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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各参展单位（机构）:

欢迎参加第十七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本届大会将

于 2019 年 4 月 14 日-15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为使各参

展组团及参展单位获得及时、完善的配套服务，保证各参展

单位在展览期间能顺利地进行布展、撤展，确保展览会在良

好的秩序下举行并取得圆满成功，特汇编本参展手册，供各

参展单位参考和遵守。

本手册详细说明了关于参展及撤展的具体要求和规定，

敬请仔细阅读，并留意其中的各项规定及各项事务办理的截

止日期。

《参展手册》内所有表格按需填写,请各参展单位填写并

提交至相关联系人。

如有任何建议或疑问，请与《参展手册》中相关版块注

明的联系人对接。

预祝您在本届展会获得圆满成功！

深圳国际人才交流中心

联系人：钟大华

电 话：0755-81707962

邮 箱：zhongdahua@ciep.gov.cn

mailto:zhongdahua@ciep.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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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参展单位:

为了帮助您了解展馆设施与展会的各项要求，顺利做好

展前准备工作，我们提供本《参展手册》，以便您更为简便、

高效地办理所须参展手续。

一、填写表格

各类所需填写的表单均已在本 《参展手册》的布撤展

说明中列明，请您仔细阅读后，在本目录及表单分别注明的

回传截止日期前提交；同时，建议您在表单填妥回传前做好

复印备份。

二、安全提醒

请仔细阅读本《参展手册》中有关安全生产、消防安全、

文明参展等规定并请督促您委托的服务商严格遵守上述规

定。

三、免责提醒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将尽力提供各方面的优质服务，

以求达到参展单位的要求；下列情况恕不承担任何责任：

1.逾期回传表格引起的延误或因此未能提供部分或全

部服务；

2.逾期申请而导致的附加费或因此未能提供部分或全

部服务；

3.未遵守展会规定及相关法规而导致的延误、赔偿、损

失等；

4.未使用展会指定服务商而造成的延误、损失、纠纷等；

5.由参展单位、搭建商自行提交的刊登资料的准确性与

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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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由于展会人流量较大，请各参展单位务必注意保管好

个人物品及展品。因参展单位自身原因，在展会布展、开展、

撤展期间未对自身物品妥善保管而引起的一切损失，大会组

委会概不负责，此项内容不再另行通知。

2.在展会布展、展期、撤展期间，所有因施工而造成的

事故和人身、财产损害等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与主办单位

无关，由各展位施工搭建商负责，请参展单位及施工单位务

必注意施工安全。为确保各项工作安全，所有特装展位必须

自行购置意外保险（联系人：林伟志 139-2741-0522）；布

展期间，所有人员进出展馆必须佩带安全帽。

3.参展单位应按时进馆报到布展，如于展会开幕前 24

小时仍未报到，又未作出合理解释，组委会有权将其展位安

排他用，已付款项概不退还。

4.特装参展单位注意事项：特装展位仅提供相应面积的

空地区域，无任何设施。务必按照本手册规定在 2019 年 3

月 28 日前向主场服务商申请进场施工手续。涉及到收费项

目，请注意申报时间，逾期申报须按惯例加收逾期费用。

5.展馆内严禁吸烟，严禁随意移动展馆消防设施和破坏

地面的消防安全标志。

6.参展单位车辆进出展馆须提前向主办机构申请临时

车辆通行证，布撤展车辆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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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严禁在所租赁展位范围外派发资料及摆放物品，严禁

派发与本展会无关的资料及在展位外进行举牌或其他移动

宣传活动，一经发现将没收资料及清出展馆。

8.各参展单位的音响设备音量必须控制在 50 分贝以

内，其他机械噪声不得超过 70 分贝，不得影响周围展位洽

谈。如核实超出分贝者，经通知后仍不整改，将进行展位断

电处理。

9.2017 年 1 月 1 日起，深圳会展中心馆内搭建的展台必

须使用不燃或者难燃材料。地毯、木夹板、布幔等可燃材料

必须经充分防火处理使其阻燃性能达到难燃(B1 级)，建议全

面使用难燃木夹板和阻燃地毯，馆内禁止使用聚氨酯(泡沫

类)、泡沫 KT 板、易燃塑料制品、普通海绵、弹力布、纱制

品等易燃材料，材料的燃烧性能不明确的，须提供材料检验

报告，证明其燃烧性能满足相关要求，公安消防部门特别强

调泡沫 KT 板属聚氨酯材料严禁在展馆内使用，各承办单位

必须对搭建材料严格把关，避免不符合消防要求的材料进

馆，会展中心将严格按照公安消防部门的要求对搭建材料进

行监管，一旦发现，将进行封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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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展时间

日期 时间 内容

2019 年 4月 12 日 14:00-22:00 特装参展单位、2 号馆标摊

2019 年 4月 13 日 08:00-22:00 特装参展单位 标摊参展单位

各参展单位报道地点：会展中心二楼综合服务区 205 服务台

■开展时间

日期 入场人士 入场时间 离场时间

2019 年 4 月 13 日

（2 号馆开展）

参展单位 8:30 17:30

专业观众 9:00 17:30

2019 年 4 月 14 日
参展单位 8:30 17:30

专业观众 9:00 17:30

2019 年 4 月 15 日
参展单位 8:30 17:00

专业观众 9:00 15:30

■撤展时间

日期 撤展时间 说明

2019 年 4 月 15 日 16:00－24:00

参展单位撤展

（具体撤展时间，以大会现

场公布为准）

备注：

1.所有特装展台搭建商应到主场服务处办理施工手续。

2.参展单位布展期间如需加班，请于当天 16:00 前到主

场服务处申请并缴纳加班费，费用以现金方式缴纳。

3.为确保施工安全，原则上不允许 24:00 以后加班，延

时服务不提供空调，24:00 之后加收 30%加班费用。

4.布展手续办理，各参展单位和组委会签订的“展位确

认书”办理登记手续，同时特装参展单位需携带贵单位签字

盖章的“深圳会展中心施工安全责任书”及“消防（防火）

安全责任书”“展台自查自验表”办理入馆布展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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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引

深圳会展中心：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①乘坐公交：会展中心东侧金田路、西侧益田路、南侧

滨河路、北侧福华三路均有公交站点（详见：途径深圳会展

中心的公交线路）。具体路线可登陆深圳公交查询网查询，

网址：http://shenzhen.8684.cn/ 。

站点位置 站点名称 地铁和公交线路

会展中心北 会展中心

地铁罗宝线、龙华线、15、50、56、64、

80、109、211、235、371、374、375、

K578、机场 9

会展中心东 福华三路口
3、15、33、34、50、60、64、221、235、

371、374、K113、高峰线④

会展中心东 会展中心东34、K113

会展中心南 皇岗村北 229、337、353、369、382

会展中心南 会展中心南229、337、338、369、382、J1

会展中心西 益田中路
15、64、71、73、76、80、235、374、

398

②乘坐地铁：会展中心是地铁 1 号线、4 号线枢纽站，

通过地下通道可直达会展中心内部，E、D 出口则步行约 150

米即达会展中心北广场。地铁 1 号线购物公园站 D 出口步行

约 150 米即达会展中心西入口。

A 出口 B 出口 D 出口 E 出口

A1 口：福华路北侧、

金田路、深南大道、

大中华国际交易广

场 A2 口：福华路北

侧金田路、深南大

道、大中华国际集

团、Sheraton 喜来

登酒店、

福华路北侧（北）、

中心五路西侧、福

华一路、中心四

路、深南大道、怡

景中心城、荷兰银

行、福田香格里拉

大酒店、嘉里建设

广场

福华路南侧

（南）、中心

五路东侧、福

华三路北侧、

会展中心、深

圳星河丽思

卡尔顿酒店

福华路南侧、

中 心 五 路 东

侧、福华三路

北侧、金田路、

金中环商务大

厦、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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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驾车：经金田路、益田路、福华三路、滨河路可抵达会展

中心（参见下图）

④进入会展中心

北广场主入口（福华三路）：行人通过扶梯、步阶台阶，可

直达二层主通道

东侧入口（金田路）：可乘扶梯直达二层主通道

西侧入口（益田路）：可乘扶梯直达二层主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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