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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办 

 

 

 

2019 

 

广 东 省 玩 具 协 会 

广州力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尊敬的参展商： 

    欢迎参加第 31届广州国际玩具及教育产品展览会和第 10届广州国际

童车及婴童用品展览会。现送上参展指南，敬请细阅。您也可登录主办方

官方网站 www.chinatoyfair.com（玩具展）或 www.chinababyfair.com（童车

及婴童用品展），了解查询展会相关信息和最新动态。 

本“参展指南”包括展会一般资料、入场证领取、展位配置、特装

要求、展位使用、知识产权保护、展品运输、酒店预订、额外设施费

用、展位平面图等内容。 

本展会不提供“参展指南”纸质版，所有额外设施和特装申请均由网

上申请。 

① 光地特装：敬请登陆 http://fw.pwtcexpo.com特装报图及申请用电，申报

截止日期 2 月 20 日前。 

② 特级展位：如需申请额外设施的敬请登陆

https://ordering.milton-exhibits.cn/login.aspx?ExID=MGC90401&lan=cn填写所

需设施数量，申请的截止日期 2 月 20 日前。 

 

展会期间工作人员联络电话 

 

工作组别 姓  名 手  机 

展场组 

郑蔚薇（1、2 号馆） 
覃韵妍（3、4 号馆） 
杨晓青（5、6 号馆） 
屈颖焘（7 号馆） 
姚黎娜（B1 馆） 

18924151688  
13450245240 
13929655088 
13570444013 
13724004547 

保卫组 
（知识产权） 

陈黄漫 
梁汉坤 

13902271866 
13610102436 

入场登记处 丁红霞 13025109825 

酒店预订 邱碧琴 13802446332 

http://www.chinatoyfair.com/
http://www.chinababyfa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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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展 指 南 
 

一、一般资料 
1、展览时间 
   布展时间：特装展位：2019 年 4 月 6—7 日 8：30—20：00 时 

（特装展位搭建商进场时间另行通知）          
标准展位：2019 年 4 月 7 日 8：30—20：00 时 

   展览时间：2019 年 4 月 8 日—9 日 9：00—17：00 时 
          2019 年 4 月 10 日 9：00—15：00 时 

每天参展商提前 30 分钟(即 8:30 时)入场。撤展时间：2019 年 4 月 10 日 15:00—22:00 时。 

2、展览地点 
广州市新港东路 1000 号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1、2、3、4、5、6、7 号馆、B1 馆。其中

1 号馆展出童车、童床、滑板车、早教产品、婴童用品、婴童充气用品、综合玩具产品；2
号馆展出木制纸板、布毛绒、磁性玩具、游乐设施、DIY 益智玩具、教育产品；3、4、5、7
号馆展出综合玩具产品；6 号馆展出综合玩具产品和动漫 IP 授权；B1 馆展出综合玩具产品。 

3、主办单位 
广东省玩具协会、广州力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淘金北路正平南街一号二楼，邮编：510095 
电话：020—83587037  66842210 
传真：020—83587016    邮箱：toy@china.messefrankfurt.com 

4、主场承建商 
名唐展览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大马路 3 号 45 幢党校大厦 3 楼 B 室 
联系人：1楼 陈小姐020-81283109 手机 13922715759 邮箱 candicechen@milton-gz.com 

           2楼 莫先生 020-81283125 手机 15018496176 邮箱 murphymo@milton-gz.com  

       3楼 梁先生 020-81283119 手机 13682255862 邮箱 ajliang@milton-gz.com 

        B1 陈小姐 020-81283123手机 15918758096邮箱 yalinchen@milton-gz.com 

传真：020-81283150 

5、物流承运商 

1）广州顺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海珠科技园石基分园二栋 5 楼 

联系人：林先生  18926298279     

展品运输预约热线： 

国内展品：林先生 18926298233   颜先生：18022380855   

刘小姐 18926298295   林小姐：18926298275 
国内展品（潮汕地区）：魏小姐 0754-85857780   蔡小姐 0754-85857780，手机：18923919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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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州金怡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东风中路 501号东建大厦西座 2005室  

联系人：冯伟斌         邮箱：ben@jes.com.hk 

电话：020-83559738     传真：020-83553765 

6、展览场馆 

保利世贸博览馆统筹部  谢志峰  13229992031 

二、入场证领取和使用 
参展商：参展商请在布展期间，凭“展位确认书”附带名片到 B1 馆入口“参展商报到

处”领取参展证、会刊、观展指南等物品，并凭证入场。 

专业买家： 

1、预先办证： 

① 请各参展企业提供买家的详细资料（包括公司名称、地址、电话、传真、联系人、

手机、邮箱）给主办方，由主办方统一做好入场证并快递给各参展企业，再由参展

企业分派给买家，免除买家现场排队办证时间，买家凭入场证可以直接入场； 

② 网上预登记：请登陆 www.chinatoyfair.com (玩具展)/ www.chinababyfair.com （童

车展）预先登记，登记成功后凭自动生成的条码并附上名片在展会现场 B1馆入口、

一楼中心广场、或者二楼“国内买家登记处”，快速领取入场证； 

③ 微信预登记：请关注广州玩具展/广州童车展公众号预先登记，登记成功后凭自动

生成的二维码并附上名片在展会现场 B1 馆入口、一楼中心广场、或者二楼“国内

买家登记处”，快速领取入场证。 

2、现场微信办证：现场扫“广州玩具展/广州童车展”二维码登记，成功后凭自动生成的二

维码并附上名片于 4 月 8 日至 9 日 8：00—16：45 时（4 月 10 日 8：00-12：00）到展会

现场 B1馆入口 、一楼中心广场、或者二楼“国内买家登记处”（“境外买家登记处”设

在三楼）免费换取入场证，凭证入场。 

本展会为业内订货会，只对 18岁以上专业观众开放，谢绝儿童入场(4月 10日中午 12:00后对

公众及儿童开放)！馆内禁止吸烟和用餐。 

所有与会展商和专业观众进出展馆需佩带入场证，凭证入场，证件不得转借、涂改和伪

造，否则一经查出，一律没收。 

三、展位配置 
1、特级展位配置：每个 9M2（3×3 M）展位配三面围板（高度 2.5 米）、地毯、1 条中英文

楣板字、5 支射灯、2 层层板（6 块）、1 个 220V 插座（不能用于照明、电热壶等高功

率电器）、1 桌 2 椅、1 个垃圾桶。（因环保需要，本展会不赠送展位挂帘，请自备）。 

http://www.chinatoyfair.com/
http://www.chinababyfa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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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特级展位效果图（1、2、3、4、5、6、B1 馆）： 

 
   ②特级展位效果图（7 号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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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若未提供安装位置要求，所有配置按此图示安装，现场修改位置需要收取相关费

用；选择标改的展位所有配置将不被保留。 

 

2、特殊展位配置： 

 

 

 

 

 

 

 

 

 

 

除此之外，需要增加其它额外设施的，请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前登录主场承建商网站

https://ordering.milton-exhibits.cn/login.aspx?ExID=MGC90401&lan=cn 提交申请，

同时将额外设施费用汇入指定账户，逾期申请的将加收 20%附加费，展会现场申请的将加收

30%附加费。参展商不得租用非主场承建商的设施，否则出现问题责任自负。如展位内需使

用木制前台、木制背板等木结构装饰，则需缴纳￥3000/展位的清运押金。 

四、光地特装展位 

主办单位仅提供光地给特装展位参展商，其他项目包括电力租赁、水气租赁、特装管理

费（25 元/㎡）（双层展位特装管理费为 30 元/㎡）、特装垃圾清洁费（10 元/㎡），以及家具

租赁等均需在进场前由特装展商向主场承建商申请和缴纳。地毯和特装等费用由特装展商自

理。 

1、主办方提供下列特装搭建商及地毯商供选择： 

1） 广东百佳展览有限公司     

电话：020-87782182   传真：020-87618129  

联系人：余素荣小姐  手机/微信号：13060619491    

邮箱：524478587@qq.com 

2）广州创尔森展览有限公司     

电话：020—87673977   传真：020-87673976 

联系人：邹海萍先生    手机：13825025838 

邮箱：gzces@163.com 

3）广州博迈展览器材有限公司 

电话：020—35830126   传真：020—62614382 

联系人：吕学志先生    手机：13600011011 

mailto:gzce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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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13600011011@139.com 

4）广州市冬生地毯装饰有限公司 

   电话：020-89615665    传真：020-81402855 

   联系人：王冬生先生    手机：13926013960 

2、特装展位报图流程： 

需提交以下资料：平面图、立面图、立体效果图、电路图、配电系统图、材料使用说明、

承建商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承建商法人代表身份证、电工资质复印件、附件4《特殊装修申

请表》、附件 5《施工安全责任保证书》，于 2 月 20 日前通过登陆保利网站上传所有报图文件

fw.pwtcexpo.com（相关流程请查看《附件 6：保利线上报图、办证操作流程》）如有疑问可

咨询名唐展览（潘先生，座机 020-81283159），逾期将收取滞纳金。主场承建商收到报图后

将向各特装展台承建商发出关于本届展会的工作指引及办证流程文件，承建商需要在入场前

到保利展馆商务中心交纳相应费用领取证件，凭施工证在规定的布展时间内进场施工。施工

证每个 10 元，车辆通行证每个 20 元（停留时间为 2 小时）。主场承建商于 3 月 16日及之后

收到的首次报图，管理费将按 30 元／M2收取。 

3、特装展位搭建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消防法律，《广州地

区电气装置规程》等消防电气安装规程以及广州市公安消防局对展览馆内的消防、电气安全

工作的相关要求，为了确保会展活动的安全，请各参展企业和施工单位做好如下配合工作： 

1）B1馆光地限高 3.5米；1-6 号馆单层光地 30 平方米（含 30 平方米）以上限高 4.5 米，30
平方米以下及标改限高 3.5 米；宽度不得超过租用面积，不得占用中间通道及其空间，

展位顶部不得封顶。请注意：标改展位里原有设施配置将不被保留。 

2）双层搭建：1-6 号馆馆内光地展台面积超过 90 ㎡以上可申请双层搭建（其他位置展台不

接受双层申请），双层展台限高 5 米。二层结构应尽量使用敞开式设计。二层的围栏高度

不得少于 1.25 米。二层的底部须安装悬挂式干粉灭火器。 
搭建双层展台必须向主场承建商申请并在保利网站提交图纸并初审通过后，提供下列资料： 

*本手册中的《附件 4：特殊装修申请表及附件 5：施工安全责任保证书》，一式两份； 
*底层展台的平面图，一式两份；            *上层展台的平面图，一式两份； 
*正立面和侧立面图，一式两份；            *剖面图，一式两份； 
*静载测试报告或静载计算书，一式两份； 
*展台规划说明书及搭装材料技术数据，一式两份； 
*以上所有资料须盖有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签章，及该工程师资质复印件。 

 
请将以上资料邮寄或提交至名唐展览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大马路栋党校大厦 3 楼 B 室 
联系人：潘俊辉         
电话：020-81283159  报图咨询邮箱：toyshow@milton-gz.com 

3）特装公司须按时（每天 8：30—20：00 时）进场装修，超过规定时间需支付加班费用（8

mailto:13600011011@139.com
mailto:toyshow@milton-g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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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平方米/小时），加班费用缴交给主场承建商。 
4）每个特装展位施工单位进场前须交纳施工保证金：36 平方米及以下的 3500 元；36 平方

米以上的按 100 元/平方米交纳给主场承建商，双层展台押金则按总面积双倍收取（会后

无违反规定将于 15 个工作日内将保证金全额退回）。特装展位与相邻展位交接面，请用

饰板封好，保持美观。 
5）吊点：如展台有结构吊挂，则需保证所吊挂的结构必须为金属结构或钢木混合结构，纯

木结构不允许吊挂。每个吊挂点必须焊接在金属结构上，必须使用钢丝绳、飞机带或葫

芦进行吊挂。展馆吊挂服务只提供升降车及捆绑在顶部横梁的飞机带，其余一切工具须

自行准备。如须更改吊挂位置则另外收取费用。每个吊挂点 1500 元，单个吊点最大承重

量为 100 公斤。 
6）B1 馆进馆要求：只有低于 0.5 吨，高度在 2.2 米以下的面包车才能到 B1 层卸货再拉到展

厅，货车只能从一楼西面卸货后，通过西面货梯到达 B1 层，才能拉入展厅。 
7）B1 馆柱子上的消防箱严禁遮挡、围蔽，如需包柱必须将整个消防箱外露，且保证消防门

正面没有堆放杂物，能正常、完全打开。  
8）特装展位必须在展位设计中加上展位号码，并位于明显位置以便观众寻找，若无制作，

主场承建商将按普通标准代为制作，每个展位号码将收取 50元的制作费用。特装施工单

位需在进馆前将展架组件做好，然后在布展期间进行装搭。布展现场严禁刷灰、油漆。

布展期间发现违规者，主场承建商有权扣除全部施工保证金。 

9）要根据展会主办机构的标线特装施工，展位通道不得小于 3 米，消防栓正面 1 米和灭火

器 1.5米范围内不得摆设任何物品，不得以任何形式遮挡和围蔽消防设备。 

10）禁止使用未经阻燃处理的草、竹、藤、木方、泡沫、可燃塑料板、可燃地毯、布料、普

通夹板等一切易燃物品作装修、装饰材料。上述所有材料如需采用的，必须经过市消防

局指定持有资质认证的单位进行阻燃处理合格后才允许进入场馆使用，并提供相关阻燃

处理检测合格报告、相应的发票及相应的复印件提交给场馆方检查、备案。 

11）木质结构的展台，必须采用阻燃夹板、阻燃木方（提供有关阻燃处理检测合格报告、相

应的采购发票及相应的复印件提交给场馆方检查、备案）否则，对所有使用木质材料的

展台，必须按每平方涂 0.5公斤的防火漆处理后方可使用。 

12）展位安装的用电设备，必须安装漏电动作电流在 30ma 以下、动作时间 0.1 秒以内的漏

电保护开关及空气断路器。 

13）展位内所用的电源线应该采用交流电压 450V/750V 等级的(ZR、ZA、ZB、ZC、ZD、或其

它阻燃型号)-RVV阻燃型铜芯聚氯乙烯绝缘护套圆形软线、(ZR、ZA、ZB、ZC、ZD、或其

它阻燃型号)-RVVB 阻燃型铜芯聚氯乙烯绝缘护套平形软线、(ZR、ZA、ZB、ZC、ZD、或

其它阻燃型号)-BVVB阻燃型铜芯聚氯乙烯绝缘护套平形电线和采用交流电压 6KV等级的

(ZR、ZA、ZB、ZC、ZD、或其它阻燃型号)-VV阻燃铜芯聚氯乙烯绝缘护套电力电缆。 

14）如采用(ZR、ZA、ZB、ZC、ZD、或其它阻燃型号)-BV\BVV阻燃铜芯聚氯乙烯绝缘电线的，

应穿保护套管处理，对发热量较大的灯具引出线应套不超过 80CM的黄腊软管、金属蛇皮

软管、PVC阻燃波纹软管保护。不得使用花线、双绞线和铝芯线、音频线等一切非标线材。 

15）木结构和灯箱结构内的电线除采用上述材料外还必须增设套管，展位电线的接驳及与灯

具的接驳必须采用阻燃型密封式接线柱，如采用阻燃型开放式接线柱的在接驳完成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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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包绝缘胶布，接驳应牢固可靠；通过展馆内通道地面的电缆线，必须穿金属线管或金

属线槽、防护踏板保护，并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 

16）各电气回路应设有专用的保护接地，展位灯具及用电设备安装在金属构件上和灯具及用

电设备安装选用金属线管、金属线槽时，金属构件、金属线管、金属线槽必须做良好的

接地作等电位跨接，接地干线与接地装置的连结在不同方向应不少于两处，并设有保护

接地。 

17）禁止在展馆内、展位上使用星星灯、彩灯、霓虹灯、小太阳灯（碘钨灯）及 500W 以上

大功率灯具。（除作舞台演出用途的舞台灯光可使用超过 500W功率外） 
18）特装展位的筒灯、石英灯、日光灯、金属卤化物灯等灯具镇流器、变压器要求采用阻燃

型电子镇流器、变压器，如需采用电感式镇流器、变压器必须要采用由不燃材料或金属

壳造成的箱、盒单独放置。同时应做好防火隔热处理，所有的镇流器、变压器不应绑扎

在灯具上。 

19）上述的所有电气线材、灯具、器材都应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强制产品 3C 认证及消防

认证，电气线材、灯具、器材上必须标有 3C及消防、阻燃的明显标志，否则不能使用。 

20）展位内的广告灯箱，必须做好对流散热孔对流散热，分体式镇流器不得安装在广告灯箱

内，必须安装在灯箱外并采用由不燃材料或铁壳造成的箱、盒单独放置且做好隔热防火

处理。 

21）展馆内所有的电气、装修、装饰等工程安装工作除应符合上述之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规范以及地方性法规的规定。 

22）展会安装的所有灯饰装置必须安装于离地 2.2米以上，否则，应有适当的保护措施以保

障公共安全。 

23）如展位设计有遮顶，必须自行配置悬挂 6 公斤（ABC）型干粉灭火器；安装标准为每 20

平方配置一个，不足 20平方的也按上述标准配置，依次类推；展位全封闭设计的，在展

位内各门口上方，都必须安装发光的“安全出口”疏散标志，并设置足够的消防应急灯。 

24）自2013年11月1日起， 所有搭建商及物流承运商施工负责人，必须在布展前20个工作日

至主场承建商处提交办证登记资料，由主场承建商审核。如因施工单位负责人未在限定

时间内办理实名认证造成展会现场无法办理施工人员通行证件，保利世贸博览馆不承担

任何责任。  

25）地毯铺设必须使用环保地毯及布制双面胶，严禁使用含碳酸钙的劣质地毯、双面海绵胶

以及其它难以清除的材料，撤展当天，展会地毯供应商、特装承建商须将各自的地毯胶

清理干净。  

26）撤展期间，所有特装垃圾需要在撤展限定时间内运离展馆，特装垃圾不得倾倒于展馆外

围的新港东路、会展南三路、凤蒲中路等路段。如有发现违规者，不论情况严重，主场

承建商将扣除全数押金，并将在展会结束 5天内向违规倾倒特装垃圾之展位承建商发出

扣罚通知。 

27）《布撤展特装车证》实行一车一证，单次出入。货运车辆如需进出多次，必须办理多张

通行证。所持证件不得转借、伪造及涂改。一经发现，展馆有权没收证件并将持证车辆

请出展馆区域。  

办理《布撤展特装车证》每张 20 元。车辆允许停靠时间为 2 小时，超过 2 小时，则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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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30分钟进行罚款。 

以上消防安全要求与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的《施工安全管理规定》《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用电安全管理规定》具同等效力，所有施工单位同样受以上相关管理规定的约束。                             

各施工单位应自觉接受和配合检查，对不符合安全要求或存在安全隐患的，应该听从现

场管理人员提出的整改意见及要求进行整改，对不符合要求的，场馆方有权不予通电，直至

整改符合规范要求为止。  

五、 展位使用要求 
1、参展商的展品只能在本身的展位上展示，不得摆出通道和公共地方。不得在公共地方悬

挂广告和标语（申请并交费例外）。 

2、为维护展会秩序，规范展会管理，任何个人、单位不得在会场内的公共地方派发任何宣

传品，否则全部没收。 

3、 参展商展示的展品必须与“参展申请表”中所填写的展品一致，不得摆放与本展会展品

范围和本企业业务范围不相符合的产品和宣传品。参展商展位确定后，不得私下将展位

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者或摆放第三者宣传品，不得私自更改楣板字。违反者主办方有

权要求改正，如不改正，将被禁止展出。 

4、 展馆内禁止使用高音（超过 70 分贝）视听器材。 

5、 展位和公共通道不得摆放纸箱等物品，一旦发现该物品当垃圾品处理，所造成的任何损    

失由当事者自行承担。包装纸箱请存放至“纸箱存放处”。 

6、 各参展商参展时须妥善保管贵重物品，如有必要，请租用带锁地柜保管贵重物品。 

7、展览期间须爱护展馆内各种设备，不得在墙壁和摊位展板上使用张贴广告和打钉，不得

使用强力双面胶，不得擅自乱拉电线和使用电水煲、电炉等，馆内严禁吸烟。不得外带

饭盒进入展馆进餐。 

8、未到撤展时间，参展商不得提早撤展。 

六、 知识产权保护 
1、 参展单位应自觉遵守我国有关专利、版权保护、管理的法律规定，禁止展出侵犯他人知

识产权的产品。所展出涉及专利权和著作权的展品，参展单位必须携带专利证书或专利

使用许可证书以及版权证书。 

2、 展会主办单位将与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联合组成展会知识产权办公室，专责处理展会期间

知识产权投诉。对侵犯知识产权的投诉一经受理，被投诉单位应在 24 小时内提供被投诉

展品的权利证书或其它有效抗辩证据。经展会知识产权办公室认定抗辩成立的，驳回投

诉，被投诉展品可继续参展；抗辩不成立的，构成涉嫌专利等侵权，大会向被投诉方发

出《涉嫌侵犯知识产权处理通知书》，展品禁止在会上展出。 

3、 展会知识产权办公室在履行职责时，有权要求所在展馆保卫人员予以配合和协助。被投

诉方及其参展人员必须配合展会知识产权办公室的检查工作，并说明展品来源（供货单

位、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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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利权和著作权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向大会知识产权办公室投诉侵犯专利或著作权等行

为，应提交以下材料： 

① 专利和著作证书（复印件与原件核对）；②专利和著作公告文本；③专利和著作权人身

份证明（复印件与原件核对）；④授权委托书；⑤专利和著作法律状态证明（专利登记簿副

本或广东省专利住处中心检索证明）。 

七、展品运输服务  
布展和撤展期间，所有物品不得从正门进入，只能从后门（西门），左、右侧门（南、

北门）进入，货物离馆须凭主办单位放行条放行。 

为保障展品安全，保证参展厂商展品按时按质运达展位，大会指定广州顺信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广州金怡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为展会物流承运商，有关展品运输的具体事宜请直接

与该公司联系。主场承运商可提供上门提货业务。展馆与主办单位无法接收展品，请不要直

接发货至展馆或主办单位，由此而导致的展品丢失展馆及主办方概不负责。 

展会物流承运商： 

1、广州顺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海珠科技园石基分园二栋 5 楼 

联系人：林先生  18926298279     

展品运输预约热线： 

国内展品：林先生 18926298233   颜先生：18022380855   

刘小姐 18926298295   林小姐：18926298275 

国内展品（潮汕地区）：魏小姐 0754-85857780   

蔡小姐 0754-85857780，手机：18923919026 

物流一条龙服务   可为客户办理客户发货地上门提货到展会展位的一站式业务，如有

该项业务需要的展商请直接致电承运商展品直通车产品部门，预约热线如上。 

    1)客户自行发/运货到顺信仓库，负责现场进馆服务   每立方收费：120元 

2)现场展品搬运   每立方收费：65元 

3)包装物寄存     每立方收费：80元 

    4)整车装卸       为客户提供展样品整车装卸服务，收费另计。 

2、广州金怡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东风中路 501号东建大厦西座 2005室  

联系人：冯伟斌         邮箱：ben@jes.com.hk 

电话：020-83559738     传真：020-83553765 

1)客户自行发/运货到金怡仓库，负责现场进馆服务   每立方收费：120元 

2)现场展品搬运   每立方收费：65元 

3)包装物寄存     每立方收费：80元 

4)整车装卸       为客户提供展样品整车装卸服务，收费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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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撤展规定 

1、展会撤展时间为：2019 年 4 月 10 日 15:00—22:00（为保障所有参展商的参展效果，未

到撤展时间， 请不要提前撤展）。 

2、撤展时间之前如有单件商品需要带离展馆的，请到主办单位咨询服务处（一楼）领取“放

行条”，凭“放行条”放行。 

3、15时后参展商无需“放行条”放行，参展商可自行将展品撤离展馆。 

4、特装展架只能从展馆西边后门撤离，不得从前门撤离。 

5、请参展商委托展会指定物流承运商或熟悉的运输商承运展品。 

6、特装展台结构垃圾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拆卸堆放倒在展台面积范围内，（部分室外展台

须放置在大会指定的位置），由大会统一清理。结构垃圾严禁拉出展馆范围外，一经发

现将扣除全数押金处理。 

 

九、酒店预订 

展会主办单位在展馆附近预订了多个酒店供展商选择，价格优惠。详情请登陆： 

www.chinatoyfair.com（玩具展）或 www.chinababyfair.com（童车展）查询。 

 

 

 

 

 

 

 

 

 

 

 

 

 

 

 

 

 

 

 

 

 

 

http://www.chinatoyfair.com/
http://www.chinababyfa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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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额外设施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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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设施费用请汇入以下帐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分行东风支行  

  82100155300000228    
  名唐展览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特级展位请登录：https://ordering.milton-exhibits.cn/login.aspx?ExID=MGC90401  

人民币：元/展期 

序号 物品 租金（人民币） 

1 咨询桌(1030L x 535W x 750Hmm) 120 

2 方桌 (700L x 700W x 715Hmm) 100 

3 圆桌(800Ø x  720Hmm) 120 

4 折椅 (460W x 400D x 455SHmm) 20 

5 黑皮椅 (570W x 440D x 455SHmm) 80 

6 锁柜 (1030L x 535W x 750Hmm) 200 

7 平台 (1030L × 535W × 310Hmm) 180 

8 高低展柜 (1030L × 535W × 750/310Hmm) 350 

9 平层板 (1000L x 300Wmm) 30 

10 网片(1000W × 1500Hmm) 45 

11 高玻璃展示柜 (1030L x 535W x 2470Hmm) 550 

12 矮玻璃展示柜 (1030L x 535W x 1000Hmm) 400 

13 100 瓦长臂射灯 100 

14 150 瓦金卤灯 200 

15 500 瓦单相插座 (只供标准展台)  150 

16 42”等离子显示器（不含插座） 1800 

 

 

主场承建商： 

名唐展览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总机：020-81283100  

1 楼陈小姐 020-81283109 candicechen@milton-gz.com 

2 楼莫先生 020-81283125 murphymo@milton-gz.com 

3 楼梁先生 020-81283119 ajliang@milton-gz.com 

B1 陈小姐 020-81283123 yalinchen@milton-gz.com 

 

附件 2 
额外设施租赁价格表 

 
截止日期：2019-2-20 

3 月 15 日之后申请的将 

加收 20%附加费 

请参展商登录以下网址申请 

 

 

https://ordering.milton-exhibits.cn/login.aspx?ExID=MGC9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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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地）特装展位请登录：http://fw.pwtcexpo.com  
特级展位请登录：https://ordering.milton-exhibits.cn/login.aspx?ExID=MGC90401 

序号 物品 租金（人民币） 

1 6A/380V 三相电源（<3KW） 1000 

2 10A/380V 三相电源（<5KW） 1350 

3 16A/380V 三相电源（<8KW） 1725 

4 20A/380V 三相电源（<10KW） 1850 

5 25A/380V 三相电源（<13KW） 2050 

6 32A/380V 三相电源（<16KW） 2450 

7 40A/380V 三相电源（<20KW） 2950 

8 50A/380V 三相电源（<25KW） 3600 

9 63A/380V 三相电源（<30KW） 4200 

10 电箱押金 500 

11 无线宽带网（客户需自备无线网卡） 500 

12 ADSL 宽带网（含电话线） 1000 

13 MODEM 押金 500 

若未指定安装位置，大会展台搭建商将在适当位置代为安装，若现场需要调整位置，需缴纳改动费每个

350 元。现场取消电箱需额外收取 350 元/个的电箱拆卸费，电费不予退还。 

 

附件 3 
展馆用电 

网线租用价格表 
 截止日期：2019-2-20 

3 月 15 日之后申请的

将加收 20%附加费 

 

 

主场承建商： 

名唐展览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总机：020-81283100  

1 楼陈小姐 020-81283109 candicechen@milton-gz.com 

2 楼莫先生 020-81283125 murphymo@milton-gz.com 

3 楼梁先生 020-81283119 ajliang@milton-gz.com 

B1 陈小姐 020-81283123 yalinchen@milton-gz.com 
 

http://fw.pwtcexpo.com/
https://ordering.milton-exhibits.cn/login.aspx?ExID=MGC9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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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  
特装批复传真号码  

特装批复联系邮箱  

参展商  参展商联系人 
姓名  

电话  

承建商  承建商负责人 

姓名  

手机  

请在报审的资料

“□”打“√” 

□  三维效果图                     □  配电系统图（标明用电设施总功率规格） 

□  平面图（标明尺寸用料情况）     □  电气分布图（标明用电具体安装位置） 

□  立面图（标明尺寸用料情况）      

参展商承诺 

我单位承诺，展位的装修和设计按照《建筑装修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2001）

和《广州地区电气装置规程》（穗基［1979］51号）的要求进行设计，并符合广州保利世

贸博览馆的相关管理规定，如有违反，责任自负。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承建商承诺 

我单位承诺,在展位装修过程中,严格按照已审核的设计图纸、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布展

施工管理规定》及《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BJ46-2005）、《建设工程施工现

场供用电安全规范》（GB50194-93）的要求进行施工，如有违反责任自负。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说明：1、此申请表需参展单位、施工单位负责人签名（盖章）； 

展台结构安全性需结构工程师审核、盖章，符合《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2003） 

《木结构设计规范》（GB50005-2003）、《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9-2001）中相关技术要求； 

      2、所有报审的资料必须采用网上提交报审，不受理传真件及快递件。 

附件 4 
  特殊装修申报表 

截止日期：2019-2-20 

 

 

 

主场承建商： 

名唐展览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总机：020-81283100 

潘先生：020-81283159 

原先生：020-8128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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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安全责任保证书 
                           （特装公司适用） 

 

展会日期： 2019 年 4 月 8 日—4 月 10 日 

展会名称：第 31 届广州国际玩具及教育产品展览会 

第 10届广州国际童车及婴童用品展览会 

 

我单位是负责本场展会展位号为：                             的特装布展施工

承建商，已经收阅《特装管理说明》。我单位承诺，在展台装修过程中，严格按照国家有

关装修工程强制性技术规范标准和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用电安全

管理规定》《施工安全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如在布撤展过程中，违反保利

世贸博览馆各项管理规定，我单位愿接受主办方及场馆方相关条款处理。对在布展、开展、

撤展期间，因特装展位质量等问题而导致安全事故，我单位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责

任和法律责任。 

  

  承建商：                                     经办人：                      

  （盖章） 

 

 手  机：                                     日  期：                            

                                                                                          

注：请承建商认真填写，并与《附件 4：特殊装修申请表》签名盖章上传至保利展馆线上报

图、办证系统: fw.tradepolywtc.com 不接受传真件及快递件。 

如搭建双层展台须将主场审核通过的图纸交给国家一级结构工程师及设计院作出审核及签

章（费用自理），并须将一整套审批图纸原件一式两份快递至名唐公司。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大马路党校大厦 3楼 B室 

联系人： 潘先生 020-81283159；原先生 020-81283129 

报图咨询邮箱：toyshow@milton-gz.com 

截止日期：2019-2-20 

附件 5 
  施工安全责任保证书 

主场承建商： 

名唐展览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总机：020-81283100 

潘先生：020-81283159 

原先生：020-81283129 

 

 

 

http://fw.tradepolywt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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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地）特装线上报图、订电和办证流程及注意事项 

一、登陆系统： 

1、登陆保利网上报图、办证系统：http://fw.tradepolywtc.com 

 

2、注册成为特装搭建商 

2.1 填写注册信息 

 

附件 6 

http://fw.tradepolywt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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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公司名称必须与公司营业执照上的名称一致* 

2.2 选择“名唐展览”作为初审主场承建商 

 
*注意：弹出“注册成功”页面后，切记使用截屏保存等方式记录系统生成的“用户名”及“密码”， 

以便审核通过后正式登陆系统* 

二、报图与报电流程： 

*注意：网上报图报电及办理施工证件均有日期限制，请于有效日期内提交/修改，逾期将无法进行相关

操作* 

1、设置：成功登陆保利系统界面，点击左侧菜单栏“设置”。 
1.1 选择“企业人员管理”，完善“安全责任人、电工、企业法人”相关信息。 

 

*注意：此步骤务必填写，须在上传报图图纸前完成，否则，须重新返回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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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填写完成显示页面如下： 

 

 

2、在线报图与报电 

2.1 点击“在线报图管理“进入报图，找到相对应的展会，点击进入展会。 

*注意：若展会列表中没有贵司参加的展会信息，请点击下方的<申请成为展会特装搭建商>或与我司联

系* 

 

2.2 请仔细核对展会名称、主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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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点击新增特装报图步骤进行在线报图。 

 

*注意：如果贵司负责多个展位的搭建，请点击“新增特装报图”来添加相应的展位，之后根据不同的展
位号来进行报图与报电的申请* 
 
 
2.4 完整填写好信息后点击保存，后上传报图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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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将全部图纸及资料上传成功后，点击“下一步：服务申请”（订电）。 

 

 

2.6 点击“新增服务申请”后，选择安检设备租赁服务，之后选择贵司需要的电箱种类和数量后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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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仅在限定日期内，审核状态处于“待审核”才可以进行修改和删除订电单或报图资料* 

2.7 确认后可及时进行修改或删除订单，如报图资料和订电都确认无误，可点击“提交主场审核”。 

 
2.8 点击“提交主场审核”后，即代表已完成报图和报电的提交。审核状态变更为“待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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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后重新

 

2.9 可点击“在线报图管理”，并选择展会和主场后可查看审核状态，及查看/修改报图及订电申请。 

 

 

2.10 还可以点击在线工程管理子项目“3.服务申请汇总”。点击“按展会汇总”来查看贵司名下的所有展

位的报图与订电单。 

 

 

三、办证流程： 

 

 

 

 

 

 

 

 

 

 

 

特

装 

新特装公司注册 

登陆 

新特装公司注册 

状态查询 

上传办证资料 

施
工
证
申
请 

布
展
车
证
申
请 

撤
展
车
证
申
请 

通过 

主场审核 

不通过 

缴费 

领取 



23 
 

1、施工证 

1.1 点击左侧菜单栏“展会证件申请”，找到相对应的展会，进行证件申请。 

 

 

1.2 点击证件申请下方“施工证”按钮进入施工证申请。 

 

 

1.3 点击“新增施工证”或“从历届中保留”。 

 

 

1.3.1 新增施工证：须上传施工人员的身份证照片及个人照片。 

*注意：如果您发现提交的身份证和相片是空白或无法上传，请改用 QQ 浏览器或谷歌浏览器 chrome，不要使用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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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基于 IE 内核的浏览器进行上传身份证和相片。* 

 

 

1.3.2 从历届中保留：可直接从往届办证记录中保留施工证。 

 

2、布展车证 

2.1 点击证件申请下方“布展车证”按钮进入布展车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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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点击“新增布展车证”。 

 

 

2.3 正确填写车牌号，完成布展车证申请（注意不添加小数点或多余数字）。 

 

 

3、撤展车证 

3.1 点击证件申请下方“撤展车证”按钮进入撤展车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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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点击“新增撤展车证”，正确填写车牌号，完成撤展车证申请（注意不添加小数点或多余数字）。 

 

 

直线：（86-20）8128 3159/ 8128 3129 

联系人：潘先生/原先生 

咨询电邮：toyshow@milton-gz.com 

名唐展览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技术服务电话：020-89899632 

保利世贸博览馆 

 

 

 

 

 

 

 

 

 

mailto:XXXXXX@milton-g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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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与海外买家配对服务申请表 

请填妥本表格电邮至： 电邮: peony.yu@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请尽可能提供详细资料，以助本会顺利为阁下物色合适的业务伙伴。本表格内所有部分均必须填写妥当。

公司名称(中文)
公司名称(英文)
电邮
网址
成立年份
年营业额
出口/内销业务比例内销_____% 出口_____%

联络人名字 先生           女士 联络电邮
手机号 部门 职衔

联络人名字 先生           女士 联络电邮
手机号 部门 职衔

玩具及模型
动作玩偶及配件 电子电动玩具
动物模型及配件 教辅玩具
动漫形象授权 休闲及收藏品
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玩具 充气玩具
婴幼儿玩具 授权产品
玩具球 火车 / 飞机 / 舰船比例模型
自行车及三轮车 仿真模型
棋盘游戏 纸制品及拼图
电脑游戏软件 泥胶 / 黏土
积木套装 室外游乐设施
压铸及金属玩具 游戏帐篷
洋娃娃 塑料玩具
益智玩具 学习机

童车及婴童
婴幼儿礼品及纪念品 婴幼童餐椅及哺育用品
婴幼儿充气产品 婴儿服装、鞋帽及配饰
婴儿手推车 婴童教育用品
学步车 婴幼儿玩具及游戏
婴童浴盘、坐便器 孕婴健康护理产品
汽车安全座椅 电动童车 / 电瓶车
儿童服装、鞋帽及配饰 骑坐玩具
儿童安全用品 儿童滑板车
儿童三轮车 / 自行车 其他，请注明

产品类别（请勾选贵司的主要产品，可多选）

现场联络人资料(建议安排会英文员工跟进）

2019年广州国际玩具及教育产品展览会 及 童车及婴

参展商 与 海外买家业务配对服务申请

公司基本资料
     

 

附件 7 

截止日期：2019-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