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中国国际旅游展 

2018 年 5 月 16 日- 18 日 

上海世博展览馆 

国内展品货运指南和费率 

 

欢迎贵公司参加上述展会。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Schenker China 

Ltd）被主办单位委托为此次展会W1馆指定货运代理。我们将为各展商提供专业优质的

服务。 

 

现将有关各项货运服务和报价列明如下，各参展单位可根据各自需要选择服务项目，

并及时与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取得联系，以确保展品及时安全运抵展馆。 

 

如有任何垂询，敬请联络本公司。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地 址：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268 号来福士广场8 楼 

邮政编码：  200001 

展馆办公室: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W2B3 

地 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 2345 号 

邮政编码：   201204 

联系人:     李一鑫 先生 

Tel   : +86-21-28906228 

Mobile  : +86 189 1779 0390 

Fax   : +86-21-28906223 

Email  : ash.li@dbschen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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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运输方式: 

 

一、从上海火车站/机场/陆运站/市内指定仓库提货处至展台 

A． 服务内容： 

（1）展品到达上海后的有关文件处理； 

（2）负责将展品从市内各货站或指定仓库提货至展台； 

（3）进馆前展品存放并开馆后送至展台； 

（4）协助展商开箱、就位 

（5）运送空箱和包装材料至展馆现场存放点保存。 

 

B． 收费： 

（1）水路/陆路：                      人民币 690 元/立方米/1000公斤（择大收取） 

（从上海火车站/陆运站/市内指定仓库） （最低人民币2070元/运次） 

 *陆路运输上海提货范围限上海市内环线内区域，在上海市内环线外加收50%。 

 (2) 提货/仓储费：                    实报实销 

 

C. 收货人信息： 

收货人：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请千万勿写人名以免提货困难）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 2345 号浦东国际展览中心 W2B3 

邮政编码： 201204 

备注： 货物安排托运后，请将有关货运信息（包括发货日期、预到日期、运单号、总

件数、体积和重量）和货运单证在展品抵达上海前3 天递交给我司，否则由此造成的延

误我司概不负责。 

 

D． 展品到达上海截止日期： 2018 年 5 月 6 日 

 

二、从全球国际货运指定物流仓库暂存后运送至展台 

A． 服务内容： 

（1）展商自行安排将展品运至全球国际货运上海仓库； 

（2）展品到达仓库后，全球国际货运负责卸车，存储展品； 

（3）开馆后送至展台； 

（4）协助展商开箱、就位； 

（5）运送空箱和包装材料至展馆现场存放点保存。 

 

B． 收费：                      人民币 690 元/立方米/1000 公斤（择大收取） 

                               （最低人民币2070 元/运次） 

仓储费:                        人民币 10 元/立方米/天（最低人民币20元） 

进出仓费：       人民币40元/立方米（最低人民币40元） 

 

 



 

C． 收货人信息： 

收货人：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仓库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逸仙路 4088号张华浜仓库 20号库 

联系人： 吴继根 

联系电话： 13501911863 

仓库收货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00 

备注： 货物安排托运后，请将有关货运信息（包括发货日期、预到日期、运单号、总

件数、体积和重量）在展品抵达上海前5个工作日提供给我司。 

 

D． 展品到达仓库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8 日 

 

三、 从展馆门口接货至展台(展商自行安排将展品运至展馆) 

A． 服务内容： 

（1）帮助卸车并将展品送至展台； 

（2）协助展商开箱、就位； 

（3）运送空箱和包装材料至展馆现场存放点保存。 

 

B． 收费：                        人民币 390 元/立方米/1000 公斤（择大收取） 

（最低 3 立方米） 

 

C． 收货人信息： 各参展商现场负责人 

 

四、出馆服务各项收费标准同进馆 

 

五、其他服务收费： 

A． 进出馆未委托全球国际货运操作，仅存放空箱 

空箱存储费：                    人民币 50 元/立方米/展期 

（最低人民币50 元/展期） 

 

B. 超重展品附加费： 

展览品中有任何单一件展品(连包装箱计算在内)超过2,000公斤或者尺寸超过6米x 2.3

米 x 2.5米，我司将加收超重超大附加费如下： 

 

单件展品 超尺寸附加费 

长(米) 宽(米) 高(米) 重(吨) 1 2 3 4 

≥6  ≥2.3  ≥ 2.5   ≥2  5%  10%  15%  20%  

≥6  ≥2.3   ≥ 2.5   ≥4  10%  15%  20%  25%  

≥6  ≥2.3   ≥ 2.5   ≥6  20%  30%  40%  50%  

≥6  ≥2.3   ≥ 2.5   ≥8  30%  40%  50%  60%  

 ≥6  ≥2.3   ≥ 2.5   ≥10  40%  50%  60%  70%  

≥6  ≥2.3  ≥ 2.5   ≥15  50%  60%  70%  80%  

 

 



 

C.二次移位，特殊组装，机力租赁费。 

3吨叉车                               人民币 480  元/台班(4小时) 

5吨叉车                               人民币 600  元/台班(4小时) 

10吨叉车                              人民币 1200 元/台班(4小时) 

20吨吊机                                 人民币 3200 元/台班(4小时) 

35吨吊机                                 人民币 3600 元/台班(4小时) 

注：夜间加班翻倍                       

 

六、箱体唛头要求： 

A． 请展商在展品外包装上(至少两面),按以下格式刷制唛头: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展览部 

展览会名称:  2018年中国国际旅游展 

展商名称:   XXXXXXX 

展馆号:   XXX    展台号: XXX 

箱号:    XX / XX 

体积:    长X 宽 X 高   毛重: XXX KGS 

 

B． 重件展品必须在包装箱上标明起吊点重心,易碎,防潮字样,机械之正面(注明在外包

装)禁止倒置的展品必须标明特殊标志。 

 

七、 保险： 

参展单位应自行投保展览品的往返运输险及在展览仓储期间的保险。如展品发生意外情

况，请参展单位自行向保险公司办理索赔手续。 

 

附注： 

1. 收费标准按运费吨计算,即体积与重量比为：1000 公斤=6 立方米，择大计费。 

2. 我司仅负责外包装完好交货，内货质量、货损、短少，本司不予负责，请展商向保

险公司索赔。 

3. 火车站及提货地点发生的费用实报实销，我司在贵司展品进馆时收取来程服务费及

垫付的火车站等杂费。 

4. 所以费用需在进馆前结清。 

5. 请各参展商收到国内展品运输指南和费率后，及时与我司取得联系。以便我司在展

前妥善安排机力。 

6. 如需了解全球仓库路线，请与我司联系。 

7. 我司所提供的一切服务皆遵照本公司之营业条款执行。 

8. 我司所提供的所有服务将按6%税率征收增值税。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