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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参展商

尊敬的参展商：
欢迎参加“第七届北京国际宠物用品展览会”，本届展会将于 2020 年 3 月 13-16 日在北
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全馆举办！
此《参展指南》是为您顺利完成本次展会而设计，如阁下并非负责本次展览会的具体工
作，请尽快将本手册交予相关负责人。请仔细阅读并携带本手册到展览会现场以备参考，谢
谢合作。
本手册将为您提供：
您可登 www.chinapetexpo.com 下载本手册，本手册最终解释权归北京雄鹰国际展览有限
公司所有。
请仔细阅读本手册，并将需要回复的表格在所注明的截止日期前回复我们，以便我们及
时提供您所需要的服务。
所有光地特装企业请及时与主场运营服务商-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取得
联系，咨询并办理相关特装报馆及施工手续，避免逾期支付附加费用！
预祝各参展商在展会期间取得良好的成果！
本手册仅供雄鹰京宠展参展商使用。

北京雄鹰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国内展品运输指南
各参展单位:
北京外运会展服务有限公司荣幸地被指定为《第七届北京国际宠物用品展览会》国内展
品的运输代理。现向各参展单位提供如下运输指南，望通力配合，共同做好该展会国内展品
的运输工作。
特别提示：如参展商从境外运输展品，请务必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前向我公司申报。
境外运输联系人：郭京春(联系电话:13901187093)
一、展品到货时间
1、 自送展品到达北京时间: 2020 年 3 月 11 日-12 日（正常工作时间：早 8：30-11：30，
13:00-17:00）
2、 如委托我公司提货，货物到达北京时间：2020 年 3 月 5 日前，请安排自行装车。
注

意：

1）我公司只办理北京五环路以内的提货业务（五环路外加收 100%运费）。
2）自送展品进京车辆须遵守北京交通管理局对外地车辆进京行驶的有关规定。
A．凭“四证”（身份证、驾驶证、年检合格车辆行驶证、尾气合格证）到进京检查站办
理“北京市区通行证”。
B. 货车早 6：00 至晚 24：00 不能进入五环路内。
C．如遇特殊情况，北京市实行交通管制，请按北京市交通管理局的限时规定执行。
二、展品包装要求
1、展品的外包装应以适合长途运输和反复拆装为标准,坚固耐用。
2、有特殊要求的展品应在外包装刷制“易碎”,“防潮”,“向上”等标记。大件展品应
注明起吊线和重心位置。并请自行携带吊装工具。如：钢丝绳、卡环、吊带等。
3、 展品外包装标记应按如下要求刷制:（请不要填写具体人的名称，以防提货困难）
收货单位

北京外运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展会名称

第七届北京国际宠物用品展览会

参展单位

展位号

现场联系手机
件数

/ 重量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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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件要求
1. 《宠物用品展》回执（见附件）请于 2020 年 2 月 20 日前电邮或传真我司（电子邮箱：
fang_wang@sinotrans.com

传真号：010-64677828，收件人：王芳、季剑铭）。

2. 需我方提取的展品，在展品发出后请立即通知我公司，并将提货凭证交给我公司，以
便及时提货。
四、收费标准（特殊展品价格另议）
1、来程：
自送展品(馆外车上接货—展台): 人民币 110 元/立方米 (最低收费标准 1 立方米)
提/送货费（五环路内-馆外或仓库）：人民币 250 元/立方米（最低收费标准 2 立方米）
开

箱： 人民币 50 元/立方米 （最低收费 1 立方米）

储 存 费： 人民币 20 元/天/立方米（最低收费 1 立方米）
2、回程：同来程收费标准。如办理回运，另加收手续费人民币 30 元/票。
3、在进出馆基本费率以外，需要特殊组装、二次移位、加班卸车等临时租用机力设备和
人工收费标准（晚 22:00-早 8:30，费用加收 50%）：

注：最低收费 4 小时

工人：人民币 30/小时
铲车
人民币/小时
吊车
人民币/小时

3T
6T
100/小时
150/小时
8吨
20 吨
25 吨
150/小时
350/小时
400/小时

10T
300/小时
30 吨
50 吨
500/小时
700/小时

4、如展商未按照我公司规定的时间到货，逾期我公司加收 100%加急费。
注：特殊车辆、特殊展品、需要特殊作业的展品装卸车所用机力（含吊机）费用由展商自
行承担。
五、结算办法
1、银行帐号如下（在汇款单的汇款项目栏写上《宠物用品展》展品运输款，我公司收到
款后方可按所委托的项目予以服务）：
开 户 银 行:

中国银行北京兆丰街支行

人民币账号:

320763166597

单位: 北京外运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2、展品进馆时也可在现场以现金形式支付费用，费用标准以实际体积或重量吨计算，择
高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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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参展商预报货量以及预定机力有误致使展品到现场后无法通过预定机力装卸车，进
出馆费用将按照实际货量收取；如参展展品未按预报进馆时间到货致使现场操作机力空等，
空等时的机力台班费用应由参展商支付。
六、运输代理公司通讯地址及联系人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6 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1 号馆 4 层 400 号

邮编：100028

电话: (010)84601135 84601327

传真: (010) 64677828

邮箱：fang_wang@sinotrans.com

联系人：王芳（13701100686）、季剑铭

七、备

84601135

注：

1、自送展品请按照指南规定的时间送至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提前到货的展品将
收取出入库费。
2、展览中心仓库地点位于 8 号馆后。如展商有仓储需求，请直接与展览中心仓库联系，
联系电话：84600615，相关费用与仓库直接结算。委托我方存储的货物，将与我方直接结算。
3、参展商私自使用非我公司操作队作业，致使出现操作失误或造成人员、货物等损失的，
我公司将不负任何责任。
4、我公司所收服务费用中不包含保险费，为维护展商的权益，我公司提醒展商购买全程
保险（包括展览期间）。保险范围应包括我公司及其代理的责任事故的保险。展商请备妥保
险合同或其副本，以备可能在展览现场发现短少、残损时申报报验之用。如属于我公司操作
不当而引起展品损坏，我公司将按照此件展品单程操作费用的 1-2 倍给予赔偿。
5、展品计费按照国际标准比率择高计收（6 立方米=1 吨）。
6、凡委托我公司运输者，视同承认本《运输指南》中所有条款，并以本《运输指南》条
款为原则。

北京外运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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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运输回执表
请将表格于 2020 年 2 月 20 日前交回：
北京外运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芳、季剑铭
电话：010-84601135,84601327
邮箱：fang_wang@sinotrans.com
传真：010-64677828， 84601135
箱 包装箱
展品名称
号 样式

展会名称：第七届北京国际宠物用品展览会
公司名称：
展位号：

展位面积：

联系人：

手机：

电话：

传真：

特殊服务项目
长 X 宽 X 高 体 积 重 量 （组装/拆卸/立起/放倒）
（cm）
（m³） （kg）
台
租用机力
租用日期和时间
数

1.此回执作为运输指南必要的一部分。
备 2.我司已完整阅读运输指南的内容并按照运输指南的要求安排运输，同时按照运输指南的
注
费用规定与贵司进行结算。
展商确认签章处：_______________
我司参展货物将以下列方式运到北京（请在以下 A/B/C 三种运输方式上打“√”并填写）
□A.由（航空/铁路/公路）运至北京提货处，货运单证号
一并传真）；预抵北京日期

，请贵司安排提货、保存并运至我司展台；

□B.直接运抵贵司仓库，货运单证号
抵北京日期

（单证请
（单证请一并传真）；预

，请贵司安排保存并运至我司展台；

□C.自行安排运至展馆门口
我司同意本展会规定的费率，将以下述方式支付贵司相关费用（请在以下方式上打“√”）
□ 在布展前将进出馆所有费用一次结清，电汇至贵司账户；
在布展期间将进出馆所有费用一次结清，现金缴纳给贵司现场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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