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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参展商：

您好！

第 13 届中国发博会&2022 中国国际沙龙节将于 2022 年

9 月 3 日-9 月 5 日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举行，我们再次热

情欢迎并感谢您的参与！

第 13 届中国发博会&2022 中国国际沙龙节是商务部批准，

由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主办，全面展示发妆（假发）、

美发用品、养发育发、植发等与头发相关的产品与技术，集

趋势、交流、贸易功能于一体，是全球知名的、权威的综合

性发业贸易平台。

此参展手册为您提供所有实用信息，通过本参展手册能

帮助您顺利参加发博会并为您此次广州之行提供便利。

如有本手册未能包括之服务、信息，请与我们联系，

我们会尽可能的为您提供帮助。

期待在美丽的贸易之都“羊城”再次与您相遇！

第 13 届中国发博会&2022 中国国际沙龙节组委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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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展览秩序，加强信息沟通，方便参展企业，特编

制《第 13 届中国发博会&2022 中国国际沙龙节参展手册》（以

下简称《手册》）。敬请参展单位认真阅读本《手册》并遵守

其中各项规定，按要求做好“发博会”参展工作。

阅读本《手册》后，若还有其他问题和需求，请及时与

组委会联系，您将很快得到解答。

客服热线：0371-65523866 86612555

移动热线：13733826337、13333840003

传 真：0371-86115136 65523770

地 址：郑州市郑东新区郑东商业中心 B 区 35 栋 104

邮 编：450008

展会相关事项服务联系人通讯录

负责事项 负责人 联系方式

发制品企业对接 姚光辉 13733826337

美发企业对接 孙 勇 13014605536

特装搭建主场服务报馆、对接 肖 妮 18128860278

会刊信息登录 程 诺 15875486544

标准展位门楣及搭建 田 野 13592658574

投诉热线 郑先友 1370390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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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展概况

(一)日期和地点

报道布展

1:特装企业：2022 年 9 月 1 日 08:30-17:30

2022 年 9 月 2 日 08:30-21:30

2:标展企业：2022 年 9 月 2 日 08:30-21:30

展出时间

展览时间：

1.2022 年 9月 3 日—9月 4 日

开馆时间：8:30 参展商进馆/9:00 观众进馆

闭馆时间：17:00 清馆/17:30 闭馆

2.2022 年 9月 5 日

开馆时间：8:30 参展商进馆/9:00 观众进馆

闭馆时间：15:00 清馆/15:30 闭馆

撤展时间 2022 年 9 月 5日下午 15：30—22：00

展示地点：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00 号）

（二）交通示意（含货车进馆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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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会相关日程安排

请参考展会活动日程表（另附）；

二、参展费用支付

为了保证本次发博会成功的举行，请各参展单位务必把

所需要支付的款项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前通过电汇（转帐、

现金）的形式支付给发博会组委会且保留好汇款凭证，大会

现场不办理财务手续，以免给您的参展程序带来诸多不便！

如果贵单位有什么具体的疑问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以我们

最大的热情为您服务.谢谢合作！

中国发博会 组委会账户信息

开户名称 郑州汇卓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开 户 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郑汴路支行

帐 号 1702 3202 0920 0010 906

三、会刊信息登录

1.发放对象：参会企业及到会参观的精准观众；

2.登录方法

会刊登记的企业名称（中英文）须与楣板名称一致。

会刊登录所需资料：（公司简介 200 字以内、公司 logo）

需以电子文档方式发送至 chengnuo2021@126.com 邮箱。

会刊登记汇总截止期为 2022 年 8 月 13 日，逾期作自动放弃

处理。

四、特装企业报馆须知及相关费用（详情请参照：《主场服务手册》）

mailto:需以电子文档方式发送至21509462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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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装企业报馆

1. 特装企业报馆截止时间：2022 年 8 月 13 日，逾期将会额

外产生相应的费用；

2. 特装设计方案确定后请联系主场服务单位，进行特装审

图、缴纳搭建押金及相关费用；

（二）特装搭建及相关收费标准

施工证件、特装展位安全清洁押金

序号 类型 价格 备注

1
安全清洁押

金

100 ㎡以下 10000 元/展位 安全清洁押金向特装展位搭建商收

取，须在开展前向主场服务商缴纳；

（展会结束，搭建商无安全事故及垃

圾清除干净即可退还，详见扣罚标

准。）

101-200 ㎡ 20000 元/展位

200 ㎡以上 30000 元/展位

2
特装展位

管理费

40 元/㎡（截止日期 10 月 11 日

前)
搭建图纸审核、现场施工安全管理、

搭建公司资质审核、展位规划画线、

为主办方分担现场施工安全及结构

安全责任的管理费
45 元/㎡（截至日期 10 月 11 日

后）

3 施工人员证 20 元/个，截止日后 50 元/个

4 货车证 50 元/个

5 吊点 1500 元/点

承重：每个吊点 100 公斤内展馆不提

供任何吊挂时所需的的设备，搭建商

需自备（如挂钩、吊绳、葫芦、脚手

架等），必须使用手动或电动葫芦

加班延时收费标准
序号 延时时段 价格 备注

1
18：00-24：

00
30 元/㎡/2 小时

申请加班于当天 15:00 前到主场服

务处办理手续.

2 小时为一个时段，不足 2小时按最

低 2小时计算；加班面积由 36 ㎡起，

不足 36 ㎡展位按 36 ㎡计算

3、原则上 24:00 之后不允许加班
2 24：00 以后 40 元/㎡/2 小时

说 明 : 登 录 智 奥 会 展 主 场 服 务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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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an.zzxes.com.cn 下单并付费（逾期申请下单并

付费将按加收费用）（初次使用的用户请先到注册页面通过

手机号完成注册）

联系人：何小姐 181 2886 0489 陈小姐 020-31953083

五、标展搭建

（一）标准展位楣板收集：请确定搭建标准展位的参展企业

将标准展位中英文楣板名称于2022年8月13日前通过邮箱、

微信等形式进行提供。

（二）标准展位搭建，如有特殊要求请提前注明并联系相关

负责人；

（三）标准展位搭建事项详情参照《发博会特装主场服务手

册》。

六、疫情防控须知

根据《商务部、公安部、卫生健康委关于展览活动新冠

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中的要求， 结合广

州市会展行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参加第 13 届中

国发博会 2022 中国国际沙龙节的相关人员将做到以下各项

防控，保障展会期间广大参展商、观众及工作人员的健康与

安全；

1.防疫措施

1)遵守当前中国及广州的旅行及入境隔离政策；建议您

向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该方面最新情况，电邮：

http://zhan.zzxe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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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jc@zcdc.org.cn；

2)遵守主办单位/展馆制定的疫情防控措施；

3)学习新冠肺炎的防控知识；

4)全程佩戴口罩；

5)展会将加大无接触式服务，包括预先登记、线上预约、

自助注册、电子支付等；

6)展会现场设置隔离观察区/现场医疗点，并配备专业

医护人员；入场时，体温异常者或有其他相关症状的人员将

被直接劝离或送至医学隔离观察区/现场医疗点；

7)主办单位及展馆将全程监督所有人佩戴口罩，所有参

展人员应配合检查；

8)展馆场地和设备，特别是空调、通风系统将进行定期

清洁消杀，保持展厅通风换气；

9)每日将定时进行公共区域、高频接触点进行清洁消毒；

10)参展商须告知展台内的所有人员（参展人员、搭建

商、服务商等）及将亲临现场的客户必须遵守防疫和卫生条

款；

11)展会期间参展商须在展台内配备免洗手消毒剂、消

毒湿巾等防疫物资；

12)展会期间负责展台内的防疫消毒工作，并做好相关

记录；

13)展会期间建立展台内的工作人员健康档案，并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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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记录；

14)现场施工人员在馆内作业前，所有进馆作业的工具

需提前进行消毒处理，保持洁净卫生，并提前配备好个人防

护用品；

15)现场施工人员在馆内作业期间，每个展台须配备免

洗手消毒剂。施工人员手部触碰板材、施工工具、搬运工具、

展品后避免直接触碰眼、鼻或口，并在施工结束后立即使用

免洗手消毒剂消毒；

2.入场规则

1)所有工作人员、服务人员、参展商均须实名制登记，

并携带身份证件原件到场领取参展证和施工证(中国籍到场

人员只能使用居民身份证刷证入场)；

*身份证件包括：中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

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护照。

2)所有观展人员（观众、媒体、会议代表、贵宾等）须

提前线上预约、实名制登记，并携带身份证件原件到场(中

国籍到场人员只能使用居民身份证刷证入场)；

*身份证件包括：中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

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护照。

*所有参与展会人员均需扫描以下展会服务号二维码进

行“实名制登记（需确认是否提前预登记）

3)所有进馆人员须同时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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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证一致②佩戴口罩③当日绿色“通信大数据行程卡”

④体温不超过 37.3 摄氏度⑤扫描右侧官方二维码生成“通

信大数据行程卡”

4)所有进馆的境外来往广州人员须同时满足：

①人证一致②佩戴口罩③《隔离健康观察解除告知书》

④体温不超过 37.3 摄氏度

3.办理指引

①穗康码办理指引

②行程卡办理指引

4.距离规则

1)主办单位将通过以下措施规划更合理的展厅布局：

①设置安全社交距离标识及地贴；

②加宽展厅入口；

③根据展览场地的规模，结合互联网大数据，控制入馆

人员数量，实行预约分流、分批错时入馆等管控措施，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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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员有序观展，有序进出；

2)参展商必须遵守：

①保持 1 米以上的安全社交距离；

②展台不设置密封房间，提倡全开放式设计；

③双层展台的楼梯必须有一定的宽度，可让人员双向通

行为佳，或至少保证单向通行；楼下区域须敞开，并确保有

足够的空气流通；

④避免在展台边缘进行产品演示，减少通道上人员聚集；

⑤展台内清楚地标识“入口”和“出口”；（是否必须标

注？涉及到检查吗？）

⑥不在展台内举办小型派对；

⑦不在展台内提供生食及现场制作类食品；

⑧六步健康安全防范：

戴口罩测体温 勤洗手 多消毒 不握手 保距离

3)建议参展商遵守：

①光地展台简化设计搭建，节约搭建人手及缩短搭建时

间；

②提前制定筹展计划，合理进行人员配置，并按时向主

办方递交合规的参展人员名单；

③单个展品的四周须留出足够的空间，并用标识提醒观

众，尽量避免触摸展品。

4.广州市防疫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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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海珠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展馆所属行政区）

电 话：020-8420 2063 地址：广州大道南 1696 号

七、参展证件办理

1.特装办证手续详见《主场服务手册》

②参展流程：

A:标展企业参展程序：交清参展款项 ￫ 领取相关证件 ￫ 布

展 ￫ 开展 ￫ 撤展；

B:特装企业程序：交清参展款项 ￫ 报馆、缴纳相关费用及

押金（内容详见特装企业报馆须知）￫ 领取相关证件 ￫ 布

展 ￫ 开展 ￫ 撤展；

备注：参展企业必须在财务处办理完相关参展财务手续后，

大会办发放相关证件。每个标准展位限发 3 张参展证，特装

企业可根据展位面积、酌情发放；

2、展期参展证件管理

①参展、布展人员进馆，须将“发博会”的有效证件挂于胸

前，主动自觉配合保安人员查验；

②“发博会”各种有效证件仅限本人使用，不得转借、变卖、

涂改，违者没收证件；

③证件遗失须及时报告组委会，经本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后

由展会主办方给予补办；

④布、撤展期间，车辆进入装卸货区域，必须办理车辆进入

证，在规定区域内装、卸货，货物装、卸完后，车辆迅速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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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馆。

★ 八、特别提醒

★ 第一条：严格遵守当地的疫情防控政策；

★ 第二条：严禁企业参展携带音箱设备进入展馆, (若展商

违反音响音量管理规定，甲方保留终止乙方展位电力供应或

播放录像、影音的权力。对于乙方要求恢复电力供应的申请，

甲方有权不予在短时间内恢复电力供应，且所有涉及的接驳

费用将由参展企业全数承担支付！)

★ 第三条: 特装展位统一高度 4.5 米，加装摄像头。(据广

州保利世贸博览馆规定参展企业展台搭建不得超过该高度,

若参展企业违反此规定，本届展会主场单位将对根据规定该

企业进行相应处罚，且由此产生的相关后果由企业自行承

担)

★ 第四条：标准展位展板禁止使用双面胶、不干胶粘贴（如

若粘贴后果由参展企业自负）；

★ 第五条：参展单位须严格遵守消防等相关规定，不得在

展厅内抽烟、使用明火、主动配合主办、展馆方及消防部门

的检验；

★ 第六条：参展单位的名称须与展位楣板标明的企业名称

一致；

★ 第七条：展出的展品须与申报的展品名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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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参展单位的一切宣传推介活动和布置只允许在

展位内进行；

★ 第九条：不准违规转让或转租、转售展位；

★ 第十条：不准展出假冒侵权产品，以及在展厅内现场零

售展品或出售其他商品；

★ 第十一条：不准在展厅通道上堆放物品；

★ 第十二条：不准将展品（主要指机器）中的油污渗漏到

场地上；

★ 第十三条：讲究卫生，不准随地吐痰、乱丢果壳、纸屑

和杂物等；

★ 第十四条：展位内保洁工作由参展单位自行负责；

★ 第十五条：参展期间租用的物品，在大会闭幕后，按指

定的地点和时间交管理人员验收后归还，如有损坏，赔偿责

任自负；

★ 第十六条：9 月 4-6 广州美博会也在琶洲举办，届时将

有 30 万美业大军齐聚广州，请您务必提前预定酒店。

八、物流服务

本届博览会委托纵连物流（广州）有限公司作为第 13

届中国发博会&2022 中国国际沙龙节的运输代理，为展会提

供布撤展车辆交通管控、仓储、装卸、展品的运输以及境外

展品运输等服务，展商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自主选择。相关

费用请在发货运输前进行提前电话沟通咨询。



15

1.负责人 ：何流滔18117800084 helt@ues-scm.com

2.国内运输：青光禄18117800984 qinggl@ues-scm.com

3.仓 储：李 佼18117800784 lij@ues-scm.com

4.服务投诉电话：18180810110 028-65186699

九、宾馆、酒店预订参考

序

号
星级 酒店名称 地址 电话 2021 年协议价格 距离 备注

1 快捷

锦江之星

广州琶洲

会展中心

酒店

黄埔大道

中 336 号

苏勇波

13926401036

1.商务房 B-260 元；

2、商务房 A-300 元；

3、双人房 A-320 元；

4、标准房 A-350 元 ；

5、商务标准房 A-380 元；

6、零压精选商务标准房-420 元；

7、零压商务套房-460 元；

8、自助早餐-28 元/位 含床位自助

早餐；

2.6KM
报中国发

博会

2 准4星
广州五万

信酒店

石榴岗路

13-2 号

苏美尹

18925130856

1、特惠大/双床房-398 元；

2、高级大/双床房-438 元；

3、商务大/双床房-468 元；

4、家庭房-498 元；

5、套房-568 元；

4.3KM
报中国发

博会

3 准4星 琶洲酒店
新港东路

37 号

龙靖国

13418132931
1、商务双人房-450 元；

2、高级商务双床房-480 元；

3.5KM
报中国发

博会

4 准4星
广州江韵

大酒店

棠安路 121

号棠下小

学旁边

王建勋

13533049196

1、豪华房单人房-438 元；

2、豪华房双床房-438 元；

3、商务房-498 元；

4、商务套房-588 元；

5、行政套房-738 元；

4.8KM
报中国发

博会

5 准4星
广州邦泰

国际公寓

新港东路

43 号

时阳

18026299605

1、高级大床房-428 元；

2、高级双床房-428 元；
3.4KM

报中国发

博会

6 准5星
南丰朗豪

酒店

新港东路

638 号

钟若薇

18202078373

1、高级客房-700 元净价，单早/820

净价，双早；

2、豪华客房-800 元净价，单早/920

净价，双早；

3、行政贵宾客房-1100 元净价，单

早/1250 净价，双早；

1.0KM
报中国发

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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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卧套房-1800 元 净价，含早；

5、行政套房-2500 元 净价，含早；

7 准5星 雅致酒店

天河区临

江大道 395

号

张婷

15118875166

1、城景大床房/双床房-1200 元；

2、江景大床房/双床房-1500 元； 4.0KM
报中国发

博会

十、出行服务

1.广州地铁站——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8 号线琶洲站 C 出口 （点击查看广州地铁线路图）

2.广州公交站——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琶洲站（B7 路、B7 快线、大学城 3 线、229 路、262 路、304

路、461 路、564 路）

3..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1）机场快线：多条服务线路可直达广州市区不同地点，

再转其他交通工具抵达博览馆。

航 班 信 息 查 询 020-36066999 机 场 快 线 客 服 电 话

400-830-8688

（2）出租车：路程约 43 公里，时间约 45 分钟，金额约 150

元。

（3）地铁：搭乘 3 号线（体育西路方向）至体育西路站换

乘 3 号线（番禺广场方向）至客村站，再换 乘 8 号线（万

盛围方向）至琶洲站 C 出口。

4.广州火车站——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1）出租车：路程约 18 公里，时间约 28 分钟，金额约 50

元。

（2）地铁：约 35 分钟，搭乘 2 号线（广州南站方向）至昌

http://www.pwtcexpo.com/UploadFiles/image/gzmetro.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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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站换乘 8 号线（万盛围方向）至琶洲站 C 出口。

5.广州火车东站——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1）出租车：路程约 11 公里，时间约 30 分钟，金额约 40

元。

（2）地铁：约 30 分钟。搭乘 3 号线（体育西路方向）至体

育西路站换乘 3 号线（番禺广场方向）至客村站，再换乘 8

号线（万盛围方向）至琶洲站 C 出口。

（3） 公交：约 70 分钟。搭乘旅游 3 线（琶洲石基村总站

方向）至琶洲站。

6.广州火车南站——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1）出租车：路程约 22 公里，时间约 30 分钟，金额约 65

元。

（2）地铁：约 55 分钟。搭乘 2 号线（嘉禾望岗方向）至昌

岗站换乘 8 号线（万盛围方向）至琶洲站 C 出口。

7.天河客运站——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1）出租车：路程约 14 公里，时间约 20 分钟，金额约 45

元。

（2）地铁：约 31 分钟。搭乘乘 3 号线（番禺广场方向）至

客村站，再换乘 8 号线（万盛围方向）至琶洲站 C 出口。

8.其他地点——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广州出租车）

出租车起租价 10 元，起租里程为 2.5 公里，续租价为 2.6

元/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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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馆地点及联系人：

智奥会展（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商报路 7 号天健创业大厦 14 楼整层

主场联系人：何小姐 18128860489

特装审图联系人：贺先生 18128860496

组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郑东商业中心 B 区 35 栋 104

电 话：0371-65523866 86612555

联系人 ：姚光辉 13733826337、13333840003

邮 箱：634271959@qq.com

传 真：0371-65523770 65523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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