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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日程示意图 

 

(时间：2017 年 8 月 10－15 日） 

    

              （时间：2017 年 9 月 1 日前） 

                     

             (时间：2017 年 8 月 21 日－9 月 16 日） 

           

（时间：2017 年 8 月 29 日－9 月 16 日） 

                

   （时间：2017 年 9 月 1－22 日） 

               

（时间：2017 年 9 月 21-22 日） 

             

（时间：2017 年 9 月 24 日－10 月 8 日） 

             

（时间：2017 年 10 月 7－8 日） 

            

（时间：2017 年 10 月 9－11 日） 

               

（时间：2017 年 10 月 20 日后） 

发放参展商手册 

参展商填写手册内表格                  

参展商交回填写表格 

参展商办理进场手续 

参展商进场搭建 

赛事组委会对展位进行安全检查 

赛事举行 

发放撤场通知书并预约撤场验收时间 

赛事结束参展商撤场 

相关费用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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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服务部联系人 

 

进、撤场手续办理及场地验收： 

联系人：刘晔 

手  机：15210217200 

Email： liuye@cenexpo.com.cn 

 

联系人：唐颖 

手  机：13910430917 

Email： tangying@cenexpo.com.cn 

 

电力安装： 

联系人：修毅民          

手  机：13601094469  

Email：xiuym@cenexp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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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展指南—布展日期及布展手续办理流程 

 

布展时间： 

日期： 2017 年 9 月 1 日—9 月 22 日 

时间： 9:00—18:00（加班或延时搭建需提前一天向主场服务部申请） 

                   

搭建商证件办理流程示意图： 

 

 

 

 

 

 

 

 

 

 

 

 

 

 

联系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商务部客服联络人 

由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商务部客服联络人陪同交纳场地保证金 

持场地保证金收据到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主场服务部办理相关进场手续 

由主场服务部工作人员陪同领取进场证件 

持进场证件入场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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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展指南—办理布展手续所需材料 

 

    办理进场手续，除在网站上提交相关材料外，另需要在现场提交以下纸质文件

各 3 份： 

1､ 搭建方资质证明，包含营业执照复印件、搭建资质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以上文件需盖公章。 

2､ 现场负责人信息：包含项目总负责人，现场负责人，强电、弱电负责人，灯光、

音响、视频等相关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其中项目总负责人、现场负责人需 24

小时保持开机状态。 

3､ 进场人员花名册及身份证复印件 

4､ 特种人员施工作业证 

5､ 搭建施工图纸，并对施工工艺及结构详细阐述（室内、室外地面落角点及场地

负重计算，包含图纸、效果图、立面图、平面图、尺寸图、强弱电图纸方案及

临时线路保护措施、总用电量核算等） 

6､ 提供详细的施工进度表，对每日的搭建工作进行阐述 

7､ 搭建前对工人进行安全生产、施工安全、消防安全等方面的培训，并提交培训

照片、视频及培训答卷。 

8､ 提供现场应急突发预案 

9､ 签定用电安全书，搭建、消防、安全责任责任书 

10､ 电消检报告 

11､ 提供用电设备明细（功率）是否有高温设备 

12､ 布展区域内消防设备的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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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材料检测（防火）检测报告 

14､ 临时用电申请 

15､ 活动方有其它需求须以文字形式及时向主场服务商报备 

 

办理进场手续请登录：http://chinaopen.centuryven.com 

相关文件可从网站上下载 

http://chinaopen.centuryv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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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展指南—施工及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1、 布展公司必须严格遵守《北京市大型社会活动治安管理规定》、《北京市建设

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及其它相关规章制度，确保施工顺畅及人

身安全。 

2、 布展公司进场施工前须办理相关进场手续，并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 

3、 各搭建商搭建的展台面积应和申报面积相符，任何展台结构或展品（公司名

称、标志、灯箱和海报）严禁超出展位边界。 

4、 布展材料必须环保，禁止使用易燃、易爆、易挥发物品，禁止在现场进行焊

接、切割、喷漆。对危险品等进行妥善保管，远离火源及电源。 

5、 展台结构必须牢固、安全，搭建材料必须考虑风阻、雨水腐蚀、防火等各种

安全因素。确保展台整体结构的强度、刚度以及稳定性，所设计的结构强度

应当满足各种荷载所需要的强度。 

6、 所有展台结构主体受力墙落地宽度不应小于 120mm，确保墙体与地面的接

触面积。对于超过 6m 的大跨度墙体及钢柱框架结构之间应在顶部加设横

梁连接,下部须加设柱间支撑，保证展台的整体刚度和稳定。 

7、 对于使用钢结构立柱的展台其立柱应使用直径为 100mm 以上的无焊接材

料，底部应焊接牢固底盘，上部焊接法兰盘以增加立柱的受力面积，以保证

展台结构的牢固。展台结构不得使用管壁＜0.8mm 的薄壁受力构件，也不

得使用严重锈蚀的受力构件。 

8、 对结构中有玻璃装饰的展台，必须采用安全玻璃，确保施工、安装牢固，并

有醒目标识，以防玻璃破碎，造成人员伤亡。  

9、 施工过程中需维护场地原有设施的完好，如树木、草坪、水管、电源、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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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体等。如在施工过程中对场地设施造成破坏，则需按照场地要求进行恢复，

以最终验收结果为准。 

10、 施工中不得擅自拆卸、挪动施工现场及附近的消防设备设施；严禁埋压、圈

占消防栓；占用防火间距、堵塞消防通道。如因野蛮施工造成场馆消防设备

设施损坏，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由施工方负责。 

11、 室内装修不能损坏原有室内外墙体、地面及顶部，并在赛后恢复原状，如有

损坏，需由布展公司进行自行维修。 

12、 布展公司要建立防火安全制度，落实责任制。确定一名安全负责人，现场需

配备防火安全监督员，其职责为确保施工期间的防火安全和杜绝违章作业。

安全责任人在施工期间不得无故离岗、脱岗。 

13、 施工人员必须随身佩带施工人员证件，并服从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的管理。

施工人员证件专人专用，不得转借他人。 

14、 施工过程中的各项用电必须提前向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主场服务部申请，

并由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主场服务部负责接驳。 

15、 施工过程中的各项用电工作必须由国家认证职业资质的专职电工承担。施工

现场使用的电器设备要求符合国家安全标准，配电箱、导线不得超负荷使用，

电线连接必须使用端子。 

16、 施工现场禁止使用人字梯。 

17、 高空作业需要戴安全帽，系安全绳。 

18、 施工材料及工具搬离场馆需提前开据出门单，由相关部门进行核对检查。 

19、 对于搭建期间存在安全隐患的展台，搭建商应在接到《整改通知书》后，必须

按时整改，并将整改结果及时回复主场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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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展指南—电力施工安全管理规定 

 

电力施工要求规范、规程及制度 

1、 施工现场全体工作人员必须认真执行《北京地区用电单位电气安全工作规程》 

《北京地区电气工程安装规程》、《北京地区用电单位电气设备运行管理规程》。 

2、 施工变配电现场工作制度：电工值班员岗位责任制度（略）；电气设备巡视制

度（略）；运行交接班制度（略）。  

 

电力设备、线路管理 

1、 分配电箱、流动开关箱采用铁板制作。 

2、 分配电箱内开关间距离宜大于 5cm。PE、N 端子分别设置，并设明显标志。

不得有外露带电部分。 

3、 分配电箱箱体防雨、防尘。箱门上挂锁。 

4、 线路的每一支路始端装设隔离开关和断路器（短路和过载保护）。使用线缆必

须合格，使用前应做遥测并提供相应的遥测记录数据，数据必须真实，可靠。 

5、 正常情况下时，电气设备不带电的外露导电部分及金属护栏、棚架接 PE 线。

PE 线不允许串接。 

6、 施工现场使用的所有电气设备不得露天设置，不能放在低洼地带，应搭设具有

防雨雪、防砸、防碰撞、防倾倒功能的遮棚。 

7、 施工现场使用的电气设备、材料必须是合格品，严禁使用不合格的产品。配电

箱内开关配置合理，总开关需添加漏电保护装置，且不大于本展位所申报的用

电负载。布线必须添加线外保护管线，插座不允许直接安装在可燃（易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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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如无法避免，应做阻燃隔热处理，灯具同上，另需做防雨防潮，导线接头

不能直接绞接。 

 

人员管理 

1、 施工现场全部用电单位建立用电安全岗位责任制，明确各级用电安全责任人。 

2、 施工现场电气设备、线路的安装、检修、拆除由专业电工负责。电工必须持证

上岗，严格执行本工程的安全规章制度。高压操作时最少需两人在场。施工过

程中穿绝缘鞋，带手套。 

3、 电气设备检修及安装时，必须执行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即：停电、验电、悬

挂临时地线、挂标示牌、设临时遮拦。必要时设专人看护配电箱，以防止电击

事故发生。 

4、 所有配电箱、开关箱每天检测一次，并做好检查记录，检查和维修人员必须是

专业电工。大风和雷雨天气时，由电工及时进行配电线路的巡视检查工作，发

现问题及时解决。 

5、 严禁非电工拆装电气设备，严禁乱拉乱接电源、电线。 

6、 施工现场设专职安全员，安全员负责施工现场的日常检查，如果发现安全隐患，

则有权立即停止作业，各施工队组必须服从安全员的检查指导。 

7、 电工有权制止现场一切违章用电及违章操作的行为，严禁酒后作业。   

 

电气防火措施 

1、 使用电气设备必须严格执行现场防火规定和防火措施，指定专人负责，确保施

工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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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电线路敷设时，根据线路负荷计算选择线路截面积，避免因配电线路过载、

短路、绝缘损坏等造成线路过热引起的火灾。 

3、 分配电箱、开关箱附近不得堆放妨碍操作、维修的物品，严禁堆放易燃物品。 

4、 现场配电足够的消防器材，使用扑灭电气火灾的干粉灭火器材；消防器材要定

期检查，严禁随便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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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展指南—各展区技术参数及相关要求 

Ａ展区 

1、 A 展区地面承重为 1500KG/M2。 

2、 A 展区各展位的高度需保持为 5.5 米高，且不能搭建二层结构。 

3、 Ａ展区各展位的顶部及背面需进行美化处理，可做广告画面或展商 Logo。 

4、 搭建开始前必须对场地的地面进行保护，接触地面的部分要用地毯包上木板或

者钢板支垫，避免展台结构与地面直接接触。 

5、 赛事期间，每个展台必须自行配备灭火器具，标准为每 25 平方米/具。 

6、 不得遮盖任何公共服务设施，如雨水井、电闸箱、照明灯、消防设备设施等。 

7、 A 展区各展台用电量最大功率限定如下： 

a) 50 平米展台用电量不能超过 380V/30A； 

b) 80-100 平米展台用电量不得超过 380V/60A（组委会有可能会提供 2 条

380V/30A 电缆）。 

 

Ｂ、Ｃ展区 

1、 B、C 展区地面承重为 200KG/M2。 

2、 B、C 展区展位最高点不得超过 3.8 米。 

3、 搭建开始前必须对场地的地面进行保护，接触地面的部分要用地毯包上木板或

者钢板支垫，避免展台结构与地面直接接触 

4、 B、Ｃ展区禁止一切机动车驶入，展台搭建材料可使用手推车或人工进行搬运。 

5、 赛事期间，每个展台必须自行配备灭火器具，标准为每 25 平方米/具。 

6、 不得遮盖任何公共服务设施，如雨水井、电闸箱、照明灯、消防设备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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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展区 

1、 不得遮挡消防喷淋设施及空调出风口。 

2、 施工前要封闭空调出风口，施工完毕后进行清除。 

3、 不得遮挡室内窗户 

4、 不得遮挡各控制面板。 

5、 确保用电安全，需从室内闸箱接出配电箱，再从配电箱取电。 

 

餐饮供应商特别注意事项 

1、 展台地面必须做保护，防止油渍污染地面。 

2、 展台需设置公共洗手设施。 

3、 需具备政府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规定和从业资质要求和相关营业标准。 

4、 需设置污水排放的隔油设备，禁止将废弃油脂及化学性污水直接排入下水。 

5、 展台的水电必须要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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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展指南—垃圾清理及要求 

 

1、 搭建期间搭建商需自行清运展位及门前三包区域内的垃圾，不得将展位垃圾乱

扔乱放，每日搭建结束需将自己展位垃圾装车带走不得遗留在场馆内。 

2、 搭建期间搭建商需保证门前三包区域的地面卫生。禁止直接在地面进行刷涂料

等会污染地面的作业。 

3、 搭建及赛事期间确保展位及门前三包区域的卫生，不乱扔垃圾。 

4、 撤展期间保证展位拆除物（包括拆除下来的铆钉等）全部清除，并装车带走，

不得遗留展位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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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展指南—展位搭建验收注意事项 

 

1、展台的牢固性及抗风能力。 

2、木制结构（无防火板饰面）是否已刷阻燃涂料。 

3、配电箱生产厂家相关资质。 

4、电线连接是否安全无隐患。 

5、电线规格是否与展台用电量匹配。 

6、电线生产厂家相关资质。 

7、上下水设施是否按要求配置。 

8、展位内有无危险品。 

9、灭火器是否按照规定进行配备。 

10、展位及周边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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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展指南—违规施工处罚细则 

 

1､ 布展期间，针对以下行为，组委会有权对其开具罚单并进行相应处罚： 

1) 现场吸烟：每发现 1 次，扣款人民币 50 元。 

2) 高空作业不戴安全帽、不系安全绳：每发现 1 次，扣款人民币 50 元。 

3) 不按规定佩带施工证件：每发现 1 次，扣款人民币 20 元。 

4) 赤膊工作：每发现 1 次，扣款人民币 50 元。 

5) 不配备或不按要求配备灭火器：每发现 1 次，扣款人民币 100 元。 

6) 灭火器过期或压力不足：每发现 1 次，扣款人民币 100 元。 

7) 其它违反《施工及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每发现 1 次，扣款人民

币 50 元。 

8) 不按照《电力施工安全管理规定》接驳电路：每发现 1 次，扣款 100 元。 

 

2､ 布展期间，针对以下行为，组委会有权要求其停工，并对其进行相应处罚： 

1) 现场搭建与前期申报的图纸及物料不相符：：每发现 1 次，扣款人民币 500

元。 

2) 堵塞消防通道、遮挡消防设施：每发现 1 次，扣款人民币 500 元。 

3) 现场物料胡乱堆放：每发现 1 次，扣款人民币 200 元。 

4) 现场用电不符合要求，私自接驳电线、插座：每发现 1 次，扣款人民币

500 元。 

 



19 
 

发放撤场通知 

搭建商与主场服务部预约撤场验收时间 

撤场验收 

搭建商持验收合格单办理出门手续 

搭建商持出门手续带撤展车辆出门 

撤场指南—撤展日期及流程示意图 

 

撤场日期 

日期： 2017 年 10 月 9 日—11 日        

时间： 9:00—18:00（加班或延时验收需提前一天向主场服务部申请） 

 

撤场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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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场指南—撤展注意事项 

 

1、 在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展位拆除，不得在赛事未结束时，

提前拆除展位。 

2、 展位拆除后，确保展位区域及门前三包范围内的所有设备、设施无损坏。 

3、 确保展位区域及门前三包范围内的地面卫生，不得污染涂料、油漆等痕迹。 

4、 展位拆除后，确保展位区域及门前三包范围内的树木、绿植无损坏。 

5、 保证展位拆除物全部清除，并装车带走，不得遗留展位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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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场指南—撤场验收注意事项 

 

1、展位区域及周边地面情况。 

2、展位区域内及周边原有设备设施情况。 

3、展位区域内及周边绿化。 

4、展位区域及周边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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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参展商进场申请表 

 

以下表格请妥善填写并保存，以备办理进场手续使用 

注意事项： 

1、 申请表填妥确认后，请连同相关资料（详见特别说明）交与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主场服

务部。 

2、 参展搭建日期及时间：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2 日，9:00—18:00。 

3、 场地保证金请于进场搭建前到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财务部交纳办理。 

4、 施工证件费、水费、电费、电量使用押金请于进场搭建前到中国网球公开赛主场服务部交

纳办理。 

5、 如文件不全、不实或不符合规定，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有权拒绝搭建单位进场施工。 

6、 表格请于进场搭建时与其他进场手续文件一起交到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主场服务部办

公室。 

参展单位名称  

现场负责人  联系方式  

施工单位名称  

现场负责人  联系方式  

展台面积  展台编号  

施工人员数量  展台申请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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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电力租赁申请表 

 

电项名称 单价（RMB） 申请数量 合计金额（RMB） 

临时电 500/天   

动力电源（380V/15A）电缆租赁 3900/赛期   

动力电源（380V/30A）电缆租赁 5900/赛期   

动力电源（380V/60A）电缆租赁 8500/赛期   

变电箱安装 1200/个   

电表安装费 350/个   

电费押金 

（请直接填写申请电量及数量） 

  

总计金额 人民币           元整 

 

申请公司名称：（盖章） 

        签字：  

        电话：  

 

付款说明： 

     1、可以现金、汇款支付。 

     2、所定物品如未收到付款将不予提供。 

     3、以上为租赁价格，赛事结束后参展商不得自行带走。 

     4、相关收费标准详见参展商手册 P26—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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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施工车辆证件申请表 

 

请如实填写下面表格，每家施工单位可享有 2 个免费的货车车证，超出部分请

交纳施工车辆证件办理费。本证件为临时证件，仅限于布展及撤展期间使用。 

轿车：RMB 80 元/车/证/布展、撤展期间。 

货车：RMB 100 元/车/次/布展、撤展期间。 

 

共申请车证：    张 

参展商名称  

施工单位名称  

施工负责人  联系方式  

车型  车号  

车型  车号  

车型  车号  

车型  车号  

车型  车号  

车型  车号  

车型  车号  

车型  车号  

车型  车号  

 

*超出部分请于背后按格式自行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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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施工人员证件申请表 

 

请如实填写下面表格，每家施工单位可享有 10 个免费的施工人员证件，超出

部分请交纳施工人员证件办理费。本证件为临时证件，仅限于布展及撤场期间使用。 

每证：RMB 10 元/人/证 

 

共申请施工人员证件：    个 

参展商名称  

施工单位名称  

施工负责人  联系方式  

姓名： 证件号： 

姓名： 证件号： 

姓名： 证件号： 

姓名： 证件号： 

姓名： 证件号： 

姓名： 证件号： 

姓名： 证件号： 

姓名： 证件号： 

姓名： 证件号： 

姓名： 证件号： 

 

*请提供施工人员身份证复印件，施工负责人需对施工人员在中网展期的一切安全行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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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说明 

1､ 场地保证金 

为保证赛事期间场馆配电箱、水源、电源、气源及地面、路面、场馆内外墙面、

绿地、树木、喷淋、管线、照明等各种设施不受损害，各搭建商在办理入场搭建手

续前，需向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交纳场地保证金，收费标准如下： 

1) 个性化展位：每平方米交纳场地保证金人民币叁佰元整（￥300.00/M2）， 

 最多不超过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 

2) 在组委会提供的蓬房内搭建展位：每平方米交纳场地保证金人民币壹佰伍

拾元整（￥150.00/M2），最多不超过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 

3) 交纳场地保证金后方可办理其它各项入场手续。 

    撤展结束后，由搭建商、场馆方、组委会三方共同对场地进行验收，如无出现

以上所列的任何一种情况，则验收合格，三方在验收单上签字，场地保证金将全部

退还搭建商；如出现上面所列出的任一损坏场馆设施的情况，则由中国网球公开赛

组委会根据实际损失及修复成本情况扣除保证金。若保证金不足，则搭建商另行补

交差额。 

 

2､ 施工证件费（布展及撤展期间有效） 

施工人员证件           RMB 10 元/人 

施工车辆证件    轿车：RMB 80 元/车/证/布展、撤展期间 

货车：RMB 100 元/车/证/布展、撤展期间 

注：每家施工单位可享有 10 个免费施工人员证件和 2 个免费货车车证，超出部分

将按照规定收取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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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费 

临时管网布设费用   RMB 350 元/上水布管/米、RMB350 元/下水布管/米 

用水计量费用       RMB 8 元/吨 

 

4､ 电力设备租赁及安装 

临时电                               RMB 500 元/天 

变电箱安装                           RMB 1200/个 

电表安装         RMB350/个 

动力电源（380V/15A）电缆租赁         RMB 3900/赛期 

动力电源（380V/30A）电缆租赁         RMB 5900/赛期 

动力电源（380V/60A）电缆租赁         RMB 8500/赛期 

 

1､ 电费及押金 

电费（餐饮商）                 RMB 2.8 元/千瓦时 

电费（其它展商）        RMB 2.1 元/千瓦时 

动力电源（380V/15A）电费押金         RMB 2000/赛期 

动力电源（380V/30A）电费押金         RMB 4000/赛期 

动力电源（380V/60A）电费押金         RMB 8000/赛期 

注：临时电按照使用天数计费，不另外收取使用电费。中国网球公开赛期间各参展

单位除交纳电缆租赁费用外，需另外交纳使用电费。施工单位在办理进场手续时，

需要交纳电费押金。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在赛事结束后根据实际用电量计算电费。

电费押金在扣除电费后，予以退还，不足部分需另外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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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专用通信费用 

临时展期电话使用费                   RMB 400 元/个号源 

相关安装费                           RMB 10/米 

注：专用通信安装费用以实际接驳尺寸计算产生的费用。 

 

7､ 垃圾清运费 

    此费用为清理参展商于布展及撤展期间遗留下来的非结构建筑垃圾的清理，但

不包括清理施工遗撒及大型搭建结构垃圾。各参展展览位上的建筑结构垃圾自行装

车运离场馆。垃圾清运费收取标准如下： 

1) 在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提供的蓬房内搭建展位：每展位交纳垃圾清运费

人民币伍佰元整（￥500.00/展位）。 

2) 个性化展位：每平方米交纳垃圾清运费人民币贰拾元整（￥20.00/M2）， 

最多不超过人民币叁千整（￥3000.00）。 

 

8､ 重要提示： 

场地保证金请于入场搭建前交至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财务部 

收款单位名称：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名称：北京银行奥运村支行 

收款单位帐号：01091588400120105000518 

 

其它费用请直接交至主场服务部或汇款 

收款单位名称：北京盛世铭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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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名称：招商银行北京北苑路支行 

收款单位账号：1109 0534 1610 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