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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大会总体日程

注：以上日程活动为拟定安排，具体以现场实际为准。

时间 主要活动 地点

布展与报到（10月15日-17日）

10月16日-17日 9:00-17:00 参展商报到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北登录厅

10月17日
16:00-17:50 领导会见 限受邀贵宾

18:00-19:30 餐叙交流 限受邀嘉宾

展览展示（10月18日-20日）

主体活动（10月18日-19日）

10月18日

8:30-9:20 领导巡馆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9:30-10:00 开幕式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北登录厅二楼多功能会议厅10:00-12:00 轨道交通发展论坛

10:15-11:00
2019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

业人才峰会启动仪式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W4馆

10:20-12:10 国际轨道交通合作洽谈会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W3馆

11:00-12:30
2019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

业人才发展高峰论坛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W4馆

13:30-16:30 城市轨道交通新型移动装备论坛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北登录厅二楼多功能会议厅

14:30-18:00 株洲论坛 株洲市中车株机报告厅

14:30-16:30 国际轨道交通合作洽谈会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W3馆

14:30-16:00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W1馆

10月19日

9:30-12:30 轨道交通国际投融资合作论坛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北登录厅二楼多功能会议厅

9:30-11:00 轨道交通通信信号关键技术论坛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C1连接厅

9:30-11:30 国际轨道交通合作洽谈会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W3馆

9:30-11:00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W1馆

14:30-16:00 城轨云技术应用论坛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C1连接厅

14:30-16:30 国际轨道交通合作洽谈会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W3馆

14:30-16:00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W1馆

10月20日 16:00-22:00 博览会开始安全有序撤展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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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展会服务商信息

下列公司是大会指定的参展服务商，除特别规定情况下, 参展商可以自由选择使用他们
的服务（主场服务商除外）。此外，参展服务商与参展商之间的各项协议均由双方自行承
担，对此主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1. 大会指定主场服务商——湖南斯沃格展览有限公司

展馆号 负责人 电话 邮箱

W1 周先生 181 0842 2989 913595544@qq.com

W2 陈先生 182 1648 0167 544362341@qq.com

W3 刘女士 186 7449 7526 932424693@qq.com

W4 熊先生 133 1953 5281 1936647105@qq.com

2.大会推荐搭建商——职责详见《搭建服务手册》

3. 大会指定主场运输商 ——纵连展会物流有限公司 （详见《展商运输手册》）

推荐搭建商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湖南景成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刘 敏
135 4896 3141

133 9749 0528

湖南新景豪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刘全宇 176 1131 3305

湖南新高远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黎 洋 153 0731 5258

注：本次展会组委会指定特装展位木结构搭建参考价位区间，

为“850 元/㎡--1300 元/㎡”如有超出均可向大会指定主场服务商进行反馈。

指定运输商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纵连展会物流有限公司 谢振宇
0731-85879206

189 7515 2630
xiezy@ues-scm.com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黄兴镇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E1-102

根据长沙国际会展中心规定，纵连展会物流有限公司为展馆指定唯一运输商，为展

商提供运输服务。如参展商选择非大会指定运输商，展商需自行承担所有风险，主办方

及大会指定运输商不会承担任何责任。此外，请提供参展商的公司名称、地址、传真号

码、联络人及详细的运输资料予大会指定运输商以作记录。

mailto:54436234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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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会推荐住宿酒店服务商

第三部分：展馆信息

1.展馆中的规章制度

（1）电源安装

 大会指定主场服务商为唯一合格实行电力或引水方面的安装。

 在进展馆前与撤出展馆后的时间，临时电力系统的提供应缴纳相应的费用，展商需提

前24小时向大会指定搭建商申请，并由大会指定主场服务商向展馆管理部门提出。

 每天展会闭馆后，馆内电力供应将于10分钟后关闭，如展商需要24小时电力供应，请

在当天早上向大会指定搭建商申请，并由大会指定主场服务商向展馆管理部门提出。

 每个展台插座只可由连接一条电缆主线。

 所有展位必须配备二级电箱，并且二级电箱空开不得大于一级电箱空开。

（2）工业用气

 严禁使用工业用气。（易燃或有毒气体）

 严禁在展览中吸烟。

（3）无线电雷达设备

参展商若想使用雷达无线电等装置来操控展品时，必须提前2个月通知主办方你所使用

的频率，并获得中方有关机构的许可，如展商需搭建任何特殊天线，请务必提前告知主办

方。

（4）爆炸物等危险材料

 严禁爆炸物，可燃易爆等危险品进入场馆。

（5）演示与操作展品须知

 确保所有展览品在安全的情况下操作。

 确保展览品装有安全防护装置。

 展览品应小心使用，并与参观者保持一定距离，以免造成任何伤害。

 参展商有责任清洁自己在展品演示的过程中造成的垃圾。

 在参展期间，参展商应尽量避免对其它展商及观众造成不便，如因操作展品或喧哗

声造成过大而造成投诉，主办商保留终止该展商继续操作产品的权利。

推荐住宿酒店服务商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址

华天大酒店 唐凌凯 15674934984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解放东路300号

湖南宾馆 徐佩 13787200721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营盘东路193号

万家丽国际大酒店 刘丹 15273263632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万家丽中路99号

芙蓉华天大酒店 刘慧 15974179905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176号

宜必思尚品酒店 刘靓 13397579206
长沙市长沙县国展路101号(近地铁2号

线、4号线光达站4号出口北侧)

http://www.hunanhote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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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展位运作须知

 在展览会开放时间段中，请确保展位设有人员当值及运作。

 所有参展商人员必须配戴由主办方发出的参展商证件。参展商应在展会开始之前10分

钟进入展馆，在展览馆要结束以后15分钟内离开会场！如需在其它时间逗留展馆，应

向主办方申请。

 在展览馆内，参展商不可在自己展位以外的地方举行任何宣传或商业活动。

 为避免对他人造成骚扰，声音请勿超过85分贝。

（7）搬运展品材料入场须知

 如需使用起重车或叉车等机械搬运重型展品或材料时，必须由大会指定运输商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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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其他

 展厅地面材质为灰色水泥基自流平，展馆承重为5T/㎡，室外中心广场承重为10T/

㎡。

 特装与展台搭建要求： 最高限制为5米，参展商需要提交搭建结构图给主场搭建商并

同时将文件抄送给湖南斯沃格展览有限公司予以批示，以便于符合搭建要求，避免昂

贵的现场改动费用。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展商或者承包商必须提供展台设计和搭

建图纸纸质文件两份，图纸需彩色打印，快递至主场主场服务商，最终给主场服务商

查看展台设计是否超出标准，如展商设计对其它展商造成不便，主办方和主场搭建商

保留要求展商改动设计的权力。

 如您的装饰物或参展品高于5米，请立即通知主办方。

 所有用于展台搭建材料或者装饰物必须符合中国及长沙市消防管理规定。

 严禁在展馆任何地面，墙壁，柱子，或展馆其它部分安装螺丝，打孔或油漆，否则，

参展商与其承包商需对展馆损坏负责任。

 悬挂在展馆上的悬浮物需得到主场服务商负责人审核与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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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展台搭建与施工时间表

日期 时间 内容

10月8日 9:00 – 17:00 进行地面展馆划线

10月15-16日 9:00 – 17:00 展台搭建

10月17日 9:00 – 14:00 展台搭建

10月17日 11:00 – 18:00 参展商布展

10月18日 9:30 参展商入场

9:30 – 10:00 开幕式（仅限特邀嘉宾）

9:30 – 16:30 专业人士参观

10月19日 9:00 – 16:30 专业人士参观

10月20日 9:00 – 15:30 专业人士参观

10月20日 16:00 – 18:00 展览会闭馆 展品离场

10月20日 16:00 – 22:00 撤展 展台拆除

注意：您有3天时间来搭建展台，请与您的搭建商安排好特装搭建时间。如果您的展品

需要铲车或吊车等工具运往展馆内，请提前与大会运输商联络，以便于安排运输与安装等事

项。

3.展馆交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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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抵达酒店：

如何抵达展馆：

起点 路线

华天大酒店
乘坐磁浮快线——磁浮高铁站，换乘地铁2号线——袁家岭站，步行至酒店；
乘坐机场快线——高铁长沙南站，换乘地铁2号线——袁家岭站，步行至酒店；
乘坐运达中央广场线——韵达中央广场，换乘地铁2号线——袁家岭站，步行至酒店

湖南宾馆

乘坐磁浮快线——磁浮高铁站，换乘地铁2号线——袁家岭站，步行至曙光路口站换
乘803——烈士公园南门站，步行至酒店；
乘坐机场快线——高铁长沙南站，换乘地铁2号线——袁家岭站，步行至曙光路口站
换乘803——烈士公园南门站，步行至酒店；
乘坐运达中央广场线——韵达中央广场，换乘地铁2号线——袁家岭站，步行至曙光
路口站换乘803——烈士公园南门站，步行至酒店

万家丽国际大酒店

乘坐磁浮快线——磁浮高铁站，换乘地铁2号线——万家丽广场站，步行至酒店；
乘坐机场快线——高铁长沙南站，换乘地铁2号线——万家丽广场站，步行至酒店；
乘坐运达中央广场线——韵达中央广场，换乘地铁2号线——万家丽广场站，步行至
酒店

芙蓉华天大酒店
乘坐磁浮快线——磁浮高铁站，换乘地铁2号线——袁家岭站，步行至酒店；
乘坐机场快线——高铁长沙南站，换乘地铁2号线——袁家岭站，步行至酒店；
乘坐运达中央广场线——韵达中央广场，换乘地铁2号线——袁家岭站，步行至酒店

宜必思尚品酒店
乘坐磁浮快线——磁浮高铁站，换乘地铁2号线——光达站，步行至酒店；
乘坐机场快线——高铁长沙南站，换乘地铁2号线——光达站，步行至酒店；
乘坐运达中央广场线——韵达中央广场，换乘地铁2号线——光达站，步行至酒店

起点 路线

华天大酒店 步行至袁家岭地铁站乘坐地铁2号线——光达站，步行至展馆

湖南宾馆 烈士公园南门乘坐131——迎宾路口，换乘地铁2号线——光达站，步行至展馆

万家丽国际大酒店 乘坐地铁2号线——光达站，步行至展馆

芙蓉华天大酒店 步行至袁家岭地铁站乘坐地铁2号线——光达站，步行至展馆

宜必思尚品酒店 可直接步行至展馆

长沙黄花国际
机场

乘坐磁浮快线——磁浮高铁站，换乘地铁2号线——光达站，步行至展馆；
乘坐机场快线——高铁长沙南站，换乘地铁2号线——光达站，步行至展馆；
乘坐运达中央广场线——韵达中央广场，换乘地铁2号线——光达站，步行至展馆
乘坐星通30路——红光村站，换乘星沙105路-至梯塘路口，步行至展馆

长沙高铁南站
乘坐地铁2号线——光达站，步行至展馆；
乘坐917路——会展中心公交首末站，步行至展馆；
乘坐60路区间——国展路公交首末站，步行至展馆

长沙火车站
乘坐地铁2号线——光达站，步行至展馆；
乘坐121/148路——杨家山西站，换乘917路-会展中心公交首末站，步行至展馆；

途径长沙国际

会展中心周边公交

站点

柞树塘（601区间线、917路）、梯塘路口（星沙105路）、会展中心公交首末站

（917路）、国展路公交首末站（601区间线）

http://www.hunanhotel.com.cn/
http://www.hunanhote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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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展品保险与风险
 作为主办方，赞助方及主场单位将不会对任何毁坏/受伤/索偿/遗失/私人财产/第三

方风险 承担任何责任。参展商有责任为自己的展品购买保险，以保障进馆，展览期

间及闭馆后展品的安全。

 当使用展台或向大会指定主场服务商租用其它设备时，参展商有责任对设备出现的任

何损失进行赔偿。

 主办方与赞助商没有义务代为追究展品的遗失，建议参展商为自己的展品投保，避免

损失。

 展品可在参展期期间销售，在参展商未交清关税的情况下，不可擅自将产品移离展

馆。

 在等待关税评估期间，被销售的展品将会暂时储存到仓库里，参展商应缴纳运输公司

相关运输费用。

 在缴清进口税后，赠品及纪念品是允许派发。参展商应当在装箱清单上写好数量与价

格并交由大会运输商交予海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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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配套服务

1.观众入场
展览会免费入场参观，请凭身份证或个人名片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北登录厅“观众

登记处”换取入场证。

2.卫生清洁
主办方负责打扫公共区域的卫生，如进出通道。

参展商可以雇佣大会指定主场服务商来清理或打扫自己的展位及展品。

3.车辆出入证件
参展商凭车辆证件出入展馆，并按照车辆证件权限在展馆内指定位置停放车辆。

4.餐饮服务
大会在展馆中设立餐饮处以及连廊有特色餐饮店，具体方位以展期发布区域为准。

注：请确保您的展位在任何时间均有最少一名人员值班。

5.境外参展单位注意事项
（1）政府法规

 境外参展单位必须服从并遵守“轨交会”举办地的所有相关法律法规。

（2）签证申请

参展人员必须确保自身符合入境国家的全部签证与健康要求。

如果参展单位人员因没有获得签证而无法参展，属于违约行为。

（3）海关规定

参展单位应注意以下事项：

请自行联系展会推荐的承运商，以便办理展品清关手续。

对于携带入境的手提物品，在带进或带出展览大厅前，都必须通知展会推荐承运商

进行报关并获得海关许可。

所有将在本次展览中发出的宣传物品，包括印刷品、名片、资料、礼品等，均需提

前交给海关和执行组办公室查验，否则不予入场。

请妥善保存海关发出的所有收据，以便推荐承运商向海关代领回展品。

会后展品处理应按中国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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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推广服务

1.广告价格表

（1）大会资料广告：会刊、证件、吊带、资料袋等。

（2）室内外广告：桁架、吊旗、刀旗广告等。

▲本项服务仅对签约展商有效；

▲请于2019年9月25日前提交表格，截止期后的订单和现场申请加收 30%附加费用；

▲付款不及时，将导致预订无效，请留意截止日期。

编号 广告位置 尺寸 价格

HK-B1 会刊封底 210*285 40000元/P

HK-C1 会刊封二 210*285 30000元/P

HK-D1 会刊封三 210*285 30000元/P

HK-E1-E5 目录前彩 210*285 26800元/P

HK-F1-F20 会刊内页 210*285 20000元/P

HK-J1 资料袋 278mm*380mm 30000

HK-K1-K5 资料入袋 1000册/组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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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展会相关表格

2019 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

会刊信息收集（表一）
会刊刊登资料包括单位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公司产品或服务的简短介

绍字数（不超过200字中文及600字英文）。如字数超出限制，主办单位有权根

据主要内容进行删减（截稿时间：2019年9月30日）。请参展商务必确保信息

填写正确。

（注：举办方将按照此信息内容制作标准展位参展商楣板）

单位名称（中文）

单位名称（英文）

单位地址（中文）

单位地址（英文）

公司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公司网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公司服务或产品简介（字数在200个中文字以内）:

请提供英文翻译：（600个英文单词以内）

备注：

1.参展商可提供企业Logo图片（要求像素130×50，大小100k以内）和

官方网址，组委会将会在大会官网上为参展商制作企业链接进行推广。请

参展商及时提供信息给对接招商客服代表。

2.大会组委会可免费为参展商提供微信推送服务，请有意向的参展商

提供已编辑好信息排版的相关图文资料给对接招商客服代表。

3.已经申请彩页广告的参展商，发给对接的招商员，会刊彩页广告文

件格式可以是cdr，psd，pdf；图片格式分辨率在450dpi以上的tiff，

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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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

广告宣传申请表（表二）

（申请截止日期：2019 年 9 月 30 日）

参展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号: 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 编：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传真__________ 联系人: _____________

请回执各招商客服代表或以下联系方式：

编号 名称 单价 数量 总价 备注

编号 广告位置 尺寸

HK-B1 会刊封底 210mm×285mm

HK-C1 会刊封二 210mm×285mm

HK-D1 会刊封三 210mm×285mm

HK-E1-E5 目录前彩 210mm×285mm

HK-F1-F20 会刊内页 210mm×285mm

HK-J1 资料袋 278mm×380mm

HK-K1-K5 资料入袋 1000册/组

XCGG-A 注水刀旗 3.5MH×1.2ML/10个

XCGG-B 桁架广告 2MH×5ML

XCGG-C 连廊吊旗 4MH×2ML/10幅起

XCGG-D 展厅吊旗 3MH×6ML

XCGG-E 北登录厅LED 5MH×9ML

XCGG-F 户外即时贴 6.5MH×26ML

LT 论坛饮用水冠名 1000瓶/组

LP 纪念品赞助 嘉宾、观众和抽奖用

湖南亚洲湘会展有限公司 – 长沙市雨花区莲湖路亚洲湘会展3楼

Tel:+86(731)89769767

E-mail: cirte2016@163.com

mailto:CIRTE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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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

展具预租赁表（表三）

（申请截止日期：2019 年 9 月 30 日）
请您参考手册内的注意事项，除了基本设施外，参展商如果需租用其它设

施请填写此表格。在展会展期间将提供下列展具租赁：

备注: 参展商须妥善保管租用家具，如有丢失照价赔偿。

重要事项：汇款到我方帐户需为订单全额款项，汇款方承担全部汇款手续费。请授权人向银行

咨询汇款手续费。我方在收取全额款项之后才会提供相关服务。 主办方建议您保留副本以作记录。

请将相关款项汇至我司人民币收款账户

开户银行：长沙银行湘府路支行

开户名称：湖南斯沃格展览有限公司

账号：8003 3264 9409 010

公司名称

展位号

编号

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