证金

2
结构有安全隐患（结构材质超负荷承载，如：背板墙不结实，支撑柱
变形，接触面不达标，二层楼板、楼梯、地台板等承重不合格，受力
不均等）

扣除保证金3000元

3
大跨度结构未使用钢结构（跨度超6米含6米必须加钢结构，大跨度异
型造型必须加钢结构）

扣除全部保证金

4 搭建结构使用劣质或未达标材料（以根据现场施工安全检查为准） 扣除保证金3000元

5
钢结构连接不规范,未按要求连接。（如：应使用焊接未焊接的，应
使用螺栓连接用螺钉连接的，应使用钢绳用铁丝连接的等）

扣除全部保证金

6 展位结构垮塌，燃烧 扣除全部保证金

7 展台玻璃未进行钢化处理，玻璃和展台未张贴防撞警示标识 扣除保证金2000元

8 展台未按申报图纸施工搭建 扣除保证金3000元



特装展位申报手续相关说明

遵守奶业展管理

维护场馆设备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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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处理管理标准

1 打架斗殴 扣除保证金4000元

2 未佩戴证件进入施工现场 扣除保证金100元

3 私带切割机、焊机、电锯、空压机进入施工现场使用 扣除保证金1000元

4 未办理手续私自进场或违规延时加班
按实际加班费双倍收取并扣除保
证金3000元

5 展台高于相邻展位的装饰物未做美化处理 扣除保证金1000元

6 布展期未经允许私自使用展期用电 现场价格基础上加收75%

7 未办理进馆手续，私自进场 扣除保证金3000元

8 损坏展馆设备、设施 照价赔偿

9 私自挪用展具 扣除保证金2000元

10 拒签整改单 扣除全部保证金

11 不遵守规定提前撤展 扣除全部保证金

12 展台地台未作无障碍通道 扣除保证金1000元

13 装修垃圾清运不彻底或把装修垃圾随便堆放 扣除全部保证金

14 不遵守上述未列之奶业展管理制度 扣除保证金2000元

项目 规格 单位 价格（元） 备  注

地面损坏 1m×1m 处 500-2000  
墙面损坏 1m×1m  1000 损坏、粘贴或涂色

玻璃损坏 5mm 平方米 200 按面积计算

玻璃门损坏 12mm 扇 4000 不包括拉手

墙、地、柱、顶钻孔  处（个） 100  
插座  个 100  
动力配电箱  个 1000-2500 根据损坏程度确定

小型配电箱  个 200-2200 根据损坏程度确定

日光灯具 3×40w 套 800  
射灯具 150～300w 盏 80  
卷闸门   500-2000 根据损坏程度确定

阀门 200mm  30  
卫生设施   300-1500 根据损坏程度确定

消防箱   1000  
消防带   500  
电话机   100  
展板  张 100  
标准展具    根据购入价，照价赔偿

展厅墙面玻璃  块 5000  
展厅地埋式电箱  个 2000-20000  

其他    根据损坏程度，各种规格实际价
格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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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位申报手续相关说明
      6. 施工违约保证金扣除的投诉流程：

      搭建商对特装施工违约保证金扣除有异议时可直接向主办方和主场服务商提出投诉

意见。

      投诉流程：

      （1）搭建商需向主办方和主场服务商提交展位施工未违约的证明、依据；

      （2）主办方和主场服务商及相关部门在收到投诉资料后，对违约情况进行了解和认

定；

      （3）主办方决定最终解决方案。

主场服务相关收费标准
一、展具租赁服务价目表

二、展览用水及通讯租赁

      1. 若需展览用水、电话通讯租赁的参展单位，请务必于2021年6月5日前与主场服务

商联系确认。（展览用水使用安装情况视展位实际位置而定）

      联系人：苏柏林 18506955827

项目名称 规格（mm） 单位 价格（RMB） 保证金(RMB）

长臂射灯 60W 盏 80 150

长条桌 1200(L)×600(W)×760(H)mm 张 80 150

高展示柜 2070(L)×370(W)×970(H)mm 个 300 300

矮展示柜 800(L)×370(W)×800(H)mm 个 180 300

白椅  把 50 80

黑皮椅  把 50 80

玻璃圆桌  张 150 150

电视机 42寸 台 1200 2500

饮水机  台 80 150

桶装水  桶 25 50

项目 价格（元） 备    注

接水服务 750/点 20米以内，10吨水，不含材料费

备注：展期一般不超过3天，凡超过3天的展期用水费用按比例增加。



主场服务相关收费标准

二、展览用水及通讯租赁

      2. 网络租赁

      联系人：苏柏林 18506955827

三、展览供电租赁

      订单在全部付款收到后生效。

      请登录http://dac.xicec.com/ 提交订单

      联系人：苏柏林18506955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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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单位 租金（RMB） 备  注

2M 展期 500元

需在开展前15个工作日申请4M 展期 1000元

10M 展期 2250元

类别 项目名称
优惠单价（元）

6月10日前
单价（元）
6月10日后

单位

动力电源（室内）

展期用电（220V/10A） 300 390 处/展期

展期用电（380V/10A） 600 700 处/展期

展期用电（380V/15A） 900 1100 处/展期

展期用电（380V/30A） 1600 1900 处/展期

展期用电（380V/60A） 2800 3300 处/展期

展期用电（380V/100A） 4800 5400 处/展期

展期用电（380V/150A） 6000 7000 处/展期

备注：1. 以上价格含布展期用电、施工费、材料费、管理费；
           2. 现场如需增容或更改电箱规格，加收30%；
           3. 二次接驳，加收150元/处接驳费；
           4. 如需提供24小时不间断电源，则按此电价3倍收费；
           5. 每个展位必须配备二级电箱且自行安装，二级电箱总开关应有漏电保护且与申报规格相匹配，
并做好接地保护；所有电箱不得放置储物间及封闭空间内，须安装在展台明显位置，且距地不低于
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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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服务相关收费标准
      四、展位消防设施标准

展品物流运输指南
       

        根据与第十二届中国奶业大会暨2021中国奶业展览会主办方的协定，成都纵连展会

物流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负责本届会展的物流运输工作。为会展提供布撤展车辆交通管

控、仓储、装卸、展品的运输以及境外展品运输等服务。为使您的参展物品能安全、顺

利、及时的运抵参展地——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请您认真阅读本《展品物流运输指

南》，若有不明之处或其他特别要求，敬请按下列方式联系：

项    目 单位 价格（RMB）

灭火器租金 具 30

备注：1. 灭火器按4具/50m2配备，50m2以上按50m2计算，50m2以上按实际面积计算，
               每增加50m2增加2具，封顶10具；
           2. 净地施工保证金已包括灭火器保证金，不再单独收取；
           3. 展会结束后，若未退灭火器则按100元/具的标准扣除净地施工保证金；
           4. 特装展位必须自带阻燃地毯，否则现场将对违规展位进行扣罚，玻璃及木板地台除外。

纵连物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座机 邮箱地址

负 责 人 陈  凯 18156050301 18963623239 chenk@ues-scm.com

国内运输 杨国文 15719475467 18117885580 yanggw@ues-scm.com

国际运输 杨国文 15719475467 18117885580 yanggw@ues-scm.com

仓    储 孔祥旺 17356568325 18156987590 kongxw@ues-scm.com

服务投诉电话 18180810110 028-65186699



展品物流运输指南

一、一站式全程物流服务

        成都纵连展会物流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为本届会展指定主场物流服务商，现推出

展会一站式全程物流服务（订单确认→上门提货→运至展馆→送至展位→空箱存放→

回运装车→送货上门），解决展商在展会原有传统服务模式中，涉及运输、现场服务

时遇到的各种痛点，为展商参展节约时间、节省费用、提高效率，实现展商拎包参展

的便捷。

        1、一站式服务包含：上门提货、现场服务和回程运输。

        2、联系人：李   伟   联系电话：17356568625   邮箱：liw@ues-scm.com

                            杨国文   联系电话：18117885580   邮箱：yanggw@ues-scm.com

        3、选择我公司一站式全程物流服务的参展商可享受一定的优惠，具体请与以上

人员联系。

        4、展商选择一站式服务，请提前7天与以上人员联系。

二、运输注意事项

        1、建议参展商将货物包装成箱，以便回运时使用。为保证货物在多次运输装卸

中不被损坏，请将包装箱内填满、加固并有支撑，必须标明重心、吊装线、是否易碎

等特殊情况告示。纵连公司不接受任何因包装箱不适合而造成损坏的索赔。

        2、所有参展物品需在布展前三天运到安徽省合肥市。

        3、展品发运后，请及时将发货凭证（含运单号）、件数、重量、体积等信息以

邮件方式发送给我公司仓储负责人。

        4、参展单位应自行投保展品的往返运输及在展览仓储期间的保险。

        5、若参展商未选择我公司提供的一站式物流运输，货物的动态信息需各位展商

自行跟踪。

        6、境外展品有运输、清关需求，请于布展前40天与我公司国际运输负责人杨国

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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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收费标准（以下价格为不含税价，税金按6%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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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类别 价格 备  注

1 国际运输

填写完整的《展品清关申请表》和展
品清单电邮至logistics@ues-
scm.com进行确认，在得到海关、检
验检疫部门同意后，才能发运。

根据实际情况报
价

展会布展前60天进行咨询。

2 代提货
展商自行将货物托运到主城区各车站、
码头、机场需我司代为提货到我司仓
库。

0.5 /公斤或100
元/立方米

每票最低收费180元，代收货时产
生的各类提货杂费由展商承担。不
足1立方米按1立方米计算。

3 代收货 代收货后入我司仓库 80元/票
仅限当次展会前3天至布展结束，
不足1立方米按1立方米计算，超过
布展期则加收15元/立方米/天。

4 货物仓储 代收代提货后入仓库保管 15元/立方米/天 按自然日计算，不足1立方米按1立
方米计算。

5 仓库转运
仓库-展位 50元/立方米 不足1立方米按1立方米计算。

展位-仓库 50元/立方米 不足1立方米按1立方米计算。

6
进馆卸货 重抛货 50元/吨 每1立方米货物重量大于0.67吨为

重货（重抛货折算比例为1:1.5）。
此报价含人工协助费，不含机力安
装费用，如需机力安装费用另计。
不足1立方米按1立方米计算

进馆卸货 抛货 50元/立方米

7 出馆装货 出馆装卸与进馆装卸标准相同  

8 二次移位 就位后，需挪动位置或方向。 40元/立方米 不足1立方米按1立方米计算。

9 包装箱

开箱 30元/立方米

不足1立方米按1立方米计算。

装箱 30元/立方米

上底托 30元/立方米

下底托 30元/立方米

往返转运 80元/立方米

空箱仓储费 10元/立方米/天

10 机力使用
搭建或设备安装
（此费用仅限组
装，不含装卸）

3吨叉车 200元/小时

卸货后需要另行安装30分钟以内免
费安装，30分钟以上收取安装费。
4小时起，不足4小时按4小时计算，
超过4小时，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
算。

5吨叉车 260元/小时

10吨叉车 450元/小时

8吨吊车 260元/小时

25吨吊车 420元/小时

50吨吊车 900元/小时

以上未包含机力 价格面议

11 推车使用

小推车（30分钟内） 30元/30分钟
押金500元，不足30分钟按30分钟
计算。

手动液压叉车（30分钟内） 50元/30分钟
押金1500元，不足30分钟按30分
钟计算。

12 超限展品收
费标准

长度 宽度 高度 重量
长、宽、高、重
量超过每项加收
费率见右侧。

超任何
一项

超任何
二项

超任何
三项

四项
均超

4M 2.4M 2.5M 3T 10% 20% 30% 50%

13 加班费 超出组委会、场馆规定布撤展时间
增收装卸总费用
的50%

提前预付500元定金，最终按实际
费用多退少补。

14 装卸保险费 按投保总金额的5‰收取
对未购买装卸保险的，在装卸过程中，由我司责任造
成的损坏，我司最高赔偿额为不超过该件展品装卸费
用的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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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品发运事项（客户自行发货）

        1、收货单位：成都纵连展会物流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

              收货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锦绣大道3899号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收 货 人：孔祥旺 17356568325（转）（展商名）

              取货须知：展商须持有效证件（公司授权委托书、身份证等证明文件）到仓

库确认货物并办理提货手续，再由工作人员将货物送至展位。

        2、箱件唛头，请务必在展品的外包装上标明。

五、付费方式

        请参展商以现金、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POS机等方式支付成都纵连展会物

流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有关费用。所有展品运费须在展览会撤展前结清费用，否则不

予办理出馆手续，由此产生的一切额外费用由参展商自行承担。

六、现场服务说明

        1、以上所有服务项若有需要，请参展商提前48小时书面预定并同时递交附表1-

展品信息登记表【请登录http://expo.dac.org.cn/“展品运输服务”中下载】，经纵连

公司确认后予以安排。任何少于48小时预定的机力申请，纵连公司将根据实时劳力和

机力的使用情况另行安排，额外费用由展商承担，如需特殊起吊工具的设备，请相关

参展单位自行准备相关起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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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货人： 联系方式：

参展单位：

展会名称：

收货单位：成都纵连展会物流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

收货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锦绣大道3899号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收货人：孔祥旺17356568325（转）                    （展商名）

数量：                      重量：               公斤    体积             立方米

展馆号：                    展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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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现场服务说明

        2、纵连公司在各馆卸货区均设置物流服务点，参展商在物流方面的任何问题可

寻求解决，纵连公司有权管理和引导现场装卸及交通秩序。

        3、请各参展商使用会展主办方指定的主场物流服务商安排的回运物流承运商，

并核实身份（统一着装“展会物流”运输蓝色马甲工作服）。未经会展指定的主场物

流服务商备案的物流公司，主场物流人员有权将其人员清理出馆，并扣取所承运的货

物。同时提供公司出具的安全承诺书、员工工作证明文件、身份证等资料后方可提取

货物。

        4、为保障现场装卸安全有序管理物流秩序，请使用会展指定主场物流服务商提

供的装卸服务工具。禁止外带或自带未经主场物流服务商备案的装卸工具。

七、服务备注

        1、凭借参展商或其指定代理的书面授权，纵连公司将代表参展商完成展品的现

场操作(包括装、卸、开、装箱及吊装和交付等工作)。参展商代表需于布展及撤展期

间到现场指导、监督展品装、卸、就位、拆箱、开箱、吊装、再包装等操作。如因参

展商没有提供明确指示或未及时到达现场，而造成延误或额外费用，纵连公司将不负

任何责任。

        2、在布展及撤展期间，所有现场工作须由主场物流代理商现场人员操作。如果

因参展商代表擅自行动，造成的后果或损失，主场物流代理商将不负任何责任。

        3、根据国家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2013年5月24日发布的《关于在全国开展交

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通知》（即《财税

[2013]37号》）的规定，营改增试点将推广至全国范围的国际货运代理/物流业和部分

现代服务业，现有已实行改增的地区，原规定将自新规定执行之日起废止。从2013年

8月1日起，我司所提供的所有服务将按9%税率征收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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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服务备注

        4、我公司所有服务费中不包含保险费，为维护展商的权益，纵连公司提醒参展

商购买全程保险（装卸保险、运输保险等），请参展商备好保险合同或其他副本，以

备可能在展览现场出现残损时申报保险之用。展品如有损坏,纵连公司负责提供商务记

录，并协助理赔事宜。若参展单位未购买装卸保险，展品在装卸过程中由纵连公司责

任造成损坏，纵连公司与参展商协商进行赔偿（最高赔偿额为不超过该件展品装卸费

的5倍）。纵连公司可为参展单位代办保险，但保险费用由参展商自理。保险费收取

标准：按投保总金额的5‰收取。

八、展会需办理《货车进馆证》，车辆办退证流程如下，其他详见《交通组织方案》

        1、办证地点：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锦绣大道北1号门。

        2、办证须知：车辆到达临时停车区排队等候、办证时需要证件，（车辆行驶证、

驾驶证、参展商证或展位证）货车到达现场。

        3、证件名称：《货车进馆证》。

        4、办证要求：货运车辆办理《货车进馆证》需缴纳车辆秩序维护费： 50 元/车/

次、押金 300 元/车/次，从车辆办证登记时间起，至三证(车辆、车证、收款凭条）到

退证处退证时间止（备注：车辆必须随证到退证处），每车享有 120 分钟的免费卸货

时间，若超过 120 分钟每车按 50 元/ 60 分钟缴纳超时违约金，费用从交纳的押金中

扣除，不足 60 分钟按 60 分钟计。提示：此证严禁转借、转让，确保一车一证。

        5、退证地点：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南京路5号口。

        6、退证须知：货车进馆证、押金收据（收款凭条）及卸货完毕的车辆，合肥滨

湖国际会展中心5号口驶出，并在退证点办理相关手续退证离场。

        7、我司将对所有参展单位的货运车辆进行统一管理，并根据具体布撤展时间办

理货车进馆证。

九、更多信息请关注APP微信小程序及微信订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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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期间酒店住宿

展会酒店预订服务商

      南京硕炟友华旅游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龙蟠路171号

      联系人：刘源东 13915989098，李雅雯 19962026898

      微信号：13915989098

      QQ号：1213973447

      邮箱：liuyuandong1998@163.com

      展会提供酒店预订服务，展商可根据自身需求自助选择，并填写“酒店

预订回执表”【请登录http://expo.dac.org.cn“酒店及车辆预订”中下载】，

发送至酒店服务商。由于酒店房源情况会实时变化，具体酒店情况可联系

服务商咨询。

      温馨提示：酒店资源有限，先到先得，有需要的展商请尽快联系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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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届回顾

    “中国奶业大会暨中国奶业展览会”前身为“中国奶业大会暨中国国际奶业展览会”，

从2015年更名为“中国奶业大会暨中国奶业展览会”。2020年在石家庄举办的会展是中

国奶业行业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最具凝聚力的一次重大活动，本次展会展览面积为7

万平米，参展企业530家，特装面积比例超过92.3%。其中，中国奶业20强企业悉数参展，

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西班牙等奶业发达国家以国家展团的形式参

展，国际化程度高达60%（全部为长期在华的境外及涉外企业），专业观众4.5万人次。

全产业链各环节均有参展商和观众参与，展会还特邀了全国近500家大中型牧场代表莅

临参观，特邀牧场总存栏达到240万余头。除鲜牛奶、液态奶、酸奶、奶酪、奶粉等常

规奶制品外，还吸引了牦牛奶、水牛奶、羊奶、骆驼奶等特色奶企到来，陕西省农业农

村厅和广西奶业协会还分别组织了羊奶特色展区和水牛奶特色展区。本次会展积极打造

线上展会新平台，推出了2020中国奶业展览会小程序，使无法亲临现场的全球奶业同仁

可同步在线参观展会，云上交流。展会期间，据不完全统计，奶业展小程序日浏览量在6

万次以上。

        随着我国会展经济日趋繁荣，影响力不断扩大，展会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出席“第十一届中国奶业大会暨2021中国奶业展览会”的参会代表超2000人，其中省部

级领导9人，厅局级领导20人，中国奶业协会副会长，行业内各企业总裁、总经理等数

百人。会展期间，召开了第十一届中国奶业大会、2020中国奶业20强（D20）峰会以及

16场高端技术论坛，新华网对奶业大会、展览会和D20峰会进行了全程直播，会展当日

在线观看人数累计约200余万，新华网及其客户端发布的数篇相关稿件，累计浏览量近

千万。会展邀请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50余家中央、地方及行业主流媒体

和自媒体进行全程报道。其中有知名公共媒体，也有专业媒体，还有自媒体，许多参会

（参展）单位也带来媒体，大会现场媒体总量多达百余家。据不完全统计，媒体累计发

表文章超过5000篇，转载量更是惊人，业界内外频频点赞。

欢迎登录http://expo.dac.org.cn/，点击“上届回顾”下载《上届展后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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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届回顾

欢迎登录http://expo.dac.org.cn/，点击“上届回顾”下载《上届展后总结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