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世博展览馆
cn.itb-china.com

主办方: 联合主办: 合作媒体：官方目的地合作伙伴: 官方酒店合作伙伴:

官方活动合作伙伴:

http://cn.itb-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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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ITB China的展商们，大家好：
热烈欢迎各位参与ITB China 2018！
ITB China坚信世界之大同，以此为目标，我们为所有展商，买家及观众的齐聚和交流创造了愉悦的氛

围。
我们精心准备了这本指南，为您成功策展、参展以及后续工作提供有用的建议与信息。我们将竭诚为您

提供支持，确保您的参展紧凑有效，准备有序，为您节省时间与金钱成本。在本指南的设计过程中，我们还
特别考虑了从海外前来中国与会者的需求。

我和我的团队真诚期待您将在2018年5月16日至18日期间光临ITB China. 我们将竭尽全力确保您的参展
成功圆满，不虚此行。

顺祝商祺，

David Axiotis

ITB China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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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B CHINA 时间表关

2017年10月起
确定参展目标
确定展台尺寸和设计图
准备预算，规划时间表

2017年11月起
计划并准备需要展示的物料及产品
计划并准备广告材料及推广活动
制定公关计划及媒体服务计划
提交ITB China展位申请表 ,
截止日期：12月31日

2018年1月起
获得展位图及位置建议
确定展位位置
预订ITB China会刊、

方日报及APP中的广告位

2018年2月起
获得展位确认函、发票及参展商服务手册

付款
计划并准备展台搭建、设备、服务、工作人员
联合参展商注册，截止日期：2月28日
制定广告营销计划
准备产品目录
如有需要，策划在展会期间的活动并预先向主
办方申请
如有需要，规划交通出行并安排货运服务
准备会谈记录表格
如有需要，额外预订参展证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
第六阶段

第八阶段

第七阶段 
ITB China, 
 展会期间

联系我们：
contact@itb-china.com

第一阶段 第五阶段

第七阶段

第八阶段

第六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 18日
上海世博展览馆
cn.itb-china.com

  

2018年3月起
制定计划与客户、业务伙伴、媒体预约洽谈
向客户/业务伙伴发送观展邀请
定制印刷物料及名片
预约
组织营销推广活动

2018年4月起
商 配对开放：4月1日 - 18日选定意向买家
4月26日 - 5月9日制定洽谈日程
预定额外展位家 及 设 截止日期：4月13日

规划行程：您的行李需要包含：
参展证、酒店确认函、机票、名片、签证、护照规

展位需要：
设备/物料运输

交展位搭建 关 件进行
截止日期：4月13日
向展台员工进行展

ITB CHINA 展会期间
上午8:30 – 下午5:30展商凭参展证进入展馆
（观众参观时间为上午9:30 – 下午5:00）

客户会面及洽谈
参观展会
参加ITB China会议及研讨会

ITB CHINA 展会后
撤展
评估信息、报价、媒体宣传
评估展会目标
评估预算及支出
评估获得的客户名片
准备客户沟通邮件和跟进
更新数据库

2018年5月16日-18日 ITB China

2018年5月16日-18日 ITB China论坛

每日上午9:30至下午5:00*（展商：上午8:30至下午5:30*）

2018年5月14-15日 8:30-22:30　 　2018年5月18日     17:00-22:30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2月28日

2018年4月13日

2018年4月13日

2018年4月1-18日

2018年4月26-5月9日

展商报名

联合展商报名

提交搭建方

预定额外家 及 设

商 配对选择阶段

预约日程最终确定

展商胸卡注册 2018年5月1日

今年，ITB China隆重推出展商在线服务中心。参展相关的大部分服

务，您都可以在服务中心找到并在线进行预订，例如餐饮服务、额外

家具水电的预定等。所有可通过服务中心预定的服务，我们在展商手

册里都用记号     标记，以便您能快速找到。

服务中心可通过链接http://wapp.itb-china.com，使用展商账号及密

码登录。

通过扫描二维码您可以下载ITB China 2018官方

APP。通过官方APP您可以实现众多重要现场服务。

在展会开始前，您也能便捷的使用APP来挑选您期望

在展会现场配对的特邀买家心愿单。

http://cn.itb-china.com/
https://twitter.com/ITB_China
https://www.facebook.com/ITB-China-755957357838233/?fref=ts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11332400/
http://181.224.142.212/~itbchina/wp-content/uploads/2016/12/qrcode_430.jpg
https://m.youtube.com/watch?v=EsvZ0nKvNIc
http://weibo.com/ITBCNH?refer_flag=1001030102_
http://wapp.itb-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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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车辆进出展会场地

我们希望为您提供有关展会之前、期间和之后现场交通的重要信息。请注意，展馆有关于车辆进
出和保证金的具体规定。所有车辆需要具备主办方签发的许可，方可进入货运车辆停车区。驶入
停车区后，展商需要在位于停车区的认证中心申请卸货证明。

搭建期间（2018年5月14日至15日上午8:30至晚上10:30）
• 支付人民币370元保证金后方可驶入；
• 只有5吨及以下的货车方可驶入；
• 车身限高 3.2米；
• 停留时间：1.5小时，每超过半小时，将直接从保证金中扣除人民币100元。停运超过3小时，押
金不予返还。

展会期间（2018年5月16日至18日）
• 在展会期间，可进出的车辆极其有限。我们建议您将所有必要的进出交通安排在5月16日之前。

拆除期间（2018年5月18日）
• 支付人民币370元保证金后方可驶入；
• 5月18日的进出时间为下午5:00至晚上10:30。

未经授权擅自停放在展会场地上的车辆将被拖走，并将由车主自行承担拖车费用。

  

签证
如果您是国外的展商，请尽早前往当地的中国大使馆或领馆了详细解中国签证所需的材料。
展会邀请函可通过 ITB China服务中心在线申请，该邀请函会及时在线生成。若您所处的国家申请
中国签证需要官方授权单位盖章的邀请函，请提前至少两个月联系我们。
（contact@itb-china.com）。

酒店
ITB China为您精心挑选了几家舒适居住且交通方便的酒店。通过ITB China 服务中心，您可使
用酒店预定链接或预定表格来享有优惠的住房价格。五月为上海酒店住宿的高峰季，所以一旦
您确定好自己的行程请尽快预定酒店房间。

展馆交通指南
完善的交通
展馆地址：上海世博展览馆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博成路850号

上海世博展览馆坐落于上海市中心，濒临黄浦江。世博展览馆离浦东机场 40 公里，离虹桥机场
20 公里；近中华艺术宫、世博园和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附近有多家五星级酒店。您乘坐地
铁或公交车均能抵达世博展览馆。

地铁：8号线 中华艺术宫站

请注意：所有的展会推荐酒店均安排了往返场馆的班车，具体班车安排信息将于2018年5月1日
在ITB China服务中心公布，届时敬请留意。注意：由于展会现场车位有限，我们推荐您使用公
共交通或乘坐官方安排的班车前往场馆。

服务中心

服务中心

服务中心

服务中心

http://wapp.itb-china.com
http://wapp.itb-china.com
http://wapp.itb-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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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租赁及水电预定
展商如需要额外订购展具，可通过ITB China服务中心在线填写可租赁的展具清单并上传。
光地展商电箱申请为必填项目，如展位需要额外申请用水，请和电箱一并在在ITB China服务中
心递交。
同时请留意所有的预定页面将会在4月13日关闭。

楣板信息
标准展位的楣板信息将默认使用展商注册时提交的公司中英文名称。如有特殊要求，请展商4月13日

前通过ITB China服务中心进行修改。

搭建细节
光地的展商留意以下几点：
• 世博展馆1号馆搭建限高6米。
• 展馆内不得擅自悬挂任何物品。经许可的悬挂点每点重量不得大于150公斤，且单位结构重
量小于800公斤。展位上方如有结构悬挂的设计请与主场搭建商SYMA进行联系咨询是否可行。
悬挂工作必须由场馆方专职人员实施。
• 当室内展台搭建为二层时，地面建筑面积不得超过200平方米，且设置疏散楼梯数量不得少
于2部，相邻最近两个疏散楼梯出口之间的直线距离不应小于5米。二层及单层高度超过4.5米以
上展台，需由具有展位结构审核资质的审图公司对其结构进行审核，并出具审核报告，同时在
报批时须提交该展台效果图、搭建材料阻燃报告、结构审核报告等材料。

更 多 具 体 搭 建 技 术 细 节 请 具 体 参 照 《 附 件 一 ： 光 地 搭 建 技 术 指 南 》 ， 所 有 未 使 用 主 场 搭 建
SYMA的光地展商请务必提供附件一至相应的搭建商，以确保展商搭建的顺利进行。

有关搭建施工证，车证及任何相关的进撤馆细节请参照《附件二：光地参展商进撤展须知》。
对搭建部分有任何疑问请直接咨询主场搭建商SYMA及主办方。

展台搭建及撤展
主场搭建： 上海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

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成立于1985年，是中国展览行业领先的建造专家，在北京、上海、佛山
（顺德）、广州和澳门均设有分公司。从设计、项目管理与实施、展位制作与构建，到影音设备
与家具租赁，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确保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一站式服务。

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简称SYMA）是由ITB China 官方指定的展位搭建公司，能够可靠地协助
您完成各类展位搭建事宜。如果您选择了标准展位套餐，则必须由司马展览建造有限公司负责施
工工作。如果您选择的是光地展位，需要实施与众不同的展位搭建，那么既可任命司马展览建造
有限公司负责搭建，也可自行选择搭建商。

联系人： Mrs. Crystal Jiang
电话：+86 21/6238 8811-136
邮箱：crystal.jiang@syma.com.cn

联系人： Mrs. Cherry Gong
电话：+86 21/6238 8811-112
邮箱：cherry.gong@syma.com.cn

展位图审批
光地展商如未选择主办方推荐的主场搭建，需在4月13日前通过ITB China服务中心提交展位审图。审
图内容必须包含：
展位效果图

尺寸图

材料说明

防火等级说明

电箱摆放位置图

搭建商营业执照和电工证

展商如有任何审图相关的问题，请直接与主场搭建商SYMA联系。

服务中心

http://wapp.itb-china.com


109

参展规划参展规划

餐饮服务

 ITB China主办方会为所有的与会者提供公共就餐区。但同时，如果展商能够为参观者提供美味

体验，就能让参观者在展位内停留更久。例如您可以展示所在地区的特色美食，但请勿出售任

何形式的食品或饮料。

展会现场同样会有如下餐饮提供服务：

 

绍兴饭店

丽华快餐

奥兰爵咖啡*

服务名称 联系方式联系人 地点 建议语言

中式商务套
餐、茶歇

中式快餐

西式简餐、
咖啡、软饮

刘先生

于先生

张女士

+86 13761002374

+86 13916580711

+86 13916580711

展馆内两楼

展馆二楼北冀公共
用餐区、美食广场

展馆内一楼中厅

中文

中文

中英文

主场运输
主办方会提供专业的主场运输为您服务：

   

  

国际货运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德国）有限公司

联系人：Sandra Wickel

电话：+49 30 301 2995-451

邮箱：sandra.wickel@dbschenker.com

国内货运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联系人：高靖 先生 / 李一鑫 先生

电话：  +86 21 28906226

邮箱： jing-j.gao@dbschenker.com / ash.li@dbschenker.com

关于运输的详细规定及收费标准请参看运输指南。

展台双语（中/英）助理服务
ITB China买家大部分都来自中国，我们将会一项特别服务，为所有展位免费提供至少一位展商

助理。

如您需要更为专业的翻译人员 ，也可 以通过ITB China服务中心预订专业的翻译服务。

商务中心：满足各种商务需求
商务中心位于一楼西侧，靠近H1-2展厅，设施完备，可提供复印、打印、电话、互联网、计算
机、扫描、电话充值卡、笔记本电脑上网、名片印制和文具销售等服务。

奥兰爵咖啡作为官方餐饮供应商，您可以通过ITB China服务中心联系及预订餐饮。

服务中心

服务中心

服务中心

服务中心

http://cn.itb-china.com/wp-content/uploads/2017/12/ITB-2018国内展品运输指南及费率.pdf
http://wapp.itb-china.com
http://wapp.itb-china.com
http://wapp.itb-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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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B China 的社交媒体平台

展商媒体服务

媒体工作战略策划

在ITB China 2018的前期媒体工作中，确保各大日报和行业媒体知晓贵司即将在这项盛大展会

中参展是尤为重要的。建议在展会开幕之前预先向媒体发布公司信息，行业媒体有兴趣尽早了

解贵司在ITB China 2018中的活动计划，以及来自企业和业务部门的最新动态。

3月末：发布新闻稿

4月初：

• 活动策划，最终确定公关活动；

• 更新媒体发布名单；

• 向媒体和关键意见领袖（KOL）发送邀请函（新闻发布会、展位活动等）；

• 针对ITB China 2018与重要记者预约采访时间；

• 整理媒体资料包，通过电子新闻箱发布公司新闻稿；

• 充分利用ITB China媒体处提供的各类服务。

 

  

 

 

  

 

 

 

  

 

 

 

  

 

 

 

 

  

 

 

 

 

商贸配对 服务中心

ITB China提供预约商贸配对服务，确保您能够与心仪的买家会晤。我们的目标是助您达成最佳
业绩。您也可邀请潜在合作伙伴注册成为买家，在展期光临展位，进行更深入的合作洽谈
（买家注册截止日期：2018年2月28日）。

ITB China 预约洽谈配对服务如何运作？
在2018年ITB China展会期间，如果您希望与目标买家进行有效会晤，ITB China提供在线商贸

配对系统，协助您预先安排与目标买家的会晤，从而提高参展效率。您只需要使用电子邮件中

发送给您的账户信息，登陆至ITB China服务中心，然后开始您的配对申请。

第1步: 商贸配对登记
网上预约流程为：

1）参展商选择心仪的目标买家（预计2018年4月1日至4月18日）。登录ITB China服务中心之

后，进入网上预约洽谈配对页面，选择您心仪的买家。

2）基于展商与买家的相互选择，主办方匹配合适的会面时间。

3）展商获得主办方拟定的预约洽谈日程表，可微调部分日程安排。（预计2018年4月26日至5

月9日 ）。

第2步： 在展会期间与预先约谈的买家会面
展商将在展会前获得洽谈日程表，其中包含洽谈的日期、时间和买家信息。

展会现场的会面洽谈，将有两种形式：

• 发生在参展商展位上。一般情况下，展商与买家相互选择了对方或者买家选择了参展商，这个

洽谈将发生在参展商的展位上。

• 发生在速配会（Speed Dating）会议室内。在符合展商与买家需求匹配的情况下，速配会期

间，帮助参展商能够见到其单方面想要邀约见面的买家。

祝您洽谈成功！

如有任何问题，请随时与我们联系（contact@itb-china.com）。

http://weibo.com/ITBCNH?refer_flag=1001030102_
https://m.youtube.com/watch?v=EsvZ0nKvNIc
http://181.224.142.212/~itbchina/wp-content/uploads/2016/12/qrcode_430.jpg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11332400/
https://www.facebook.com/ITB-China-755957357838233/?fref=ts
https://twitter.com/ITB_China
http://wapp.itb-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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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B China

服务中心

http://cn.itb-china.com/press/
http://cn.itb-china.com/about-us/meet-the-team/
mailto:j.wegener@messe-berlin.de
contact@itb-china.com
mailto:wendy@itb-china.com
mailto:kay@itb-china.com
mailto:j.wegener@messe-berlin.de
mailto:lydia@itb-china.com
mailto:estelle@itb-china.com
mailto:gini@itb-china.com
mailto:marzahn@messe-berlin.de
http://wapp.itb-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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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

11.

展馆面积
展位限高
地面承重
悬挂点承重
货运出入口
空调

25,000 平方米
6米
3.5 吨/平方米
150公斤/吊点; 800公斤/单位结构
2个5.4米*6米 ; 4个4.2米*4.3米
中央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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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使用

其他

9. 照明灯具应距可燃物50公分以上。日光灯、高压水银灯等照明灯具的镇流器不安装在可燃物、易燃
物上。
10.封闭的灯箱安装，应有足以散热的通风口。
11.木结构展台的电器线路及灯箱等重要部位，必须经三度以上的防火涂料处理。
12.易发热的电器设备、高温灯具经申请同意后方可使用，高温灯具周围（一米范围内）不得有可
燃、易燃物品等物。
13. 室外的电器照明设备都应采用防潮型，落实防潮等安全措施。
14. 展馆内严禁使用明装式碘钨灯或卤钨灯，霓虹灯。
15. 各展馆设施使用单位及使用人应严格遵守以上规程，对于任何违规事件，场馆管理方将保留采取
相应措施（如切断电源供给等）的权利。

1. 任何车辆未经许可，不得进入展馆内。
2. 允许进入展馆的车辆高度不得超过4米，车速不得超过5千米/小时。
3. 铲车操作应严格按照铲车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作业，铲车必须是经过培训合格的人员才能驾驶，车速
不得超过5千米/小时。铲车及吊车需要备案年检报告及操作证复印件。

1. 展馆内严禁吸烟。
2. 展馆内不准烹饪，外来餐饮一律不准带入展馆。
3. 未经展馆允许，展馆可以提供的家具、花草以及设施设备，参展商和搭建单位一律不准自带。
4. 展馆对以上规定有最终解释权。

尊敬的参展商：

　　感谢贵司参加2018 ITB CHINA! 敬请贵司注意并遵守以下搭建进程事项并请告知您的搭建商。

1. 进馆手续办理流程：

5月14日-15日 8:30-17:30

至主场搭建司马（SYMA）服务台（展馆1楼大厅）办理施工押金

5000元/100平以下展位、10000元/100平以上展位

（注：如展商需要5月13日提前办理请直接前往南广场制证中心）

凭押金单收据至展馆制证中心（南广场）办理施工证件、装卸货车证

凭施工证进场搭建
2.车证及施工证请至展馆制证中心办理，地点位于南广场（参考下图）
具体流程及材料准备请参看以下链接：
搭建商及所有施工单位实名认证：http://180.153.108.138/shexpocenter/
注：所有搭建商及运输商施工负责人，必须在布展前至少15个工作日至展馆制证中心办理实名认
证手续。
证件办理-施工证：http://180.153.108.138/shexpocenter/lcxz1.aspx
证件办理-货车出入证：http://180.153.108.138/shexpocenter/lcxz.aspx
3.如特装展位有少量自带家具、花草需要进馆，必须由主场搭建商司马开具《物品进门单》，同时对
应特装展位效果图经展馆安保人员核实后方可入馆。
4.展商登记时凭二维码，名片及展位确认函领取胸卡。
5.展台电气施工安装完成后，在正式通电前，光地展位搭建商应做好配电系统的安全自查工作。5月
15日11:00对巡检合格展位正式送电，展馆电工检查确保用电安全后方可通电。不符合安全规定的，
会在5月15日10:00收到整改通知，整改通过后再安排通电。
6.请注意所有展位搭建或装饰材料必须进行防火阻燃处理（耐火等级不应低于B1级），并携带相关
防火证明至展会现场以备消防检查。木结构展台、展架的原木面必须使用防火材料处理。

请留意：
非主场搭建的特装搭建商必须按时完成搭建工作。
未经允许不得在晚上22:30后进行加班搭建或撤展，如经主办方同意的加班工作请提前三小
时自行前往展馆1楼展馆服务处申请及缴交班费。
- 22:30-次日8:30收费标准为2200元/1000平方米/每小时。
- 最少按1小时及1000平方米为单位起算
- 逾时申请将加收30%加急申请费 

日程 日期 时间 出入口设置 活动安排

布展

开展

撤展

2018年5月14 - 15日

2018年5月16 - 18日

2018年5月18日

8:30 - 22:30

9:30 - 17:00

17:00- 22:30

H1-1、H1-8~H1-12

H1-1、H1-3

H1-1、H1-8~H1-12

布展

17:00 清场音乐
17:30 清场
17:00断电
18:00 搭建工人进场

附件一：光地搭建技术指南 附件二：光地参展商进撤展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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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展览馆—接驳车及货车行驶路线示意图
SWEECC - Route Map For Shuttle Bus & Cargo

黄浦江

黄
浦
江

世博中心

中华艺术宫

世博大道     Shibo Ave

Lupu Bridge

世
博
大
道

Shibo A
ve

耀
龙
道

Yaolong Rd

博成路  Bocheng Rd

北广场

南广场

上海世博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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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驳车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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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停车场

N1

S1

W1

W2

E1

E2

博成路  Bocheng Rd

国展路  Guozhan Rd国展路  Guozhan Rd 国展路  Guozhan Rd

雪野二路  Xueye 2nd Rd 雪野路  Xueye Rd

浦东南路  Pudong South Rd

雪野二路  Xueye 2nd Rd

通耀路  Tongyao Rd

耀元路  Yaoyuan Rd

耀华路  Yaohua Rd 耀华路  Yaohua Rd

龙耀路隧道

打
浦

路
隧

道

华夏西路（中环高架下地面道路）  Huaxia West Rd

徐浦大桥       Xupu Bridge 外环高速公路 S20       S20 Outer Ring Expy

上中路隧道

Longyao Rd Tunnel

Shangzhong Rd Tunnel

月亮船

博成路  Bocheng Rd

后
滩
路

H
outan Rd

上
钢
路

卢
浦
大
桥

Shanggang Rd

济
阳
路Jiyang Rd

塘
子
泾
路 世

博
源

Tangzijing Rd

上
南
路

Shangnan Rd

洪
山
路

H
ongshan Rd

云
台
路

Yuntai Rd

高
科
西
路

西
藏
南
路
隧
道

G
aoke W

est Rd

长
清
北
路

C
hangqing N

orth Rd

周
家
渡
路

Zhoujiadu Rd

世
博
馆
路

Shiboguan Rd

世博大道  Shibo Ave

文化中心

1.参展单位货运车辆按时间，沿规定路线行驶至上海世博展览馆通耀路停车场，
进入停车场后按顺序排队等候。
2.在通耀路停车场内换取进入上海世博展览馆货运车证，并听从工作人员指挥，
有序开至展馆。
3.无上海世博展览馆货运车证的车辆，一律不得进入上海世博展览馆及周边道路，
违者将受到交通管理部门的处罚。
 

Notes:
1. Freight vehicles by exhibitors should follow the prescribed time and route to the 'Tongyao Road parking 
lot' at Shanghai World Expo Exhibition Hall, and wait in line after entering the parking lot. 
2. In Tongyao Road parking lot, drivers should pay deposit for the cargo pass to the Shanghai World Expo
Exhibition Center, then obey the command of staff, and orderly enter to the exhibition hall.
3. Vehicles without the Shanghai World Expo Exhibition Center cargo pass will be banned from entering the
Shanghai World Expo Exhibition Center as well as the surrounding roads.  Offenders will be punished by 
the traffic control department.

地铁
中华艺术宫站

地铁耀华路站
Yaohua Rd Station

China Art 
Museum Station

制证中心

接驳车路线

Route For Shuttle Bus

货车路线

Route For Cargo

制证中心

Pass Registration Center

货车停车场

Shuttle Bus Parking Lot

接驳车停车场

Cargo Parking Lot

制证中心

http://cn.itb-china.com/
mailto:itb@traveldail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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