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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尊敬的参展商： 

非常感谢并真诚地欢迎贵公司参加2021上海国际商用航空航天展览会（以下简称“上海

航展”），上海航展将于2021年11月24日-27日在上海虹桥机场公务机基地（迎宾七路99号）

举行。 
为使贵公司顺利地进行展前准备工作，我们特此提供《参展商服务手册》，请参展商务

必认真阅读本手册的所有内容，遵守手册中的各项规定，并注意以下几点： 

1、根据实际需要，认真填写本手册中的各项表格，按表格中的联系方式，在规定的截

止日期前传真或寄回。 

2、所有表格一经参展商签字确认，具有与合同同等的约束力。 

3、如需更详细的信息或帮助，请直接与我们联系。 

最后，预祝各参展商在本届上海航展上参展顺利，并取得圆满成功。 

 

 

 

   2021上海国际商用航空航天展览会 

组委会 

2021 年 9月 



 

 

3 
 

2021 上海国际商用航空航天展览会 
 防疫告知书 

 

 

由于受到疫情影响，疫情告知书将于展会开幕前 20 天（11 月 4 日）在网站

上公布，请注意查看网站更新的防疫要求 

 
 

消防安全须知 

 
一、严格遵守国家、上海市消防安全相关规定，做好本展台的消防安全工作，参展企业现场

负责人是本展台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对本展台的消防安全负主体责任，应指定消防安全

员专人负责本展台的消防安全。 

二、布展施工不得遮挡、挪用消火栓、灭火器等消防器材，不得堵塞、挤占安全出口和疏散

通道，防火卷帘下不得搭建展台，不得摆放任何物品，特殊展台设计及展板不得使用易

燃可燃装饰材料。 

三、展览期间所产生的杂物和垃圾，尤其是布展期和撤展过程中产生的所有布展材料、包装

材料、废弃材料必须由专人及时清运、处理，不得在展台及周边留存。 

四、场内严禁动用明火，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展馆，严格遵守场馆内禁止吸烟的规

定，并有义务制止本展台参观人员的吸烟行为。 

五、不得在展区内使用汽油、酒精等易燃物品进行清洗作业，不准存放和使用充压的压力容

器，展台内及周边严禁使用高温灯具和电炉、电熨斗等电热器具。 

六、主办方将在 11月 23日下午 15:00—17:00 进行电气设备检测，届时，请各参展商打开本

展台内所有用电设备，配合检查。电检结束后，未经主办办公室允许，严禁擅自增加或

改变电气设备和配电线路。 

  

                                         2021上海国际商用航空航天展览会 

组委会 

2021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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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安排 

布展、撤展 

日 期 时 间 地点 备注 

11 月 19 日至 23 日 8:30-17:30 室外贵宾房装修 

若有变

化，以

官方通

告为准 

11 月 21 日至 23 日 8:30-17:30 机库和篷房展位搭建 

11 月 27 日 13:30 参展飞机拖出静态展示区 

11 月 27 日 15:30-22:00 机库和篷房展位、贵宾房物料撤场 

11 月 28 日至 29 日 8:30-17:30 室外篷房和贵宾房撤除 

备注：请各搭建商务必于 23 日 15:00 前完成结构搭建  

展览及清场时间 

日 期 展 览 时 间 清场时间 备注 

11 月 24 日 

（第一天） 

10:00-17:00  

参展商 8:30 入场,16:00 观众停止入场 

16:30 
若有变

化，以官

方通告为

准。 

11 月 25 日 

（第二天） 

9:00-17:00 

参展商 8:30 入场,16:00 观众停止入场 

11 月 26 日 

（第三天） 

9:00-17:00 

参展商 8:30 入场,16:00 观众停止入场 

11 月 27 日 

（第四天） 

9:00-11:00 

参展商 8:30 入场,11:00 观众停止入场 
11:30 

参展商报到 

日 期 时 间 地 点 

11 月 21 日（布展第一天） 13:00-17:00 

迎宾三路花园内安检篷房 11 月 22 日（布展第二天） 8:30-17:00 

11 月 23 日（布展第三天） 8:3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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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注意· 

◆参展商及搭建商应严格遵守上述日常安排，如需提前进场，请向主办方提出申请。 

◆所有展台搭建和装饰应在2021年11月23日15:00点以前完成，以便让主办方有时间在展览会开幕前安

排场地清扫和电力安全检查工作。 

◆如在2021年11月23日上午8:30点前搭建商仍未进场搭建，主场搭建商将禁止其在此截止时间后的进场

搭建工作，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参展商承担。 

◆参展商在展览最后一天（11月27日12:00点后）方可整理展品及携带物品离开；标准展台的拆除将在展

会结束后立即进行，建议参展商及时撤走展板上的宣传资料和海报。 

◆展出期间，不允许将进入展馆的物品运出展馆。撤展时，由指定运输总代理开具出门证（条）。 

◆为确保现场安全，严禁参展商将展品超出展位摆放，严禁任何占用和遮挡通道的行为。 

◆展期内，佩戴“参展商”胸卡的工作人员可于每日上午8点30分进馆。如需提前进馆，需经主办方同

意，交纳加班费用，办好相关手续后方可进场。 

◆除官方活动外，严禁任何参展商在展览期间演示无人机等飞行器的演示飞行活动。 

◆严禁参展商在展会期间售卖展品。 

延长工作时间加班收费 

区 域 加班结束时间 价 格（每日 14:00前申请） 价 格（每日 14:00后申请） 

机库、篷

房展区、

贵宾房 

24点前 3000元 / 展台 / 小时 5000元 / 展台 / 小时 

机库、篷

房展区、

贵宾房 

24点后 6000元 / 展台 / 小时 10000元 / 展台 / 小时 

 

◆搭建期间，如需延迟工作时间，可在每天14:00点前在主办单位办公室申请，并以现金/刷卡/微信/支付宝

交纳加班费用，加班费1小时起算，逾时办理将会加收加急费。开展后，不许以任何形式申请加班，主办方不为

参展商提供任何费用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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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件及配置数量 

◆证件及人员配置 

大会严格控制入场资格，所有的参展商及其代表、展团都必须佩戴各自的胸卡，方可准许入场。参展商将在

展前进行身份实名认证（身份证、人脸识别、公安机关上报注册信息），展会报到登记时收到胸卡。任何证件仅

限本人使用，严禁转借或出售参展商证，一经发现，主办方有权回收其入场证件。进/出展馆时必须出示，遗失补

办需经验证后缴纳补办费用。参观者须在展前进行身份实名认证（身份证、人脸识别、公安机关上报注册信

息），展览会现场使用闸机扫描身份证进场参观。所有办理证件的参展企业，在2021年11月8日后，将不得更换

人员信息，否则无法进行身份实名认证，无法进入展馆。 

参展商胸卡的数量标准，参阅本手册“表格I”。 

◆参展商 

展会期间，允许参展商8:30入场。严禁18周岁以下人员佩戴参展商证件或者作为工作人员入场，搭建及撤馆

期间也将严格执行此项规定。 

◆新闻记者 

本届展会入场的新闻记者，将佩戴主办方制作及发放的“媒体证”入场参观及采访。主办方将提前认定记者

的资格并进行身份实名认证（身份证、人脸识别、公安机关上报注册信息），证件将在现场报到处统一发放。 

◆主办方 

主办方工作人员将佩戴“主办”证件，相关工作人员将佩戴“工作人员”证件。 

◆搭建商的人员管理 

布展施工人员：须佩戴有效施工证件入馆施工。施工证由指定搭建商服务处统一办理发放，有效期为2021年

11月21日-23日（搭建期），2021年11月27日12:00点以后-28日撤展完毕。 

2021年11月24日-27日（12:00以前）展览期间，施工证不再作为进入展馆的有效证件。开展期间，展台维

护人员需到该馆指定主场搭建商现场服务处申请值班证，值班证办理数量为：2张/50m2，如要增加证件需额外申

请。 

◆参观证（境内观众请务必在展前进行身份认证并注册，携带身份证入场，境外观众请务必携带护照入场） 

开展期间，专业观众须在展前进行身份实名认证，展览会现场使用闸机扫描身份证直接入场参观，普通观众

通过第三方售票平台进行购票，购票后进行身份实名认证，展览会现场使用闸机扫描身份证入场参观，境外观众

须按照上海市疫情防控小组的要求进行防疫隔离，专业观众到观众注册台进行人工注册后入场参观，普通观众在

购票后，到观众注册台出示护照进行人工注册后入场参观。2021年11月24日-26日为专业日，禁止18岁以下人员

佩戴参观证进入展馆参观，11月27日为公众日，允许18岁以下人员进入展馆参观，但需要成年人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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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的人员配置和管理 

1、展览开放期间所有展台必须人员齐备且运转正常；参展商不得进行干扰观众或其他参展商的任何活动。 

2、参展商的活动和人员以及展品必须限于其展台或展区范围内。我们必须提醒参展商，在展览会结束

（2021年11月27日12:00）前，所有展品须处于展览状态。 

3、严禁参展商在展馆公共区域进行广告宣传活动，比如发放宣传单、样本、杂志或在展馆巡游宣传等。 

展品运输管理及报关手续 

1、所有境外货物和展品必须首先报关，才能进馆；有关程序，参展商请与展会指定运输总代理联系。 

2、请注意：未经报关的物品，一旦入馆就不允许带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参展商自行承担。 

3、展览期间，所有准备发布的印刷品、幻灯片、录像及电影必须提前由中国海关审批。 

4、参展商可将所有准备在展览期间发放的样本、宣传单、宣传稿及其他材料和文件一式两份，在2021年10

月15日前（通过指定运输总代理）转交上海海关审核。 

5、参展商可自行安排展品运输，展品务必于2021年11月22日前运抵上海。 

6、自运展品的展商，请遵守上海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对外埠车辆管理的有关规定。 

展品运输总代理 

上海创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嘉松中路 4188 弄 88 号 

电  话： 86-21-6237 1938 

邮  箱： info@cy-il.com 

联系人：罗先生 

 

【特别建议】 

1、为了方便展品的运输、报关及管理，主办单位强烈建议参展商使用主办単位指定的运输总代理提供服

务。 

2、建议展商将全部展品委托给展会指定运输总代理，由其负责协调展品、搭建材料的运输及进场工作。 

3、如果展商未能提前通知展会指定运输总代理，我们将不能保证贵司展品及搭建材料按时进场。 

4、参展商在安排展品进场时，须严格注意不得超出机库规定的地面最大承重量。 

5、在安排超重展品进场前，请提前与主办単位及指定运输总代理就展品进场、陈列、搬运问题进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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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考虑到安全因素及保证对现场活动有效的控制和协调，除展览会指定运输总代理商，其他任何运输商都

不得在机库和篷房内施工或操作起重设备。请务必严格遵守此项规定。 

2、展商只能在装卸区进行货物的运输和装卸。机库保安或现场协调员将监督引导货车进场，以确保整个过

程的顺利安全进行。 

3、请注意，只有展览会指定运输总代理可以在机库和篷房内搬运展品。到达现场的展品若未预先委托运输

总代理搬运，展商将自行承担所产生的加急费用。 

4、装卸区内需要机械支持的展品必须交由展览指定运输总代理处理。使用其它运输公司的展商应责成其运

输代理提前准备足够的时间将货物情况、运単提交给指定运输总代理，以便其协调工作。任何展商及非指定运输

总代理公司不得在现场使用自己的起重设备。 

5、为避免通道阻塞，只有在开箱时不会对场馆设施、地面造成损害并且可手携的物品可在馆内开箱。主要

展品应在馆外开箱再运至展台定位。具体事宜请与现场工作人员协调安排。 

6、展商应在“展览时间安排”规定的时间内进馆。展商需在展台接收其展品。 

主办单位不接受任何展商的托运，同时也不负责展品运送的失误。提醒展商注意在布展期间小型贵重物品最

易丟失，在所有手提物品撤走或打包，及租用器材、设备归还供应商之前，请确保您的展台有人照看，如有丢

失，主办方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保险 

1、参展商  

在展位搭建前，所有参展商必须遵守上海航展的保险要求，上海航展管理部门有权收集相关保险单的复印

件，以备检查核验。  

2、参展商承保要求（无静态展示的参展商） 

在整段展览期间（布展-展览-撤展）内应遵守下列规章：  

◆综合责任保险：包括普通保障的合同责任保险，个人和广告侵害及每次事故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合并单

一总限额至少为500万元；  

◆工伤补偿和雇主责任险，依照法定限额制定；  

◆如果参展商在现场拥有或操作任何机动车辆，汽车责任保险的限额应满足所有大会现场参展商机动车辆的金

额，且不低于500万元。  

上述所有保险必须为基本保险且在任何其他保险前先行赔付。参展商应获取每个保单的代位求偿权放弃书，

受益人为额外受保险方。参展商在所有保险单上必须指明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霍克太平洋公务航空

中心、北京华进展览展示有限公司为综合责任险和机动车责任险的附加被保险人。  

参展商必须向展会管理部门提供前文所提到的保单复印件，在展会期间随身携带。  

3、飞机参展商的保险要求（有实体飞机参加静态展示的参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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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段展览期间（布展-展览-撤展）内应遵守下列规章：  

◆综合责任保险：包括普通保障的合同责任保险，每次事故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合并单一总限额至少为 

2000万元；产品完工责任险至少为500万元，个人和广告侵害险至少为100万元；火灾损失险50万元；  

◆飞机责任险包括场所责任险，每次事故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包括乘客）合并单一总限额至少为5000

万元；  

◆ 以飞机全部重置价值，购买飞机机体险（全险）；  

◆ 工伤补偿赔偿保险依照法定限制和雇主法律责任每次事故的保险额至少为100 万元；  

◆如果参展商在现场拥有或操作任何机动车辆，汽车责任保险的限额应满足所有大会现场参展商机动车辆的金

额，且不低于500 万元。  

上述所有保险必须为基本保险且在任何其他保险前先行赔付。参展商应获取每个保单的代位求偿权放弃书，

受益人为额外受保险方。参展商在所有保险单上必须指明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霍克太平洋公务航空

中心、北京华进展览展示有限公司为每种责任保险的附加被保险人。  

参展商必须向展会管理部门提供前文所提到的保单复印件，在展会期间随身携带。  

4、推荐搭建商 

若参展商使用非官方参展商指定展位施工商来安装和拆卸展位，则必须在 2021年10月9日前向指定搭建商中

航汇盈（北京）展览有限公司提供以下材料：  

◆搭建商手册中要求的关于电路申请的表格 

◆搭建商手册中要求的施工安全告知文件 

◆ 保险单复印件 

参展商若不能在 2021年11月5日前提供参展商指定展位施工商保险单复印件的，则需使用主场搭建商中航汇

盈（北京）展览有限公司来安装和拆除展位。  

5、承保要求  

搭建和撤展的整段展览期间内应遵守下列规章：  

工伤保险和雇主责任保险  

◆工伤赔偿  

◆依据相关国家的规定  

◆雇主责任  

意外人身伤害（每次事故50万元）；疾病导致的身体伤害（每名员工50万元，保单限额500万元）。雇主责

任险必须包括保险地域规定，将前文所列的附加被保险人纳入其中。  

商业一般责任险和伞式/超额责任保险  

搭建商必须拥有综合责任保险：包括普通保障的合同责任保险，个人和广告侵害及每次事故的人身伤害和财

产损失的合并单一总限额至少为500万元；  

汽车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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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搭建商在上海航展期间拥有或操作任何机动车辆，汽车责任保险的限额应满足其在上海航展所有车辆的

金额，且不低于500万元。  

上述所有保险必须为基本保险且在任何其他保险前先行赔付。参展商应获取每个保单的代位求偿权放弃书，

受益人为额外受保险方。参展商在所有保险单上必须指明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霍克太平洋公务航空

中心、北京华进展览展示有限公司为每种责任保险的附加被保险人。  

6、赔偿；承担风险  

上海航展相关搭建商应赔偿因其行为或忽略（包括但不限于其在活动中可能进行活动或参展商违反本合同的

条款）而给展会管理部门、大会现场、以及其母公司和子公司、股东、参展商管理人员、员工、代理人和承包商

带来的所有损失、损坏、索赔、要求、诉讼、处罚、判决及负债（包括诉讼费和合理的律师费）。参展商同意对

大会产生或相关的人身伤害、死亡或财产损失风险承担所有责任，无论这种风险是不是由展会管理部门疏忽或以

其他方式而造成。当事人认同这种赔偿和承担风险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解释。  

7、免除责任  

展会管理部门在任何情况都不承担搭建商的利润损失以及任何偶然、特殊、间接、惩罚性或从属性损失，不

管此类损失或损害是否具有可预见性或展会管理部门已被告知此类损失或损害的可能性。在任何情况下，上海航

展组委会的最大责任不超过参展商实际支付给组委会的参展费。 

不可抗力因素 

主办单位不承担展商直接的或间接的由于以下原因而遭受的损失：遭遇火灾、洪水、地震、风暴、流行性疾

病或其他自然灾害、政府行为等不可抗力、劳工争端引起的法律判决。 

最终未能参展 

已经签署并提交有效展台参展合同，但未参展且未被主办单位免除合同义务的展商，应支付合同规定的所有

费用及主办単位因展商未参展而承担的额外费用。 

展馆参数 

1. 地面承重 ： 3吨/平方米 

2. 机库限高 ： 单层展位5米，双层展位5.4米 

3. 篷房限高    ： 4米，禁止搭建二层结构 

4. 货物入口 ： 4.5米（宽） x 4.5米（高） 

5. 电源配置 ： 220V /38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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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参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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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服务联系方式 

2021上海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主办信息 

华进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三区甲302号华腾大厦800室 

邮编：100021 

电话：86-10-87730641/2/3 

传真：86-10-87730640 

大会指定供应商信息 

1．展品运输总代理：上海创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嘉松中路 4188 弄 88 号 

电   话： 86-21-6237 1938 

邮   箱：info@cy-il.com 

联系人：罗先生 

2．主场搭建商：中航汇盈（北京）展览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棉花胡同 9 号 

邮   箱：dongmianhua2021@163.com 

手   机：13501202148 

联系人：郑乾熙 

3．飞机静态展示地面保障：中国航材集团北京华诺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大兴区亦庄开发区荣华国际 3 号楼 802 室 

电   话：86-10-59452808 

邮   箱：Leo@hanerjets.com 

手   机：13810812551 

联系人：邓子龙 

4．推荐特装展位搭建商 1：北京中航华进展览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三区甲 302 号华腾大厦 805 室 

电   话：86-10-87730880 

传   真：86-10-87730640 

邮   箱：chengbin@cpbjlf.com 

手   机：13701136716 

联系人：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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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推荐特装展位搭建商 2：上海华毅东方展览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青浦区涞港路 181 号 B 栋 408 室 

邮   箱：240288300@qq.com 

手   机：13810189999 

联系人：韩毅 

6. 推荐特装展位搭建商 3：北京东鼎艺憬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甘露园国际创展中心 1308 室 

邮   箱：271586771@qq.com 

手   机：13701070220 

联系人：张婧 

7. 推荐特装展位搭建商 4：北京唯美创意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   址：上海市普陀区常德路 1211 号宝华大厦 4 楼 407 室 

邮   箱：bentley.cui@pbr.net.cn 

手   机：13681369851/13331170165 

联系人：崔月伟 

8．推荐酒店代理商：上海雅凝会展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86-21-61172965、61172969 

传   真：86-21-61172969 

邮   箱：10367001@qq.com 

联系人： 汪柳莺   13917203839 

                许华蓉   13918271114 

9．指定餐饮供应商：上海虹桥锦江大酒店 

电   话：86-21-6275-8888-3413/3418 

传   真：86-21-61172969 

联系人： 胡   念   13816968695   Jennifer.hu@thejinjianghotels.com 

                孙迪凡   13651717681   Davin.sun@thejinjianghotles.com 

 

一、参展须知 

1.1 主办单位要求各参展商使用展会指定的运输代理、搭建商、会务代理、广告代理提供的相关服务或咨

询，具体联系方式请参阅本手册。对因不使用指定代理造成的展品延误、相关的服务差错或纠纷，导致影响参

展等事宜，主办方及相关代理单位不承担相应责任。 

1.2 所有特装展台的设计及搭建，其展台设计方案、图纸、搭建材料等须根据本手册的规定在指定日期前

向大会主场搭建商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按其设计方案备料后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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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次展览会布展及撤展时，进入展馆的运输车辆或展车的时间及路线安排，由大会指定运输总代理和

主办方统一安排，请各展商提前申报并联系。 

1.4 本次展览会展前不接受信用卡付费。所有付费只接受现金、银行电汇、转帐及支票形式。现场付费

只接受现金/刷卡/微信/支付宝。 

1.5 机库和篷房内外、机坪严禁任何参展商演示无人机等飞行器的实际飞行活动。 

1.6 参展商严禁在展会期间售卖展品。 

1.7 展览会使用场地为机坪和机库，机场要求禁止携带食品及饮用水进入，如需订购餐饮请联系大会指定 

餐饮供应商或在现场销售区域购买。 

 

二、特装展台参展商及搭建商须知 

申请搭建的特装展台，展商和其搭建商必须在2021年10月9日前向主办方指定的主场搭建商递交：所有

的效果图、平面图、结构图和电路图、施工图及图纸电子版等所有全套的资料和图纸（原图和电子版）一式三

份以供审核。所有的搭建、布展用材和展台布置上应符合消防要求及相应措施，所有搭建二层展位的搭建商，

应提交设计院签章的工程结构图纸。 

本届上海航展主场搭建商 

中航汇盈（北京）展览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棉花胡同 9 号 

邮   箱：dongmianhua2021@163.com 

手   机：13501202148 

联系人：郑乾熙 

【特别申明】主办方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保留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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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展台准备和施工工作须经主办方批准后方可实施，否则展商或其搭建商将承担一切引

发的责任和后果。 

2.1 展台装修与分界：所有展台必须按照合同规定的面积清晰划分，并铺设地毯或地板。除岛形展台（四

面开展台）外，其他所有展台必须安装后墙板。相接展台间也需用墙板分隔。 

2.1.1 参展商不得在自己的展位之外展示、悬挂或分发任何展品、材料、家具或产品，也不得将其展台的

结构和装饰延伸到展位界线之外。 

2.1.2 展台内搭建物不得妨碍机库/篷房消防通道、空调出风口及通风口的正常运作，机库/篷房的所有出

入口必须保持畅通无阻，搭建物或展示品不得阻碍主办方或消防规定的各个通道及各个大门。如有违反，主办

方及消防部门有权进行现场整改。如涉及费用，将由展商承担。 

2.1.3 任何临时搭建物的开门与消防栓、电动/机械升降装置及报警铃之间必须保持至少1.2m的间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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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安全检查，展台的背板与机库/篷房墙面应保持至少60cm距离。 

【特别建议】为确保展览会的总体视觉效果，所有展台布置应考虑视线开阔，不阻碍其他展台的视线。 

2.2 展台前方开口 

所有展台，不论高度如何，其面向通道的部分每面至少有一半应为开放式设计。 

 

展台紧邻并且朝向固有墙体的一面不受上述规则限制 

2.3 油漆及涂料 

展会布展及展出期间，不得在机库/篷房内对展品和展览材料进行喷漆,刷漆等工作；严禁使用任何具有刺

激性气味及不符合环保及安全的油漆或涂料进行展台装修。 

2.4 搭建要求 

2.4.1 背靠背相邻展台背板超出相邻结构/背板的部分, 必须使用白色PVC板进行遮挡，如不符合标准，主

办机构保留权利进行改建、清拆或扣除50%保障金而无须另行通知。有关费用一概由参展商/搭建商负责，如

有任何争议，主办机构的决定属最终决定并具约束力。 

2.4.2 用于展台搭建和内部装修的材料必须是阻燃材料且至少应有2级燃烧值并配备必要的消防用品及措

施。禁止使用弹力布(窗帘布,纱制品等各类针棉织品装饰展台)；木结构表面须做防火处理,粘贴防火板或刷防

火涂料。 

2.4.3 搭建商必须保证：在交付参展商之前将其搭建或装修的展台打扫干净。 

2.4.4 对机库/机坪财产或地面造成损坏的，相关参展商或其指定搭建商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费用。 

2.4.5 任何展台结构或展品都不得超出展位边界。包括：参展商的公司名称、标志灯箱和海报。 

2.4.6 任何装饰、展品或海报不得粘贴或悬挂在屋顶或其它任何位置，不得在机库/机坪地面、墙壁、或其

它任何位置钉钉或钻孔。 

2.4.7 不得在展台内吊顶。 

2.4.8 不得在岛式展台（四开面展台）的任何一边搭建一整块墙板（不包括岛式展台里的内部分隔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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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所有展商或其搭建商须将展台打扫干净并清理所有垃圾或委托专业保洁公司保持展台清洁。 

2.5 消防 

所有展商及其承包商、工作人员、代理、服务人员等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服从上海市消

防局、主办单位及上海虹桥机场公务机基地的消防安全规定。 

2.5.1 任何人遇到火情，无论多小，都应启动火灾警报，并及时通知该馆指定主场搭建商，尽力将其扑灭

或控制，并撤离附近的所有物品。 

2.5.2 展台挡板及其他专用服务区内不能存放包装材料或宣传册。机库/篷房内部及周边的消防通道必须保

持畅通无阻。 

2.5.3 以下情况必须取得上海市消防局的书面批准： 

◆展览中演示、操作暖气、烧烤炉、生热或明火器具、蜡烛、灯笼、火炬、焊接设备或其它生烟材料。 

◆演示、操作任何可能被认定危险的电力、机械或化学器具。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相关部门报批。 

◆必须注意所有物品不得阻碍、遮挡消防系统、空调系统、机械通风口、消防安全设备、水龙带柜、火警

手柄、室内照明紧固装置及监控系统。 

2.5.4 各展台需配备足够数量的灭火器等消防设备，详见《上海市消防安全局规定》 

2.5.5 为确保消防安全，特装展台必须自行配置年检合格的灭火器，按特装展台1具/30m2、2具/50m2，

以此类推。 

2.5.6 在喷淋设备喷头、烟感等场馆设施下方须保持50cm的净空。 

2.6 特装展台搭建商须知 

2.6.1 搭建公司应提前做好展前准备工作，须提前将下列资料上报，以便进行审核、修改并协助工作： 

◆展览场地的现场展位平面布置图，特装展位设计效果图； 

◆展览的用电图（注明总负荷，分电箱位置，走线方式，线径）； 

◆展览期间需预定的电话数量、位置、单位名称、电话种类； 

◆展览所预定的动力能源提供情况，如水、压缩空气等； 

◆展览所需的音响情况。 

2.6.2 用于施工和宣传的使用材料、地毯以及陈列品必须具有不易燃性，并提供消防局防火检验报告。 

2.6.3 严禁使用明火、易燃、易爆物品以及具有放射性、有毒性、腐蚀性的物品。 

2.6.4 任何现场的搭建、设施、展品及展位（架）不能遮挡消防设施和安全疏散门。 

2.6.5 展位后壁与现有墙壁之间要保留一定距离，该距离不得小于60cm，以便维护人员进入。 

2.6.6 通往出口、急救、救火装置及火情报警点的通道宽度不小于140cm。 

2.6.7 进出口通道、火情报警点、消防水龙头等处不得被任何装饰、展架、陈列品、设备所遮盖、堵塞或

受其限制。 

2.6.8 为减少噪音和空气污染，上海虹桥机场公务机基地内不允许进行重锤作业，机库和篷房内使用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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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材料、水性漆及粘合剂均应保证环保、无毒、无异味。 

2.6.9 展板、展框、沙盘、模型和图表不得使用易燃材料制作。 

2.6.10 上海虹桥机场公务机基地内不准存放、使用充压容器（如空压机、气瓶等）。 

2.6.11 不准在上海虹桥机场公务机基地内调漆或用汽油、酒精等易燃物品进行清洁作业。 

2.6.12 不准封堵安全门，消防设备禁止挪动；搭建展台不准遮挡机库内的消防设施（在消防设施3m范围

内不得放置任何物品）、电气设备、紧急出口和观众疏散通道。在上海虹桥机场公务机基地内不得设置展品仓

库，在机库和篷房内遗弃的包装材料要及时清理出展馆；通道、出入口不得封堵。 

2.6.13 不准在门厅、序厅地面使用双面胶，不准在墙壁、卷帘门等处张贴广告、宣传材料；机库和机坪

地面只准使用黑胶带。 

2.6.14 因建造和拆除展架、特装所产生的所有建筑废料或废弃材料必须由搭建公司自行处理并运出展

馆。 

2.7 上海虹桥公务机基地规定 

2.7.1 禁止使用或展示电弧、焊接火焰、高压电器、霓虹灯等产品。 

2.7.2 未经基地同意，严禁在机库悬挂诸如旗帜、模型及广告物品。经批准悬挂的广告、宣传品，不得损

坏机库和机坪的地面、墙壁和围栏。 

2.7.3 上海虹桥机场公务机机库限高5米，二层展位限高5.4米，篷房展区限高4米。 

2.7.4 展台的搭建只有在所有技术图样和有关材料送交上海虹桥公务机基地并得到批准后，方可开始施

工。未经书面通知，不得对机库的设施和装置进行任何改动，安装，添加（包括修改电气装置）。不得在机库

任何地方使用可能损坏展厅的墙壁、天花板、地板、管道、支柱、装备和家具的任何插销、钉子、铆钉、螺

钉、粘接剂或诸如此类的装置。 

2.7.5 本次展会不准进行喷漆操作。 

2.8 对使用透明玻璃板的规定 

2.8.1 使用透明玻璃板做隔板，应在玻璃板上张贴醒目的标志，以便防止意外事故。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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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若使用玻璃地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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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大面积玻璃材料应粘贴明显标识，以防破碎伤人。 

2.9 展期内，搭建公司每天必须留二人以上的电工值班，穿戴明显标志并坚守岗位。 

2.10 所有的展架及特装必须设计合理、加固牢靠并保证安全。 

2.11 钢结构立柱应使用直径100mm 以上的无焊接材料，底部焊接底盘，上部焊接法兰盘以增加立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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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力面积，以保证展台结构的牢固性。 

2.12 展台结构主体墙落地宽度不应小于120mm，以确保墙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超过6m的大跨度墙体

及钢框架结构之间应在顶部加设横梁连接，下部须加设立柱支撑，保证展台整体刚度和稳定性。 

2.13 展台严禁采用全封闭式顶棚，展台顶棚不得阻挡机库/篷房顶部消防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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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内部的储藏间、会议室禁止封顶。 

2.14 相邻展台所有结构背板墙必须做出妥善装饰处理。 

2.15 施工单位搭建展台面积不得超出承租面积，投影边线不得超出承租边界线。施工单位搭建的展台面

积应和申报面积相符，如搭建超出申报面积的展台，应及时到本届航展主场搭建商处补办施工手续。 

2.16 展台所申报24小时用电不能作为不间断电源（UPS）使用。 

2.17 用电安全 

2.17.1 施工前8个星期，承租客户应申报用电容量，电路接线图要清楚地反应出各条电路的负荷，电路的

走向。所有电缆的规格、主电箱位置、分电箱位置及施工负责人的签名。 

2.17.2 施工前展架电工应详细阅读上海虹桥机场公务机基地配电系统图及技术规范。 

2.17.3 展架公司必须按上海虹桥公务机基地的意见修改电气施工图并提交三套最终样图，最终样图必须

由展架公司、负责人签字。 

2.17.4 电气安装必须与最终样图相符，任何改动都须经主办方和主场搭建商的同意；安装过程必须接受

现场有关人员的监督。 

2.17.5 安装测试应由电气施工承包商在上海虹桥机场公务机基地有关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 

1）电缆通过通道时必须用护板保护，覆盖和绝缘。 

2）展架公司必须保证所有能导电的展品金属部分有效的接地（不少于2.5mm2多芯铜线）。 

3）每天展览闭馆时，展架电工必须切断各干线的电源。 

4）展区内使用灯箱，须有散热孔，灯箱内镇流器应做隔热处理，沙盘、模型、图表等电源变压器的二次

测分路均须有保护装置，变压器须安装于非燃支架或台板上。 

5）导线穿越可燃性装饰材料，应采用玻璃棉、石棉等非可燃性材料做隔热保护。 

6）展区内电源线，应使用双层绝缘护套铜线，不准超负荷用电。使用高温碘钨灯具时，应加罩、且灯

具、电源引线须用高温线。 

7）无执照电工不得在展区内进行电工工作。 

8）上海虹桥公务机基地机库供电为三相五线系统（A,B,C,N,E 即三相及零地线），故用户零、地线要绝

对分开使用，三相用电设备必须要有接地保护，单相用电设备必须为三线（相、零、地），地线要分开，不准

公用或混用；地线不得小于2.5mm2软铜线。 

9）供电电源为380V/5线，220V/3线，50Hz。 

10）承租客户必须在各个展区的电源进线处装设漏电保护开关，漏电动作电流小于等于30mA，容量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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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用电量要相符，最大不得超过100A，以保证用电安全和人身安全。 

11）布展时应尽可能使三相负荷分配均衡。 

12）布展所用电线应为护套线或护套电缆，电源线要固定好，展会所敷设的各种线路应固定，防止直接

承受拉力，穿越通道处必须加绝缘的胶垫覆盖。绝对禁止使用电线麻花线、塑料绞绳等。 

13）100W以上大功率灯光与可燃物（如木板或棉毛织品）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射灯下面不能放可燃物、

发热器（如调压器、控制变压器、日光灯镇流器等）与可燃物间要加隔热衬垫（如石棉垫、瓷砖等）。 

14）施工单位施工完毕，应将照明电源线，动力电源线引至指定配电柜前，得到上海虹桥公务机基地相

关人员认可后方可接线、送电；任何展架公司不得擅自接线、送电。 

15）展架服务公司施工期间需临时用电时，必须由上海虹桥公务机基地相关人员指定位置后方可使用，

不得自行接线、送电。 

16）展览结束后，所有的临时用电线路应拆除并清理现场。 

2.18 高空作业 

2.18.1 施工单位若有高空作业则须安排具有高空作业资质的人员进行高空作业，并配带安全帽及安全

带，采用高挂低用的方式，且下方须有施工人员监护确保施工安全。升降设备由施工单位自备，严禁跨出工作

平台施工作业。 

2.18.2 使用升降车前应检查升降架上下是否自如，螺丝应牢固，钢丝绳无锈蚀、润滑是否良好。 

2.18.3 施工人员须满18周岁方可进行高空（处）施工，登梯或进入升降平台作业前，操作人员应穿防滑

鞋，上下服装紧身利落并须自行评估施工区域潜在的危险，确认无安全隐患时方可施工作业。 

2.18.4 升降车应置于平整地面，当地面不平时应将车身垫平，不允许在陡坡上使用升降车。 

2.18.5 操作人员应检查所用的安全工具（安全帽、安全带等）必须安全可靠，严禁冒险作业。 

2.18.6 使用升降车时，必须打开稳定支架，检查支架稳固性，防止升降车自行滑动。 

2.18.7 升降车顶部的工作人员必须在工作斗内作业，不得骑跨、站在防护栏上工作；严禁超出工作斗的

额定载荷升降作业。 

2.18.8 升降车顶部平台上不允许放置各种梯子或其他垫高物品，工作人员向外探身工作时，必须保证双

脚着地，否则应移动升降车。 

2.18.9 升降车升起时，应注意与架空电线保持规定的安全距离；负责手动升降的人员在操作时，脸部应

闪在钢丝绳侧面，防止钢丝绳突然断裂而发生危险；禁止雨天室外使用电动升降车。 

2.18.10 电动升降车要保证接地良好，电源线的防护层要完整，铜线不得外露；电源线横穿马路时应作好

防护措施。 

2.18.11 升降车工作人员上下传递工具或材料时，不能用抛递的方法，应用绳子吊运；平台上的工作人员

应防止工具或材料坠落砸伤行人。 

2.19 升降车作业时下方必须有监护人，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工作区域内。 



 

 

24 

 

【特别注意】 

◆特装展台搭建商须在展台搭建施工前，向指定主场搭建商办理相关施工手续，审批合格后，缴纳特装展

台搭建管理费及施工保证押金。 

◆在缴纳了展台搭建管理费及施工保证押金后，经认可的搭建商和电力施工人员须同时申报办理施工证及

缴纳费用，并提供施工人员名单和他们的身份证复印件，经指定主场搭建商核准后，可在进馆期间从特装进场

手续办理处领取施工证。 

三、标准展台的参展商须知 

3.1 展场诈骗和非法经营活动时有发生，为了保障您的利益，请到大会指定搭建商中航汇盈（北京）展览

有限公司现场办公室办理家具，电器租赁和水、电、气源及电话互联网的申请业务。 

3.2 为免损坏围板，参展商应先把张贴物品裱于一面底板下，然后方可以魔术贴/双面胶贴贴于围板上。

请留意，所有张贴物品只允许以魔术贴/纸基双面胶贴贴于围板上(不可使用海绵胶贴)，参展商必须于展览完

毕前除去胶贴。损坏围板或胶贴无法清除者须按后附价格表缴额外费用。 

3.3 围板上不可喷涂油漆或涂料。 

3.4 请不要在灯上悬挂物品。请确认您的展品重量在家具的最大承重以内,我们不对此引起的展品损坏承担

责任。 

3.5 不得在摊位铝质支架和围板上开洞，钻孔等任何形式进行破坏，未经许可不得私自拆装结构（有此要

求请联系中航汇盈现场办公室），否则须由有关参展商或承建商赔偿，金额如下： 

围板           RMB 500.00/unit 块 （1*2.5mht 高） 

扁铝           RMB 300.00/Mmi 米 （minimum 0.5m 最小以半米算） 

铝柱           RMB 500.00/unit 支 （2.5mht 高） 

3.6 参展商须自行保管财物，本公司不会承担参展商私人财物或展品失窃的法律或金钱上的责任。 

3.7 为了有效清理场地及准时移交机库和机坪，请参展商在大会指定闭幕时间后立即清理及移走摆放在租

用的电器及家具内的私人物品。我们会在闭幕后立即开始收回这批租用的家具或电器并清理场地。参展商如遇

延长摆放时间，请预先向我们申请，以另作安排。 

3.8 参展商如需更改家具或电器位置，我司将收取服务费。详情请联系我司现场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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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摊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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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9㎡大而不足18㎡的展位，只能获得提供9㎡标准展位的家具电器配置，只有展位面积是9㎡倍数的展

位才能获得对应倍数的家具电器配置。 

◆如参展商定购两个或以上连续排列的标准摊位，除非参展商特别要求，否则大会将拆除置于两摊位之间

的围板。 

◆标准展台结构内不得加其它装置；需要拆改请与大会指定搭建商联络；现场拆改需另行收费。 

◆围板、铝质支架、地板、天花板、柱子及消防喷淋上不得钉钉子或加装任何装置，如有违反,需照价赔

偿。 

◆参展商装设的电器设备(包括照明装置)须经大会承办机构批核；参展商不得在展位内使用电路不合格的

电力装置，更不允许从插座中接线当照明用电；如有违反，造成片区断电或短路的损失和影响，将追究其责任

及赔偿。 

◆大会有权将开关擎及过载保护分线箱放于展台内的适当位置。 

◆其它设施,如特别装饰、额外家具、电器等，须另外收费，请用申请表格提前申请租用。 

◆租用标准展位、变型展位的参展商，请与主场搭建商单独联系，费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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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标摊展位 
 

本届上海航展主场推荐的变型标摊共四种方案。如采用其中的方案请与中航汇盈（北京）展览有限公

司联系，费用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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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航展标准展位搭建商由主场承建商中航汇盈（北京）展览有限公司负责，展位如需特殊改动（变形、异型

等）或特殊要求，请在 2021 年 10 月 9 日前与本届上海航展主场搭建商中航汇盈（北京）展览有限公司联系，费

用另计。 

四、飞机静态展示 

4.1 飞机进场工作将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一）的 6:00 到 20:00 进行。 

4.2 飞机抵达时间将由一个分区系统进行分配，每个分区指定的时间用来估算飞机抵达的时间。特定的飞

机抵达时间将由每个飞机在静态展区的位置决定。在一些情况下，分配的时间可能不会和分区系统完全一

致。 

4.3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将为所有进场和离场的飞机使用一个事先批准 (PPR) 的位置程序。参展商将直接

获取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分派的 PPR。然而，参展商有责任确保在指定进场窗口处获取 PPR。 

4.4 参展飞机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运行高峰时间进场或离场很难实现，所以建议参展飞机在机场非运行

高峰时间进场或离场，关于飞机进场或离场请联系指定的固定运营基地商或地面指挥代理商。 

4.5 所有飞机必须在分配的截止日期前抵达。为了安全起见，上海航展管理部门有权拒绝安置未按时到

达的飞机。11 月 27 日 12:00 前，静态展示区的飞机不允许在展会闭幕前离开。地面服务商将在 11 月 27 日

13:30 开始拖走飞机。 

4.6 飞机静态展示所需的地面电源（GPU），地面空调（ACU），登机梯及飞机清洁服务请与中国航材

集团北京华诺航空服务有限公司联系。 

4.7 参展飞机静态展位的费用支付给北京华进展览展示有限公司，机场不收取费用。参展商或飞机运行

商有责任支付正常的飞机着陆和地面处理费用。 

4.8 展出期间（或飞机抵达 30 分钟后至离港 30 分钟前这段时间）不允许使用飞机辅助动力装置 

(A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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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电力配置与安装 

5.1 现场电力施工人员须携带国家认可的电工资格证进行施工。 

5.2 所有电力供应必须向主办单位指定的主场搭建商预订。 

5.3 标准展位电力设备由主场搭建商负责。 

5.4 预定光地的展商需将其电力订单和安装位置图一齐提交给指定主场搭建商；并应在供电之前进行现场

检查；经检查后如负荷不够，主场搭建商有权要求展商或其搭建商重新申报足够的电量负荷，并交纳相关费

用，在申报未完成前不允许通电。 

5.5 标准展台展商或其搭建商如想自行携带特别的灯具、灯泡和照明设备用于其展台上，必须在2021年

10月9日前报各馆指定搭建商，申请者应提供以下资料： 

◆照明灯具的规格、瓦特数和件数； 

◆待安装设备的总数量； 

◆电力安装布线示意图； 

◆搭建公司名称； 

◆所有电力设备安装人员的姓名和身份证或护照号码； 

◆参展手册中的电力订单。 

【特别注意】 

◆标准展位插座功率500W。只能用于手机充电、笔记本等小功率设备使用有展示操作机器设备需求的展

商，请单独申报电源供应。多项插座不允许使用，以防由于超负荷造成短路。严重的短路事故需几个小时才能

修复，这将给其他展商带来不便。在布/撤展期间，展商可以获得临时的电源供应，但必须在24小时前向主场

搭建商提出申请，相关费用由展商自行承担。 

◆任何被主办单位认为是危险的或可能对其他展商或观众产生不便的电力设备，主办单位有权进行断电或

拆除处理。 

◆请注明任何您所订的额外电力设备的安装位置，以便展馆的电力安装服务师或相关人员可以在您到达展

馆前为您安排好相关事宜。 

六、展台调整 

如果主办单位认为相应展台布局或位置上的变动是有利于此次展览会和所有展商的，主办单位有权对展台

的分布做出调整和变动。 

 

七、展台的分租或转让 

7.1 不论是出于财务方面的考虑或其他的协议，不允许参展商出让、转让或分租其全部或部分的展示面

积、租用的办公室、会议场所、储藏室等，一经查实参展商有如上行为，主办方保留剥夺其参展的权力，展位

费不予退回。被指定为独家代理商的展商必须在申请参展时告知其被代理的公司名称及展示的代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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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此项规定同时也适用于任何非展品的补充材料或产品；除非得到主办单位的书面同意，展商不可以直

接或间接展示、宣传任何不是其所有或代理的产品；对任何违反此规定的产品主办单位有权将其遮盖或移出展

馆。 

八、消防及危险材料使用 

8.1 消防 

所有展商及其承包商、工作人员、代理、服务人员等必须遵守中华人员共和国消防法以及上海市消防局、

主办单位以及上海虹桥机场公务机基地的消防安全规定。任何人遇到火情，无论多小，都应启动火灾警报；尽

力将其扑灭或控制，并撤离附近的所有物品。展台挡板及其他专用服务区内不能存放包装材料或宣传册。展馆

内部及周边的消防通道必须保持畅通无阻。以下情况必须取得上海市消防局的书面批准： 

8.1.1 禁止在展览中演示、操作暖气、烧烤炉、生热或明火器具、蜡烛、灯笼、火炬、焊接设备或其它生

烟材料。 

8.1.2 演示、操作任何可能被认定危险的电力、机械或化学器具。如果有任何疑问，或器具可能被认定危

险，请向相关部门报批。 

8.1.3 有毒或危险材料，包括：易燃液体、压缩气体或危险化学品。必须注意不得阻碍、遮挡消防系统、

空调系统、机械通风口、消防安全设备、水龙带柜、火警手柄、室内照明紧固装置及监控系统。 

8.2 危险材料的使用 

8.2.1 危险材料未经主办单位、上海虹桥机场公务机基地及相关政府部门的书面批准： 

◆禁止使用明火及临时性的气体照明灯。 

◆禁止使用易爆、易燃、易腐蚀等危险材料。 

8.2.2 压缩空气根据上海市公安局“展馆安全条例”有关规定：凡气体空气不得进入基地。该条例必须严

格执行。 

8.2.3 基地内禁止使用任何用作展示的易燃、易腐蚀气体。 

8.2.4 任何时候禁止使用放射性材料。 

8.2.5 任何时候禁止使用无外部遮盖的强光照明设备。 

8.2.6 任何时候禁止出现腐蚀性材料及垃圾。 

8.2.7 展商必须保证其装有氦、压缩空气、氩、二氧化碳等其它压力气体容器的安全装运及存储。 

◆如果压缩容器没有安全装置，主办单位将通知展商即刻将压缩容器安全地撤离展馆。 

◆任何需进入展馆的压缩装置必须达到相关的安全标准。 

展  馆  内  严  禁  吸  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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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展台清洁  

主办单位安排展会每天开馆前和闭馆后各个展厅通道的清洁工作；展商负责自己展台的清洁。 

十、垃圾清理 

9.1 在展台搭建和撤展时，包装、展台搭建材料或碎片不得阻塞展馆内通道；负责光地展台搭建或展台内

部装修的搭建公司每天必须负责清理展台内搭建用废弃物；油漆和锯沫的工作只能在户外指定地点施工。 

9.2 展览会结束时，展台搭建公司必须按照“展厅时间安排”中所规定的时间段清理现场所有的材料，并

运输出上海虹桥公务机基地范围外。 

9.3 本次展会保留向展商收取清理额外垃圾（展台装修碎片、板条箱/货盘、纸板箱、包装材料或文本资

料）费用的权利。 

十一、存储 

10.1 存储和运送展品的纸板箱、板条箱、箱子、包装材料和集装箱不得存储在机库和篷房内；展商必须

通过指定运输商预先安排存放这些物品。 

10.2 主办単位保留移走和处置留在上海虹桥公务机基地内物品的权利；任何由存储和处置发生的费用由

展商承担。 

十二、展场及设施受损 

11.1由展商、其代理、搭建公司或其相关雇员造成的展览场地设施破损所发生的费用由展商负责。 

11.2 对于申请标准展台的展商，由展商、其代理、搭建公司或其相关雇员造成的展台装修材料，如地面

铺装物、灯具和租用设备的损坏所发生的费用将由展商负责。 

十三、不可预见情况 

如有超出本“规定”和参展合同内指明的不可预见的情况发生，主办单位拥有最终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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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参展商填写的相关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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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2021年10月15日  请随此申请表格附上全额付款凭证。   

如需举办多场技术交流会，请自行影印此表格 

请回执表格：华进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三区甲302号华腾大厦800室 

                    电话：86-10-87730641/42/43        传真：86-10-87730640 

                    电子邮件：liyumin@shanghaiairshow.cn;pauline@cpbjlf.com 

网址：www.shanghaiairshow.cn 

 

1. 交流会主题 

 

——————————————————————————————————————————— 

 

——————————————————————————————————————————— 

2. 发言人及职位 

 

——————————————————————————————————————————— 

3. 时间表 (拟定日期):  2021年11月     23日     24日     25 日     26日    

 上午场  （9:00 - 12:00）      下午场  （13:00 - 16:00） 

 

4. 我需要一名翻译 :       是       否 

5. 如雇用翻译员, 请填写表格H 

6. 建议出席交流会的业内部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备注: 

1. 中方单位将协助邀请观众，但不保证观众的数量。建议参展商自行发邀请函邀请相对客户。 
2. 展商研讨会的题目，经中方主办单位接纳及确认后，若展商自行取消研讨会，所有己缴费用将不获退还。 
3.   技术交流会场地位于航展现场（会场具体位置以现场指示系统为准）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格 A 

技术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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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2021年10月15日   

如需多张商务邀请函，请自行影印此表格 

请回执表格：华进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三区甲302号华腾大厦800室 

                    电话：86-10-87730641/42/43        传真：86-10-87730640 

                    电子邮件：liyumin@shanghaiairshow.cn;pauline@cpbjlf.com 

网址：www.shanghaiairshow.cn 

●我们强烈推荐展商在当地旅行社办理旅游签证，此方法便捷可靠。 

●跟旅游签证相比,商务签证申请手续烦复及申请人需多付一倍费用，所以不建议参展商申请商签证。申请人需先向

中国入境处申请签证邀请函, 再到中国驻当地领事馆或大使馆申请签证。 

 

INVITATION LETTER APPLICATION 

邀请函申请  

❑ 普通批核 每人60美元 （需时7个工作天） 

❑ US$60.00 per person for normal service （7 working days） 

❑ 特快申请 每人80美元（需时3个工作天） 

❑ US$80.00 per person for express service (3 working days) 

 （The above rates EXCLUDE the Visa Stamp Issuance at the Chinese Embassy/Consulate） 

以上收费并不包括大使馆签证申请费用 

 

姓氏 Surname:   名字 Given Name: 

性别 Sex: 国籍 Nationality: 

公司名称及地址 Company Name & Address : 

 

出生日期及地点 Date & Country Of Birth: 

护照号码 Passport No: 

抵达和离开日期 Date OF Arrival & Departure: 

签证发放的地方 Place For VISA Issuance: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格 B 

商务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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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2021年10月15日   

请回执表格：上海雅凝会展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汪柳莺 13917203839（微信同号）；许华蓉13918271114（微信同                          

号）  

传真：86-21-61172969 

电子邮件：10367001@qq.com     

尊敬的参展代表：您好！欢迎您到上海参展！为确保您能安全、可靠选定酒店，请您一定认真核对“参展商

手册”中刊登展商住宿承办单位的详细信息，以区别个别旅行社冒名发去的虚假信息。感谢您对我们信任与支

持！展商住宿承办单位：上海雅凝会展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展期推荐特惠价住宿酒店资料:价格含服务费、早餐和房间宽带上网（单位人民币：元/间天） 

序号 宾馆名称/星级 房 型 展期优惠价 地址 
备 注 

（到展馆距离） 

1 
上海大华虹桥假

日酒店 
★★★★★ 

豪华间 
（1-2 份早

餐） 

880（大床/双
床） 

闵行区 
七宝星站路 169

号（300 间） 

1、距离展馆约 3.8 公里。 

2、公交 748 路，距离宾馆约

300 米，航东路下车距离展

馆 1.3 公里。 

2 
上海虹桥机场佰

翔花园 
★★★★ 

高级间 
（1-2 份早

餐） 

580（大床/双
床） 长宁区虹桥路

2780 号（100
间） 

距离展馆约 1 公里，步行约

15 分钟。 豪华间 
（1-2 份早

餐） 

630（大床/双
床） 

3 

上海虹桥机场华
港雅阁酒店 

准★★★★ 

高级间 
（1-2 早

餐） 

580（大床/双
床） 

长宁区空港一路
458 号（60 间） 

距离展馆约 900 米，步行约

12 分钟。 

4 
全季酒店 

★★★ 

高级大床间 
（1 份早

餐） 
580  

长宁区空港六路
45 号（80 间） 

距离展馆约 1 公里，步行约
15 分钟。 高级双床间 

（1-2 份早
餐） 

650 

5 
如家酒店 

★★ 

标准间 
（不含早） 

435（大床/双
床） 

长宁区迎宾二路
165 号（40 间） 

距离展馆约 350 米，步行约
5 分钟。 

备 注： 

1、 预定程序：上述优惠价格需要通过我们预订，否则,酒店不予受理。 

2、 酒店要求：如到店时间在 18:00 以后，请在“酒店回执表”备注栏中告之。12:00 前退房不加收房费；18:00

前退房加收半天房费；18:00 后退房加收一天房费。 

3、 服务承诺：如您 对入住的酒 店，在硬件 设施或软件 服务上有让 您不满意的 地方，请您 拨打投诉电 话

表格 C 

酒店预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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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1048079），我司会务人员将在第一时间联系酒店，帮您妥善解决。 

4、预定押金、取消政策：请参照各个酒店的预订押金、取消政策规定执行。 

5、汇款银行资料： 

（1）  公司名称：上海雅凝会展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徐汇支行 

       账    号：3100 1512 2000 5001 9113 

（2）  支付宝转账汇款账号:13817699209（胡冰） 

6、商务卡：使用商务卡的客人请在下表中确认。 

 

 

 

 

 

 

 

酒 店 回 执 表 (请打印填写邮件/微信/传真回复，谢谢！) 
 

截止时间 ： 2021 年 10 月 15 日 16:00                      回执邮箱：10367001@qq.com 

手机号(微 信 号)：汪柳莺  13917203839 

姓      名 性 别 选择酒店 房型 房量 
入住时间 

(月日时) 

离店时间 

(月日时) 

(非 常 重 要) 

来沪领队人员姓名： 

 

手机号码： 

 

微信号： 

       

       

  
 

    

单位名称：                               电话：                         传真：                      

贵司预定联系人：                        手机/微信号：                   邮箱：                        

银行信用卡卡号：                        有效期：                     持卡人姓名： 

是否使用商务卡：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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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2021年10月15日   

请回执表格：华进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三区甲302号华腾大厦800室 

                    电话：86-10-87730641/42/43        传真：86-10-87730640 

                    电子邮件：liyumin@shanghaiairshow.cn;pauline@cpbjlf.com 

网址：www.shanghaiairshow.cn 

 

每9平方米面积可获一次免费刊登，刊登资料包括公司名称，地址，一个代理商的地址，公司产品或服务的简

短介绍字数（不超过150字英文及150个字中文），及展品介绍（字数不超过15字英文及15字中文）。如字数超

出此限，主办单位有权根据需要进行删减。 

(请打印或用英文正楷填写此表格，同时提供中文翻译。我们可免费代为翻译成中文，但对于翻译出现的误差

或错漏，我们概不负责，敬请见谅) 请提供WORD文档 

公司服务或产品简介（字数在150个英文单词及150个中文字以内）:  

 

 

 

 

 

请提供中文翻译: 

 

 

 

 

 

展品介绍:（字数在15个英文单词及15个中文字以内） 

 

公司标志（请选择需要刊登的公司标志种类） 

  彩色标志 (单独发送，矢量图片)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国家：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网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格 D 

会刊登记 

mailto:liyumin@shanghaiairshow.cn;pauline@cpbjl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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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2021年10月15日   

请回执表格：华进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三区甲302号华腾大厦800室 

                    电话：86-10-87730641/42/43        传真：86-10-87730640 

电子邮件：liyumin@shanghaiairshow.cn;pauline@cpbjlf.com 

网址：www.shanghaiairshow.cn 
请注明贵公司的业务范围, 可选择多项.  如下列并没有相关项目, 请于其它项目填写。 
  Aero Engine MRO Service  航空发动机 MRO 服务  Cockpit & Cabin Windows 驾驶舱和舱窗   Precision Machining - Large Structural 精密加工-大型结构 

  Aerospace Education & Training 航空航天教育与培训  Corrosion Resistant Antenna Gasket 耐腐蚀天线垫片   Precision Machining-Medium/Small  Components 精密加工-中/小型部件 

  Aerospace Sealants 航空航天密封胶   Defense Systems Equipment 国防系统设备   Pressure Control Systems 压力控制系统 

 Airborne VCRs, Video Cameras CCTV systems & Equipment 空中录像机, 视

频摄像机，闭路电视系统和设备 

  Design Consultancy & Services 设计咨询与服务   Promotion & Communication Services 推广和传播服务 

  Aircraft Ancillary Equipment 飞机辅助设备   Displays 显示器      Publishers/Publications  出版社/出版 

  Aircraft Antennas 飞机天线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发展区   Radar/Graphics Display Systems 雷达/图形显示系统 

  Aircraft Interior Furnishing Service (Design Manufacture & Refurbishment) 飞机

室内装饰服务（设计制造和翻新） 

  Elastomers  弹性体   Regulatory Agencies 监管机构 

  Aircraft Leasing, Financing & Sales 机租赁，融资和销售   Electrical / Electronic Assembly 电气/电子组装   Research & Development 研究和发展 

  Aircraft Lighting 飞机照明   Electromechanical and Mechanical Assembly 机电和机械装配 

  Engines 发动机 

  Reverser Repairs  逆变器维修 

  Aircraft Maintenance 飞机维修   Engine Leasing 发动机租赁   Risk Analysis 风险分析 

  Aircraft / Manufacturing 飞机/制造   Engine Repair 发动机维修    Rotable & Consumable Items 可旋转和消耗品 

  Aircraft / Modifications 飞机/改装   Engineering 工程           Safety & Survival Equipment / Systems 安全和生存设备/系统 

  Aircraft Seating 飞机座位   Fabricated Structures – Body 制作结构-身体   Safety Management 安全管理 

  Airport 飞机场   Fabricated Structures - Other 制造结构 - 其他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 Surveillance Systems 卫星通信和监视系统 

  Airport Security 机场安检   Fabricated Structures – Wing 制作结构 - 翼   Seals Stockists 密封件库存商 

  Airshow Organization 航展组织機構   Fasteners 紧固件        Sensors 传感器 

  Airspace Design 空域设计   Flight Services 飞行服务   Sheets / Plates / Bars / Forgings 板材/板材/棒材/锻件 

  Air Traffic Control Consultancy 空中交通管制咨询   Fuel 汽油              Simulators 模拟器              

  Air Traffic Control Systems 空中交通管制系统   Fuel Management 燃料管理   Software Services 软件服务  

  Air Traffic Control Training 空中交通管制培训   Fuel Purchasing 燃料采购   Specialty Machining 专业加工 

  Alloys & Super Alloys & Metal 合金和超级合金和金属   Fuel Handling 燃料处理    Static Dischargers 静电放电器  

  Asset Management 资产管理   Fuel Invoice Verification 燃油验证   Steel Components/Structures & Distribution 钢构件/结构和分布 

  Aviation Product Support 航空产品支持   Government   政府   Sub-Systems & Engineered Products 子系统和工程产品 

  Aviation Systems Integration 航空系统集成   Ground Support Equipment & Services 地面支持设备和服务   Surface Finishing 表面处理 

  Aviation / Airspace Management 航空/空域管理   Heat Treatment 热处理   Systems & Equipment Support 系统和设备支持 

  Avionics Systems 航空电子系统   Helicopters / Manufacture 直升机/制造   Tactical Missiles For Airborne Weapon Systems 

机载武器系统的战术导弹 

  Batteries 电池   Industry & Business Associations 工商业协会   Techn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技术信息服务 

  Bearings & Assemblies 轴承和组件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信息技术   Testing  & Inspection 测试和检验 

  Bird Repellent System 驱鸟系统   Lubricants  润滑油   Testing Measurement Inspection Equipment 测试测量检测设备 

  Business Equipment 商业设备   Maintenance 维修保养   Thermal Fire Barrier Insulation 热防火屏障绝缘 

  Cabin Windows 客舱窗系統   Major Aircraft / Systems & Equipment 主要飞机/系统和设备   Tooling Supply 工具供应 

  Capacity Studies 容量研究   Manufacturing & Processing Equipment 制造和加工设备   Trade Association 贸易联合会贸易协会联盟 

  Cargo Airline货运航空公司   Marketing Support Specialists 营销支持专家   Training 培訓       

  Castings 铸件                Materials & Standard Components 材料和标准组件   Transparencies 透明胶片 

  Clamps 夹   Metal Fabrication & Assembly 材料和标准组件   Tube Bending & Assembly 管弯曲和组装 

  Coatings 涂料            Metal Forming 金属成型   Turbine Engine Components 涡轮发动机部件 

  Communications 通讯        Metal Joining & Bonding 金属连接和粘接   Tyres  轮胎              

  Component Repairs 组件维修   MIL / Aerospace Interconnect Systems  

MIL / 航空航天互连系统 

  Units For Aerospace & General Machinery Applications 

航空航天和通用机械应用的单位 

  Component Supply 组件供应   Nacelles Repairs 发动机舱维修   Waterjet Cutting 水射流切割 

 Composite Fabrication 复合材料制造   Navigation Aids 导航设备   Weaponry  武器                     

  Composite Materials / Supply 复合材料/供应   Non-Metallic Components 非金属成分   Wheels & Brakes 车轮和制动器 

  Composite Repair 复合修复   Oxygen & Life Support 氧气和生命支持   Others (Please Specify) 其他，请注明: 

  Cooling Systems 冷却系统   Packaging Systems 包装系统   --  

  Cockpit & Cabin Conditions 驾驶舱和客舱条件    --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格 D1 

产品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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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2021年10月15日   

请回执表格：华进公司，请随此表附上全额的付款凭证。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三区甲302号华腾大厦800室 

                    电话：86-10-87730641/42/43        传真：86-10-87730640 

电子邮件：liyumin@shanghaiairshow.cn;pauline@cpbjlf.com 

网址：www.shanghaiairshow.cn 

 

我公司有兴趣在会刊中刊登广告 
 

项目  价格 (元)  
    
1、封底全页  彩色 25000                   

2、封底内页   彩色 20000      

3、前菲全页   彩色 20000                  

4、插页全页  彩色 9000                    

 
 
请附上电子版档案 (如PDT, JPEG or TIFF), 像数必须不少于300 DPI, 及发送至电邮地址  
liyumin@shanghaiairshow.cn; pauline@cpbjlf.com   

 
 
我需要 :    翻译及文字排版 
                设计 

                其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版物尺寸  : 21cm x28.5cm 
广告尺寸（宽 x 高） : 全页出血尺寸  -  21.6厘米x 29.1厘米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格 E 

会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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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2021年10月15日   

请回执表格：华进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三区甲302号华腾大厦800室 

                    电话：86-10-87730641/42/43        传真：86-10-87730640 

电子邮件：liyumin@shanghaiairshow.cn;pauline@cpbjlf.com 

网址：www.shanghaiairshow.cn 

 

参展商每9平方米展位赠送12张参观券，如需增加参观券，按200元/张（限定日期）或500元/张（通用）支付门
票购买费用。 
请填写此表格，告知所需数量支付相关费用，在截止日期前交回，我们将根据您的需要给您邮寄。 
 
如果在2021年10月15日之后交回表格，需缴纳500元行政加急费。 
 
  请给我们电子参观券参观券: 
 
  如在截止日期后，我同意支付500元行政加急费给主办单位华进公司。 
 

公司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职位:  部门:  

电话:  传真:  电邮: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格 F 

参观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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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2021年10月15日   

请回执表格：华进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三区甲302号华腾大厦800室 

电话：86-10-87730641/42/43        传真：86-10-87730640 

电子邮件：liyumin@shanghaiairshow.cn;pauline@cpbjlf.com 

网址：www.shanghaiairshow.cn 
1) 搭建商  BOOTH STANDFITTING/DECORATION 

 
❑ 我的标准展位(由华进公司提供)并不需要任何特别装饰     
 
我的标准展位的装饰将由下列公司负责:  
 
大会指定搭建商：中航汇盈（北京）展览有限公司 
 
❑ 自行搭建 
❑ 非大会指定搭建商 

❑ 拥有上海展览会的搭建经验 
❑ 没有上海展览会的搭建经验（请填写以下资料） 
搭建商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地址:    
联络人:   
备注 
基于安全考虑，所有电力供应、安装及供水安装工作必须由大会指定搭建商－中航汇盈（北京）展览有限
公司 
1.全权负责。 
2.展商若聘用非官方指定搭建商进行工程使，需先向大会指定搭建商申请并缴交相关费用（押金及场地
管理费），再由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向展馆管理部门提交申请。 

 
 

2) 运输商 - FREIGHT FOWARDER 
 

我的展品将由以下公司负责运输:  
 
❑ 大会指定运输商: 上海创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 非大会指定运输商（请填写以下资料） 

公司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地址:    
联络人:   
 

如需使用起重车或叉车等机械搬运重型展品或材料进入展馆时，必须由大会指定运输商－上海创源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负责，并使用货运进出口，轻便简单的手提材料方可使用正门出入。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格 G 

搭建商/运输商

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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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2021年10月15日   

请回执表格：华进公司，请随此表附上全额的付款凭证。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三区甲302号华腾大厦800室 

                    电话：86-10-87730641/42/43        传真：86-10-87730640 

电子邮件：liyumin@shanghaiairshow.cn;pauline@cpbjlf.com 

网址：www.shanghaiairshow.cn 
我们需要以下临时工作人员:     

项目 每日价格 人数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总计(美元) 

      
（星期六､日或公众假期，需支付双倍费用） 
 
1.   英文/中文普通翻译 1200元        
 
2.   英文/中文技术翻译 1300元        
 
3.   其它语种普通翻译 1400元        
 
4.   其它语种技术翻译 1500元        

（请指明语种: 法语 /德语 / 日语） 
5.   技术讲解员 1000元        
 
6.   电工 800元        
 
7.   木工 700元        
 
8.   其它人力 另行报价        
 
请注明工作性质:    

总计:  
 
 

 
 
注意事项: 
 
1、 如于开展前七天内取消预订，需缴纳一天的标准收费作为罚金。 
2、 如华进公司于开展前 14 天仍未收到全额付款，参展商须于展会现场缴纳现金后方可获提供相关服

务。 
3、 以上所列价格受展览时间限制。如需要相关人员加班，请提前通知主办单位，并须缴交额外收费。 
4、 讲解员只负责展品技术方面的简单介绍，不负责日常翻译。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格 H 

雇佣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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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2021年10月15日   

请回执表格：华进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三区甲302号华腾大厦800室 

                    电话：86-10-87730641/42/43        传真：86-10-87730640 

电子邮件：liyumin@shanghaiairshow.cn;pauline@cpbjlf.com 

网址：www.shanghaiairshow.cn 
请填写此表格，于截止日期前以邮件交回。参展证需亲自于展览现场领取。 
 
基于疫情防控及安全考虑，组委会将实施展商入场证发放限制（每9平方米展位面积可申请最多4张展商入
场证），展商若需申请额外入场证，需经由组委会审核通过后并按300元每人收取制证费用。 
 
请在2021年10月15日前, 填妥及签署此表格并寄回北京华进有限公司，除行政错误外（如：公司、姓名等
拼写错误），任何实时入场证申请均需按300元每人收取制证费。 
 
组委会只接受由参展商所发出的申请，并保留不向非参展商发放入场证的权利。 
 
所有参展商的入场证均不可转让，如展商私下转让其入场证而引起任何损失，展商需自行负责 
 
     

姓名 性别 职位 身份证号 户籍地址 民族 手机号码 
       
       
       
       
       
       
       
       
       
       

       
 

如有需要，请自行复印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格 I 

展商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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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2021年10月15日   

请回执表格：华进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三区甲302号华腾大厦800室 

                    电话：86-10-87730641/42/43        传真：86-10-87730640 

电子邮件：liyumin@shanghaiairshow.cn;pauline@cpbjlf.com 

网址：www.shanghaiairshow.cn 

为了提高上海航展专业观众的质量和数量，组委会很乐意协助参展商邀请贵宾，相关专业观众和目标潜在客户参

加本次活动。 参展商可以选择  

 

1) 自行安排（请填写在 46 页的表格 F ，组委会将发送电子门票至您的邮箱，方便您自行邀请）  

2) 需要组委会协助（请填写以下的表格, 组委会将向您希望邀请的 VIP 或目标客户发送邀请，并协助其进行展会

观众注册）。 

参展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贵宾 / 目标客户的资料 

 

公司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 : 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门: 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传真: __________________电子邮箱: __________________ 

网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业务性质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或可建议一些贵公司在此次展会期间欲见面的客户（按业务活动）： 

A)  航空公司        B) 飞机制造商    C) 飞机分销商/租赁      D) 零件/部件制造商 

E)  零件/组件经销商   F) 设计研究所    G) 全球采购中国办公室   H)  MRO 服务提供商    

I)  机场              J)  其他, 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可以复制本表格或将表格中的关键信息告知多个 VIP /目标客户。 参展商填好的表格并截止日期前进行回函。 

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组委会无法保证邀请的客人实际出席。 

每个 9 平方米的参展商可以邀请最多 5 个 VIP。 客户/目标客户的邀请没有限制。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格 J 

目标客户（观

众）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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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2021年10月15日   

请回执表格：华进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三区甲302号华腾大厦800室 

                    电话：86-10-87730641/42/43        传真：86-10-87730640 

电子邮件：liyumin@shanghaiairshow.cn;pauline@cpbjlf.com 

网址：www.shanghaiairshow.cn 

 
本展览会将设有新闻发布中心，详细位置请参阅《展商须知》。 
 
新闻发布中心设有宣传稿展示柜及杂志架，展商可根据个别需要租用，由于供应有限，如有需要，请尽快
填妥此表格（注明数目）及寄回表格。 
 
 
 
我们需要: 
     

 价格 数量  总计(元) 
     
  宣传稿展示柜  
(深: 3.5厘米, 尺寸: A4) 200元    

     
  宣传稿展示柜  
(深: 3.5厘米, 尺寸: A4) 350元    

     

  杂志架 (标准尺寸) 700元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格 K 

新闻宣传稿/杂

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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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2021年10月15日   

请回执表格：华进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三区甲302号华腾大厦800室 

                    电话：86-10-87730641/42/43        传真：86-10-87730640 

电子邮件：liyumin@shanghaiairshow.cn;pauline@cpbjlf.com 

网址：www.shanghaiairshow.cn 
   

2021上海国际商用航空航天展览会的记者招待会将于开展前一星期举行，如展商打算在记者招待会期间向传媒
介绍其新产品或技术，请在截止日期（2021年10月15日）前，填写此表格，连同您的新闻发布稿一并寄回华进
公司，在经组委会审核通过后，将在新闻发布会中予以公布。 
  
我们将在展览会期间介绍及展示以下 新技术/ 产品: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格 L 

新产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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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2021年10月15日   

请回执表格：北京华进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三区甲302号华腾大厦800室 

                    电话：86-10-87730641/42/43        传真：86-10-87730640 

电子邮件：liyumin@shanghaiairshow.cn;pauline@cpbjlf.com 

网址：www.shanghaiairshow.cn 
 

作为航展组委会对展商的增值服务，展商如有签约活动，请填写此表格，组委会将安排媒体
参加并相应报道。 
 
签约仪式名称（请准确填写）： 
 

 

 
签约双方名称（请准确填写）： 
 
 

 

 
签约内容描述： 
 
 

 

 

 

 
签约金额：                  人民币（或等值于人民币） 
 
希望邀请参加签约仪式的媒体，请列出： 
 

 

如有软文，请提供：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格 M 

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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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服务预订单 

 
 

 

公司名称：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需求 

地面设备                                                    

1.地面空调（5 冷吨）+电力供应                                                                  套  

2.地面空调（60 冷吨）+电力供应                                                                套  

3.地面空调（110 冷吨）+电力供应                                                              套  

4.地面电源 AC 115V/400Hz 30KAV+电力供应                                            套  

5.地面电源 AC 115V/400Hz 60KAV+电力供应                                            套  

6.地面电源 AC 115V/400Hz 90KAV+电力供应                                            套  

7.地面电源 DC 28.5V 600A+电力供应                                                         套  

8.登机梯                                                                                                      套  

 

飞机清洁服务 

A. 展期每日内外部深度清洁 

B. 外表打蜡 

C. 大翼前缘和发动机进气道唇口抛光 

D. 客舱地毯保护膜 

 

*常规报价订单有效期截止到 2021 年 11 月 12 日，11 月 12 日-11 月 22 日产生的订单将加收 20%费用。 

其他需求：                                                    

华诺联系人：邓子龙    Email：Leo@hanerjets.com  电话：+86 13810812551 

 

1.机型：  注册号：  

2.机型：  注册号：  

3.机型：  注册号：  

飞机 地面设备(1-8) 清洁服务(ABCD) 

1.    

2.    

3.    

表格 N 

地面服务 

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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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为维护上海航展的正常秩序，增强参展商知识产权意识，保护参展商和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结合上海航展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则。 

本规则作为附件，是 2021 上海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主办方与参展商双方合同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 

参展商必须保证参展期间所有展品、宣传品以及展位的任何展示，没有违反有关知识产权所导致

的一切费用或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