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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展会信息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定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28 日在四川泸州举

办。 

  为便于您做好各项参展准备，敬请您认真阅读《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酒业博

览会参展商手册》，并按要求做好相关工作。您如果还有其它问题和需求，请

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予以回复。 

您也可以登陆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的官方网站 www.ciade.cc 下载相应的

参展资料。 

       

 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筹备组办公室  

 

展会名称：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     

展会地点：泸州国际会展中心            

地    址：中国四川省泸州市黄舣镇 

一、展区设置： 

展区名称 展馆号 展示内容 

交易中心 A馆 白酒交易中心 

国际精品馆 B馆 
葡萄酒、威士忌、白兰地、朗姆酒等世界各

地知名酒类 

中国白酒精品馆 C馆 中国白酒展示 

开幕式 登录大厅 酒博会开幕式 

国内综合馆 D馆 
国内各大白酒企业、黄酒酒企、酿造料酒、

果露酒、保健酒企等及年度最佳新品展示 

国际综合暨一带一

路国家馆 
E馆 国家展团、葡萄酒、洋酒企业 

酒类技术装备馆 DE连接馆 

酒类包材、酿酒技术装备、灌装过滤设备、

智能仓储设备、水处理设备、电子防伪追朔

应用等 

http://www.cad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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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会日程： 

 

 

注：1、3月 23日可布展至 24：00，24日为媒体开放日，25日上午为开幕式。 

2、展览期间参展商请于每日开展前半小时进入展馆准备。布展期间如需加班，于每

日 15:00 前提出申请。 

 

三、同期活动（以现场公示为准） 

1、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开幕式及巡馆 

2、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主宾国馆开馆仪式 

3、中国国际酒业发展论坛 

4、2021 年度“青酌奖”酒类新品评选、最美酒瓶设计奖 BAB2022、全国品酒

师大赛及颁奖盛典 

5、第三届酿造料酒金奖评选 

6、家有老酒——第三届寻找民间老酒鉴评活动 

7、预见新十年——中国酒类流通高质量发展趋势论坛 

CIADE2022 日  期 时 间 

净地展台布展 展 馆   3月 20 日--3月 23日 08:30-18:00 

展位布展 3月 23 日 08:30-24:00 

媒体开放日 3月 24 日 08:30-12:00 

开幕式 3月 25 日 10:10-10:40 

展览日期 

3月 25 日 11:00-17:00 

3 月 26 日--3月 27日 09:00-17:00 

3月 28 日 9:00-15:00 

展品撤展 3月 28日（C馆不撤展品） 15:00-18:00 

展位拆除 3月 29 日(C 馆不拆除） 08: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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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酒城论剑·品酒争霸”第七届寻找民间好舌头大赛 

9、中国智能制造技术发展论坛 

10、第七届国家级啤酒评酒委员培训 

11、《工坊黄酒及其生产规范》团体标准专家研讨会 

12、2022 年国家级葡萄酒评酒委员年会 

13、中国绍兴黄酒馆开馆仪式 

14、中国白酒原酒产业圆桌会议 

15、2022 中国酒业协会名酒收藏委员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 

16、白酒职业技能培训 

17、第三届全国酿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啤酒分技术委员会换届成立大会 

暨中国酒业协会啤酒分会技术委员会年度会议 

18、啤酒嘉年华 

 

 

 

 

衷心感谢您的大力支持与配合，祝您在展会上取得成功!  

本手册以电子版方式发送给各参展商。 

 



 
 

 6 

第二章   参展商报到流程及酒店指南 

一、参展商报到流程 

    参展商领取证件请在会展中心现场服务台领取。 

报到时间：3 月 23 日 09:00-21:00 

          3 月 24 日 09:00-22:00  

本届博览会住宿、餐食及行程费用由参展商自行承担，可自行联系酒博会推荐

的酒店提前预定。 

 

二、泸州市酒店地址及电话 

     

酒店名称 地  址 总机电话 

沣泽苑宾馆 泸州市江阳区酒城大道一段江景北路 6号 0830-8566616 

酒城宾馆 泸州市江阳区上平远路 71号 0830-3159999 

巨洋大酒店 泸州市龙马潭区蜀泸大道 27号 0830-2222222 

南苑宾馆 泸州市江阳区大山坪路南段 0830-3158888 

伊顿饭店 泸州市江阳区江阳西路 25号（天益广场） 0830-3156666 

建国饭店 
泸州市龙马潭区蜀泸大道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东门 
0830-7378888 

龙涧假日酒店 泸州市龙马潭区长桥路 6号 18982469096 

城市 ID 泸州市龙马潭区云跃街 89号 0830-8587777 

揽江酒店 泸州市江阳区春景下路 1号（酒城乐园旁） 0830-3166666 

28度国际酒店 泸州市龙马潭区蜀泸大道 17号 0830-8961111 

山海大饭店 泸州市龙马潭区红星街道蜀泸大道一段 1 号 0830-8583333 

唯逸酒店 泸州市江阳西路 36 号楼 0830-3116688 

康城国际酒店 泸州市江阳区酒城大道三段龙腾路 5号 0830-8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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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瑞风尚酒店 
泸州龙马潭区蜀泸大道 88号西南商贸城 1区 3

楼 
0830-6669000 

雪梨树主题酒店 泸州市江阳区江阳中路 37号楼 0830-8888678 

洪港宾馆 泸州市江阳区江阳南路 1号 0830-3113618 

景豪酒店 泸州市江阳区东门口 1号楼 0830-6668111 

为普宾馆 泸州市江阳区白招牌江阳中路 53号 0830-2290118 

千叶酒店 泸州市江阳区广凤路 4号 0830-8886077 

红方格精致酒店 泸州市春景上路 2号佳乐金街 3号楼 1单元 0830-2669999 

悦半湾精致酒店 泸州市江阳区春景上路 2号 3号楼 1单元 0830-6688555 

丽枫酒店 泸州市江阳区佳乐世纪城世纪领寓 3栋 2单元 0830-2625666 

康宁商务宾馆 泸州市江阳区百子图星光路 13号 0830-3126999 

新华宾馆 泸州市江阳区龙透关路与飞跃街交汇处 5 楼 0830-3115989 

海摄大酒店 泸州市龙马潭龙马大道二段 22号 0830-2277288 

泸州星浩酒店 泸州市龙马潭区龙南路 395号 0830-6667887 

希岸酒店 
泸州龙马潭区蜀泸大道 88号西南商贸城十八

区 
0830-8810888 

7天连锁酒店 泸州龙马潭区蜀泸大道 88号西南商贸城二区 0830-2600007 

四季澜庭酒店 
泸州市龙马大道三段 660号(与希望大道交汇

处) 
0830-2869888 

千升酒店 泸州市江阳区江阳北路 75号 0830-6663333 

领尚国际酒店 泸州市龙马潭区龙南路 599号 0830-8838888 

希岸酒店&泸州商

贸城客运总站店 
泸州市龙马潭区西南商贸城 18区 0830-8810888 

圣璟酒店 
泸州市江阳区酒城大道二段新中级人民法院

后 100米 
0830-8873999 

帝都大酒店 泸州市龙马潭区龙马大道二段 350 0830-2508666 

天河酒店 泸州市龙马潭区龙马大道二段 277号 0830-251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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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办证服务 

（一）展商证（需提前注册展商证，详见第九章  展商证件注册系统） 

（1）展商证供参展人员进馆使用，一人一证，不得转借他人使用。 

（2）特装展位按每 10㎡办理 1个展商证，标准展位每 9平米给 2张原则发放。 

（3）参展商至会展中心现场服务台领取参展商证件。 

（二）施工证（展馆搭建、材料供应请与主场服务商办公室办理） 

1. 申办数量 

施工证领取标准：50 ㎡-100 ㎡展位可领取 10 个；101 ㎡-300 ㎡展位可领

取 20个；301㎡-500㎡展位可领取 25 个；501㎡以上展位可领取 30个。 

2. 证件使用 

施工证凭报馆资料至泸州国际会展中心 D 馆主场服务台领取，特装施工单

位工作人员可在展馆布展、撤展期间持证进入展馆进行特装展位施工（搭建施

工人员须在 3月 23日 24：00前完成布展施工并撤出展馆）。 

 

第三章  展馆搭建、材料供应及主场服务商信息 

    为了方便现场管理，主办单位推荐主场服务商为您服务，净地展商如需设

计和搭建可自行选择推荐搭建商也可以选择主场服务商。 

 

主场服务商联系方式: 

成都摩创展览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成都市武侯区天府三街福年广场 T1写字楼 1210 

联 系 人：汪斌 13980899220      余久喻 13982212521     

电子邮件：416278939@qq.com      417117921@qq.com 

 

特装展位图纸审核及报馆相关手续 

联 系 人：汪斌  13980899220 

电子邮件：416278939@qq.com  

mailto:416278939@qq.com
mailto:417117921@qq.com
mailto:41627893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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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特装展位布撤展指南 

一、展位布撤展时间安排 

展台施工时间：2022年 3月 20日-3月 23日   08:30-18:00  

展品布展时间：2022年 3月 23日           08:30-24:00 

展品撤出时间：2022年 3月 28日下午（C馆不撤展品）  15:00-18:00 

搭建商撤展时间：2022年 3月 29日 08:30 开始撤展，并于当天撤展完毕（C馆

不拆除）。 

场馆负责人：张瑞（18808300107） 

B馆：刘雨溪             电话：18808300152 

C馆：毕乘风             电话：18808305766 

D馆：唐维强             电话：18580264173 

E馆：赵亚祺             电话：18160060575 

DE连接馆：高  楠        电话：18808306516 

具体场馆负责人依据现场公布信息为准 

 

二、布撤展流程 

1、布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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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撤展流程 

 

 

三、货车进馆路线图 

 

四、特装展位施工单位需报送资料 

序号 报送资料内容 

1 

特装展位装修图纸审核资料（包含施工单位资质证明、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以及装修平面图、立面图、钢结构尺寸图、配电系统图、配电平面图、

施工材料说明）    （附件一） 

2 特装展位安全责任书（附件二） 

3 特装展位搭建委托书（附件三） 

4 用电申请表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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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证金费用表      （附件五） 

6 展位险保单（自行购买） 

7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酒业展览会展品承诺书（附件七）（由展商填写） 

注明：以上资料请于 2022年 3月 12日前报送展馆搭建、材料供应和主场服务

商——成都摩创展览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展位限高 5 米，现场禁止吊点，不得

搭建二层。 

 

五、搭建规则与条例 

 

1、展位限高：展位统一限高 5米，现场严禁吊点，不得设置二层结构。 

2、施工单位施工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其他相关规章制度，服

从展馆管理和监督检查，保证展位和人身安全。施工单位应指派专人负责展位

施工现场的安全和防火工作，做好展位安全隐患识别和事故处理工作。展位施

工负责人有义务和责任告知施工人员进入施工现场，要正确佩戴合格的安全帽、

有效证件及遵守大会、展馆的相关规定。 

3、特装展位装修图纸审核资料（附件一）、特装展位安全责任书（附件二）、

特装展位搭建委托书（附件三）、用电申请表（附件四）、保证金费用表（附

件五）、展位保险单、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酒业展览会展品承诺书（附件七），

特装展位务必于 2022年 3月 12 日前报送至主场服务商。 

4、未报送图纸资料及未签订安全责任书不予办理进场手续，逾期报图的需

交纳 500 元/展位的审图费。                           

5、施工单位需交纳施工保证金（详见附件五），办理布撤展证后方可进馆

施工。若私自进场，主场服务商有权对该展位施工单位清场处理。布展施工必

须在自有展位范围内进行，不得超范围跨区布展，施工材料、工具应规范、平

整放置在本展位范围内，不得竖立、堆码在展位和消防通道，如阻塞通道，主

场服务商将视其为废弃物料处理。 

6、展馆内严禁现场木结构粗加工，严禁电、气焊等明火作业。严禁切割机、

气体瓶、焊机入馆，电锯、空压机进馆需提前向主场服务商书面申请，获得许

可后方可进馆。对擅自使用电锯、切割机、焊机、空压机的单位和个人，主场

服务商有权制止和处罚，对屡禁不止者，予以清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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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特装展位必须配备消防指定合格、有效的灭火器具（4 公斤起）。灭火

器配备标准为 50 ㎡内 4 具，50 ㎡外每增加 50 ㎡增加 2 具（不足 50 ㎡按 50㎡

计算），以此类推。 

8、展馆内严禁私拉、乱接电源线；照明灯具、霓虹灯、各种用电设施及材

料应具有国家专业安全认证，应按照国家电气规程标准施工、安装和使用。严

禁使用麻花电线连接电器设备，应当使用标准的双护套阻燃电线连接电器设备，

展位电路、电器必须采用接线端子连接。电路、电器的安装必须由持有有效操

作证件的人员进行施工，展会期间电工必须随身携带操作证件，以备核查。 

9、若展位的耗电量超过所申请的电量，从而对其他展位设备操作或本展会

电力系统造成不良影响，展馆搭建、材料供应及主场服务商将立即终止对该展

位供电，由此造成的损失及连带责任由该展位的承租单位全部承担。 

10、用玻璃材质装饰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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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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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之间要使用弹

性材质做垫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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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展位结构， 以确保展位稳定。 

11、展位搭建材料的选用要符合国家有关部门关于临时性建筑材料的使用

标准，并结合展览会的特点合理选材，选材要符合国家环保要求。必须使用符

合消防安全要求的阻燃材料，所涉及的结构强度应满足荷载所需的强度，施工

单位应确保展位结构的强度、稳定性以及局部稳定性。 

12、展位灯箱制作，必须采用防火涂料进行防火处理；灯箱内灯具安装必

须要与灯箱主体有一定距离空间；灯箱制作完毕必须预留散热孔。 

    13、禁止直接在展馆立柱上安装灯具灯箱。所有展馆的设备设施不得拆除、

搬移和损坏。施工单位不得擅自动用展馆配电箱、水源等固定设施。 

    14、严禁在防火卷帘门下搭建展位及堆放物品，严禁遮挡展馆消防设施设

备（消火栓、红外对射、监控探头、消防通道等）。 

    15、室内特装搭建材料必须使用防火或经过阻燃处理的材料；结构必须牢

固、安全，36㎡或跨度达 5米以上，必须安装整体钢结构并做好有效连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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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展位结构严禁在展区地面、墙面、顶部、立柱、各种专用管线上钉钉、

吊挂、捆绑，所有结构应和展位自身主体结构连接。应严格按照展馆限高搭建

展位。 

    17、所有特装展位，顶部吊顶不得超过展位总面积三分之一。 

18、展位内电路、电气的安装，须持有效电工资格证件的人员按照国家电

气规程标准进行施工（随身携带电工证件，以备核查）。必须保证各专业的施

工人员只从事自身专业的施工，严禁跨专业施工、作业。 

19、所有顶部加设横梁连接的特装展位，须提供横梁与主体连接的细部结

构图，结构强度应当满足荷载所需要的强度。横梁必须采用钢结构并连接牢固，

柱梁连接必须要用不低于 8 级的高强度螺栓（螺栓连接必须使用平垫、弹簧垫）

或者其他安全固定材料，不得采用搭接、绑扎等连接形式。 

20、展馆内严禁喷漆、万能胶粘贴、腻子作业,上述作业只能在做好防护时

用于修补或者接缝处理，并需提前向展馆搭建、材料供应及主场服务商书面申

请。申请通过后，由主场服务商安排时间段作业。对擅自喷漆、万能胶、腻子

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展馆搭建、材料供应及主场服务商有权制止，对屡禁不止

者，酌情予以处理。 

21、展馆内严禁吸烟，严禁使用易燃（弹力布、稻草等）、易爆物品以及

含有辐射、放射、有毒、腐蚀性高挥发物品等。     

22、展馆内原则上不允许使用地砖、墙砖等石材进行展位制作、装饰，如

必须使用的单位，需提前向展馆搭建、材料供应及主场服务商书面申请。申请

通过后，在制作、装饰过程中，不在展位施工现场进行切割方可使用。 

    23、标准展间内，原则上不允许进行木结构制作、装修，必须进行制作和

装修的单位，需提前将制作及装修方案提交主场服务商进行书面申请及审核。

申请审核通过后，在不破坏标准间结构及型材后方可施工。 

    24、请爱护展馆物品，不能在标准展位及配套展具上钉钉、打孔、刻画、

蹬踩及使用双面胶、单面胶和即时贴等各种胶制品。标准展间上不能倚靠和悬

挂重物，未经允许不得拆除或改建标准展位。违者将按实际损失照价赔付。 

25、请不要随便抄拿、挪用其它标准展位的桌、椅等物品。标准展位内严

禁私拉电源线，严禁私自安装射灯、太阳灯等照明灯具。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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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服务商有权制止。     

26、施工人员在高空作业时，应持证上岗并严格遵守以下规定: 

   （1）应使用合格安全的提升工具及操作平台，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帽、

穿软底鞋、衣着符合高空作业要求、设置安全隔离区、清理区域内障碍物品，

安全区须设有明显标示。施工现场应设安全员负责施工安全工作。违者按照规

定进行整改、纠正。并时刻注意以下要求： 

    ①高空作业时必须时刻遵守规章制度。 

    ②禁止酒后高空作业。 

    ③禁止在非安全地带休息。 

    ④疲劳或睡眠不足时禁止作业。 

    ⑤禁止随意挪动及载人挪动。 

  （2）凡参加高空作业人员必须经医生体检合格，方可进行高空作业。对患有

精神病、癫痫病、高血压、视力和听力严重障碍的人员，一律不准从事高空作

业。 

  （3）凡参加高空作业人员，应在开工前组织安全学习，并经考试合格。树立

牢固的安全风险、危险意识，保护自身和他人的安全。 

  （4）认真检查脚手架、高梯等登高工具，是否符合规定要求并安全可靠，检

查随身携带工具是否放好并固定。 

  （5）尽量避免重叠作业，必须重叠作业时，要有可靠的隔离措施；夜间作业

要配备充足的照明设施。 

27、两家参展单位相邻布展时，若搭建高度不一致，展位高的则需要在展

位背面进行平整美化处理，不能在背面布置宣传文字或企业标志，以不给相邻

展位带来不利影响为原则。同时，施工单位不得私自将相邻展位的结构作为自

身展位搭建结构来使用。 

28、参展商、施工单位在布展过程如需加班的，加班时间不超过当天晚上

24:00,24:00后主场服务商将清场，关闭展厅大门。 

29、展会开幕前，所有布展单位必须参加由公安、消防或筹备组办公室等

部门组织的安全检查，对发现的问题无条件整改。 

30、撤展时须服从大会统一安排，撤展时应注意施工安全，保持足够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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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安全区，严禁野蛮施工。撤展过程中禁止出售展位搭建物及野蛮施工，做好

安全监护、设置安全警示方可撤展，施工单位自行负责清理场地，经现场管理

人员检查签字后，方可清退施工保证金。 

    31、违反上述规定的施工单位，展馆搭建、材料供应及主场服务商有权要

求施工单位立即纠正、限期整改、停止施工、直至清除出馆。对情节严重的单

位，将给予行内通报并记入展馆违规名册。 

    32、因违反上述规定，展览会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和责任，由施工

单位全部负责，并承担由此给展馆造成的经济损失。 

33、未尽事项，以现场通知为准。 

第五章   特装展位施工保证金 

一、施工保证金（含施工安全、清洁） 

展位面积（平方米） 金额（元） 

50及以下特装展位（含） 2000 

50–100特装展位 3000 

101-300特装展位 5000 

301-500特装展位 8000 

501以上（含） 12000 

备注：展览结束后，无安全事故，将展位拆除并清洁完毕，经现场服务处核实

后到现场服务处退还押金。 

二、保证金处理标准 

1、打架斗殴扣除保证金 1000元，情节严重者交由相关部门处理。 

    2、施工人员未正确佩戴合格安全帽，未佩带证件进入施工现场、吸烟，每

人每次扣除保证金 200元。情节严重加倍处理。 

    3、发现违规延时加班，将按照每小时 2元/㎡计时收费。拒不配合清场人

员的单位，将按通宵双倍计费处理。 

    4、灭火器配备标准为 50 ㎡内4具，50 ㎡外每增加 50 ㎡增加2具（不足

50 ㎡按50 ㎡计算），以此类推。搭建商自行配备灭火器，必须按照配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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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若展馆搭建、材料供应和主场服务商检查时发现未配备或配备不齐全展

位，将扣除保证金的20%。在布展须知规定时间内，未摆放到位，每具给予扣

除保证金100元处理，并通报消防部门按相关消防条例处理。 

    5、特种作业在施工过程中，无证作业、未采取防护的，下发整改通知书后

未按时整改，将给予扣除保证金 30%以上处理。情节严重的，将交由相应部门处

理并给予业内通报。 

    6、私带切割机、焊机、电锯、空压机进馆的单位，下发整改通知书后未按

时整改，给予扣除保证金 10%以上处理。 

    7、高空作业没有使用合格安全的提升工具及操作平台，未派专人指挥、看

护、设置安全区，下发整改通知书后，未按时整改的给予扣除保证金 30%以上处

理，情节严重加倍处理。 

    8、现场木结构加工、刷涂、油漆、喷漆、腻子，下发整改通知书后，未按

时整改的每项给予扣除保证金 30%以上处理，情节严重倍处理。 

    9、施工单位未经筹备组办公室许可，私自使用展馆结构进行吊挂、捆绑等，

下发整改通知书后，未按时整改的将给予扣除保证金 20%以上处理。 

    10、展位高于隔壁的装饰物未做美化处理的，下发整改通知书后，未按时

整改的将给予扣除保证金 30%以上处理，并给予业内通报。 

    11、布展期间，未经展馆搭建、材料供应及主场服务商许可，擅自使用展

期用电，将给予扣除保证金 30%以上处理。 

    12、使用易燃、易爆物品及违禁物品；私拉乱接电源线、水源等在下发整

改通知书后，未按时整改的给予扣除保证金 50%以上处理，情节严重加倍处理。 

    13、展位材料没有进行防火处理及灯箱没有预留散热孔，下发整改通知书

后，未按时整改的将给予扣除保证 30%以上处理，情节严重的将交由消防部门处

理并给予业内通报。 

    14、未办理进馆手续，私自进馆，给予清场处理及扣除保证金 50%以上处理

并给予业内通报。 

    15、未经许可私自动火的展位，下发整改通知书后，未按时整改的给予扣

除保证金 50%以上处理，情节严重将按照相关消防条例加重处理。 

    16、野蛮施工，违规搭建、拆除展位（推、拉等）、不设置安全警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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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遵守主办单位规定提前撤展的扣除全部保证金。 

    17、不遵守施工安全管理规定,连续 3次不接受管理人员口头或书面警告的

单位及个人，扣除该单位全部保证金。 

    18、损坏展馆设施、设备，按实际损坏赔偿，情节严重加倍处理。 

19、施工作业过程中，违规施工造成的安全事故，由施工单位负责，并承

担相应责任。 

备注：①施工负责人有义务告知贵单位参与此次展览的相关工作人员，展

馆相关之规定（施工安全管理规定、特装展位安全责任书等）；② 撤展完毕，

及时找现场服务处签字确认，并于现场退还押金。 

 

第六章   物流服务 

一、收货地址 

展品接收地址：泸州市龙马潭区安宁镇安定路君和物流园 

收货单位：中国外运四川有限公司 

收货人：参加青酌奖评选   收货人： 左正萍   电话：13508036876 

参加最美酒瓶大赛 收货人： 周大友   电话：13882729406 

展馆参展商展品   收货人： 李华翔   电话：13548376337 

请在展品邮寄包裹上注明参展的展馆名称和展位号（必须全部使用中文标注，

若无中文标注，造成产品遗失， 筹备办组委会概不负责），如不明确展馆名称

和展位号的则注明公司名称。邮寄费用由参展商自行承担，到付件筹备办组委

会有权拒收。 

英文收货地址： 

JUNHE logistics park, Anding Road, Anning Town, Longmatan District, Luzhou 

city,646000, Sichuan province, P.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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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参展商展品需在 2022 年 3 月 18 日前到达泸州，（运送展品，建议展商

尽可能使用托盘运送，以便产品集中而不分散，也便于转运和产品安全。）如

展品在 3 月 18 日后到达泸州的，由参展商自行送至展馆，组委会概不负责。从

发货地至君和物流园的运费由参展商自理，君和物流园至展馆的运费由组委会

负责。 

二：国际物流展品对接地址： 

国内展品收货地址：泸州市跃达物流有限公司 （中外运库）泸州市高新区酒谷

大道 5 段 28 号联系人：赖红军 17311786169 仓库-泸州国际会展中心：约 5 

公里  

Receiving address of domestic exhibits： Luzhou Yueda Logistics Co., Ltd. 

(Sinotrans Warehouse) No. 28, Section 5, Jiugu Avenue, High-tech Zone, 

Luzhou, Sichuan, China. 17311786169 Ctc: lai Hongjun (Derek Lai) +86- 

173 1178 6169 Warehouse - Luzhou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about 

5 km 

 

国际展品收货地址： 泸州综保区保税海关监管仓库（海关监管）四川省泸州市

龙马潭区罗汉镇临港大道二段 2 号 联系人：赖红军 17311786169 仓库-泸州国

际会展中心：约 6 公里 

Receiving address of international exhibits：  LuZhou Comprehensive 

Bonded Zone (customs supervision) Luzhou Port Bonded Logistics Center, 

No2 2nd Part Lingang Road, Luohan Town,Longmatan District, Luzhou, 

Sichuan, China. Ctc: lai Hongjun (Derek Lai) +86- 173 1178 6169 Warehouse 

- Luzhou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about 6 km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 

参展商名称： 

展馆号：        

展位号：        

箱  号：  

总件数：  

重量：    公斤 

长 x 宽 x 高（厘米）：      x    x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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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展览会责任险》保险服务 

本届酒博会要求每个净地展位须在购买《展览会责任险》后，方能办理报

馆手续和入场布展。 《展览会责任险》主要针对在布展期、开展期、撤展期因

展台问题引起的人身财产损害。保险公司对投保人或其雇员在进行展位搭建、

使用、撤除期间，造成的展览固定设施、展览设备 和其他财产损失，以及对雇

员和第三者的人身损害所产生的赔偿费用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此 保险可替代以

往搭建单位购买的施工人员安全险，更加贴合实际需要，由“一人一险”转变 为

“一展台一险”，与国际化大型展会安全标准接轨。  

搭建单位可在推荐保险公司购买《展览会责任险》，也可自行联系其他保

险公司购买。在搭建申报时须提交对应展位保险单扫描件并加盖公章，确保保

额充足，真实有效，保障全面，方能 办理报馆手续。  

 

保险服务推荐服务商，有购买需求请联系（购买后可提供即时电子保单）：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冯小姐 

电 话：18500646969 

 

投保途径： 

A  网址购买：http://www.zhanhuibao.com/ 

B  扫码购买：扫描二维码之后根据提示填写相关信息  

  

 

 

 

 

http://www.zhanhui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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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   件 

附件一：特装展位装修图纸审核资料 

请务必将此表与审图资料于 2022年 3 月 12日前提交，逾期报图将收取 500元/

展位的审图费。 

展位号： 展位尺寸（长、宽）： 

参展商： 

展览负责人： 联系方式： 

传真： 邮箱： 

施工单位名称： 

施工负责人： 联系方式： 

传真： 邮箱： 

施工单位资质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特种作业操作证、施工人员身份证复印件、以

及设计图纸（平面图、效果图、钢结构图和电路电量图）另附 

展馆搭建、材料供应及主场服务商：成都摩创展

览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备注： 

①请认真填写完毕，电邮至展馆搭

建、材料供应及主场服务商 

②资质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

公章 

③报图资料以电子档发到展馆搭

建、材料供应及主场服务商的邮箱，

图纸如有问题将以邮件通知 

联系人：汪斌（QQ：416278939） 

手  机：13980899220 

电  话：028-87769911 

传  真：028-87762388 

邮  箱：416278939@qq.com 

参展公司名称：                               展位号： 

施工单位：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日期：＿＿＿＿＿＿＿＿＿＿＿＿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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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特装展位图纸申报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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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特装展位安全责任书 

展位号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面积 ____________ ㎡  

参展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施工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现场安全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方式：____________，  

 

1．我单位将切实提高对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以下简称酒博会）

安全工作的认识，认真贯彻“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做到责任明确，承诺

每个展位都配有一名安全负责人，措施具体，人员落实。 

2．严格遵守《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 505 号令）》、《安

全生产法》等有关安全工作规定，落实安全责任和措施，明确安全负责人，并

认真履行职责。 

3．严格遵守大会相关要求，严格按《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参展商

手册》及展馆方规定的施工安全规则进行施工作业；服从管理人员的施工管理

和监督检查，保证展位和人身安全。 

4．指定专人负责本单位在酒博会期间的展位结构安全管理，做好布撤展及

展出期间现场值班维护，随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展馆安全。 

5．自觉接受酒博会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切实落实安全保障措施和整改措

施。 

6．我单位施工人员进入展馆将正确佩戴合格的安全帽；不在展馆内吸烟；

保证所搭建展位结构牢固、安全；保证搭建材料符合环保要求；不在展厅内进

行大面积喷漆、刷涂、万能胶粘贴、刮腻子作业；不在展厅内进行现场木结构

初加工，只做现场拼接作业；未经许可不使用电锯、切割机、焊机、空压机等；

不私自使用展馆配电箱、水源、气源等固定设施。 

7．我单位承诺，所有搭建使用木质结构将按照规定进行难燃或阻燃处理，

结构内部一律涂刷防火涂料，杜绝安全隐患。 

8．我单位承诺若使用玻璃地台，则结构支撑立柱、墙体必须固定于地台下

方，不得直接在玻璃面上搭建展位结构，以确保展位稳定。 



 
 

 23 

9．我单位承诺在展馆防火卷帘门下不做任何搭建，不堆放展位物品，不停

放车辆；严格规范展位用电操作；不私拉乱接电源；电工操作人员均持有合格

的电工操作证；各种用电设施及材料均具有相关安全认证；并做到每日安全巡

视检查工作，发现问题立即整改。 

10．我单位如因未遵守大会和展馆相关管理规定，所造成的一切安全事故，

将由我公司及委托的施工单位负责，接受相关处罚，并承担由此给大会及展馆

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 

11．我单位严格遵守大会规定的布、撤展时间进馆施工。 

12．严格按照提交展馆搭建、材料供应及主场服务商审图组的图纸施工。 

13．我单位承诺所提交所有信息均为真实，有效信息。 

14．撤展期间，各展位施工单位应设置安全区域、安全警戒人员，不得野蛮

施工、违规拆除展位，严格遵守组展单位相关规定，安全、有序撤展，违者展

馆将给予相应处理，情节严重的将扣除全部保证金。 

如有违反以上规定的行为，本施工单位愿意接受筹备组办公室、展馆搭建、

材料供应及主场服务商、泸州国际会展中心及展馆保安的处理并承担全部责任。 

 

参展单位（盖章）                       施工单位（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务必于 2022年 3 月 12日前提交至展馆搭建、材料供应及主场服务商； 

展馆搭建、材料供应及主场服务商：成都摩创展览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 汪斌（QQ：416278939） 

手  机：13980899220 

电  话：028-87769911 

传  真：028-87762388 

邮  箱：41627893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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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特装展位搭建委托书 

兹有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参展单位，名称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号___________ ，面积为___________ ㎡，现委托

______________________为我单位展位唯一搭建公司，并且证明： 

 1. 我单位已同该搭建公司签订相关搭建合同，确保展位安全施工及正常

运行。 

2. 我单位已详知大会展区施工管理相关细则，并要求我单位委托的搭建

公司严格遵守管理规定服从管理安排。 

3. 我单位接受大会筹备组办公室的相关音量控制的要求，在展览期间委

托搭建公司指定专人负责控制音量，将展台内音量控制在 70 分贝以下，并将相

关扬声器朝向展台内部。 

4. 我单位承诺不组织锣鼓队等各类乐队和礼仪表演人员进入展区，不组

织举牌或模型流动广告进入展区，不在本单位承租的展位范围外向观众派发名

片和宣传资料，为参展商和观众提供一个良好的参展、参观和交易环境。 

5. 我单位将认真加强对搭建公司的监督，若违反大会展区施工管理相关

规定及音量规定，我单位愿意接受展会统一的处罚，并承担其后果。 

     委托单位（盖章）                       被委托单位（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请于 3 月 12 日前提交至： 

展馆搭建、材料供应及主场服务商：成都摩创展览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 汪斌（QQ：416278939） 

手  机：13980899220 

电  话：028-87769911 

传  真：028-87762388 

邮  箱：41627893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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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用电申请表  

    请务必将此表于 2022年 3月 12日前提交至展馆搭建、材料供应及主场服

务商； 

用电申请表 

序号 名称 规格(长宽高) 单位 数量 

1 
馆内动力电源（三相

电） 

15A/380V 个   

20A/380V 个   

30A/380V 个   

60A/380V 个   

100A/380V 个   

150A/380V 个   

2 布展期间施工用电 15A/220V 处   

备    注：   

展馆搭建、材料供应及主场服务商签名： 

注 展位申请用电标准： 

展馆搭建、材料供应及主场服务商：成都摩创展览设

计咨询有限公司 

备注： 

①请认真填写完毕，加盖公

章扫描后以邮件形式发送至

展馆搭建、材料供应及主场

服务商；     

②展馆搭建、材料供应及主

场服务商确认后以邮件方式

回复，请注意查收； 

③收到展馆搭建、材料供应

及主场服务商回复的确认单

后，请打印出的确认单只展

馆搭建、材料供应及主场服

务商现场办公室办理施工手

续。                 

联系人：汪斌（QQ：416278939） 

手  机：13980899220 

电  话：028-87769911 

传  真：028-87762388 

邮  箱：416278939@qq.com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施工单位：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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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保证金费用表 

请务必将此表于 2022年 3月 12日前提交至展馆搭建、材料供应及主场服务

商，逾期将加收 20%的费用。 

展馆搭建、材料供应及主场服务商：成都摩创展览

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备注： 

联系人：汪斌（QQ：416278939） 请认真填写完毕，以邮件形式

发送至展馆搭建、材料供应及

主场服务商 
手  机：13980899220 

电  话：028-87769911 字迹清晰并加盖公章 

传  真：028-87762388  

邮  箱：416278939@qq.com 

 
 

参展公司名称：                       展位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地址： 

日期：＿＿＿＿＿＿＿＿＿＿＿＿       盖章：＿＿＿＿＿＿＿＿＿＿＿ 

保证金 

展位面积（平方米） 金额（元） 

50及以下特装展位（含） 2000 

50 – 100 特装展位 3000 

101-300特装展位 5000 

301-500特装展位 8000 

501以上（含） 12000 

备注：1、保证金里包含施工押金及清洁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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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现场租赁服务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期间，现场服务处提供以下租赁服务： 

 

1、服务时间： 

   2022年 3 月 25-27 日    08:30-17:00 

   2022年 3 月 28日       12:00 以后，物品开始清退 

2、现场租赁服务地点： 

   酒博会开展期间，参展商可根据现场指引到租赁服务地点。 

 

 

 

序号 物品名称 租金 保证金    备注 

1 叉  车   
需叉车服务，请提前联系

主场服务商，费用另计 

2 等离子电视 800 元/台/展期  42 寸 

3 洽谈桌椅 150 元/套/展期 
 玻璃桌 

4 把椅子 

4 冰  桶  50 元/个  

5 吐酒桶  50 元/个  

6 冰  块   免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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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展品承诺书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展品承诺书 

 
 

    我单位确认参加“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并承诺所展出

所有展品不涉及知识产权纠纷问题，展示商标及全部宣传印刷资料

符合展会要求及法律规定，如有不符规定及涉及侵权产品，主办方

有权随时撤出展品及相关宣传资料，我单位将积极配合。 

 

   

                                    

                                 单位名称： 

                                 （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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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展商证件注册 

 

本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展商证件采取实名制认证，进行“一

人一证”管理，不得转借，按规定线上申请后至现场领取证件。 

解释权归组委会所有，任何情况下，组委会有收回证件的权利。 

1、展商证件注册，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相关信息后提交； 

 

 

 

 

 

2、证件使用时间：2022 年 3 月 22日-3 月 28 日；  

3、证件领取：至现场服务台，携带以下资料领取证件。 

（1）参展确认书； 

（2）办理展商证人员的健康码（天府健康码）及行程码（需打印）； 

（3）领取证件 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证明（需打印）； 

（4）证件领取流程： 

 

 

 

（6）领取证件后，请至现场核酸检测点进行现场核酸检测（免费检测）； 

 

备注：所有参会人员在进入展会区域前，须至少提前 1 天完成本人天府通健康码

注册，并确认码为绿色。请尽早注册。 

注册渠道：“天府健康通”微信小程序、“天府健康通”支付宝小程序（境外人

员可适用）。 

资料处提交

资料，进行审

核 

资料审核通

过，至证件处

领取证件 

凭证件在现场核

酸检测点，进行核

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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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证件注册数量：特装展位每 10 ㎡办理 1 张展商证，标准展

位每 9 平米办理 2张展商证。 

5、证件注册截止时间：2022 年 3 月 12日； 

6、参展商每次进场前，均需提供 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证明，请 

参展商在参展期间及时到现场核酸检测点进行核酸检测； 

7、此证请妥善保管，遗失作废； 

 

附件1：参展人员健康信息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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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参展人员健康信息登记表 
本单位承诺所有人员申报的健康信息真实无误，如有虚报瞒报，愿承担全部法

律责任。 

（注：需在领取参展证件时打印并提交此表，所有参展人员都需要提交） 

参展单位： 

姓名 手机号 身份证号 进馆时间 

    

健康码 行程码 

  

48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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