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国内展品运输指南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宠物水族用品展览会 

国内展品运输指南及费率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宠物水族用品展览会主办机构委托金怡国际展运有限公司作

为本届展会的指定运输商。 我司为参展商提供展品货运服务, 包括统一办理展品运

输及现场搬运服务等业务。参展商在办理货物托运时请与我公司联系。为确保展览会

展品运输工作的顺利进行, 敬请各参展商仔细阅读本运输指南，按照有关规定做出安

排。如未按规定运作而延误到场布展， 其所产生的附加费用由参展承运者承担。 

 

大会指定展品运输商 (海外展品) 

金怡国际展运有限公司 

香港湾仔谭臣道 98号运盛大厦 26楼 

电话:   852-25636645 

传真:   852-25975057 

电邮:  terruce@jes.com.hk 

联系人: 陈国雄先生 

 

1.国内联系单位 

北京金怡展运展览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王家园 10 号金泰商之苑大厦 611室 

电话:   010-6804 5900 

传真:   010-6805 1495 

电邮:   houcheng@jes.com.hk 

联系人: 侯程 

 

 

上海金怡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江苏路 599号 511室 

电话: 021-62114854，13002177110 

传真: 021-62527220  

电邮:  jun@jes.com.hk 

联系人: 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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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0-8355 9738  

传真:020-8355 3765   

电邮 : frank@jes.com.hk  

联系人: 梁锦常先生 

 

2.展品运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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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参展商若有任何境外展品需由港澳台地区或其它国家运往上海参加上述展览

会, 请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前与香港金怡展运联系海外运输的门到门服务. (电邮: 

terruce@jes.com.hk或传真: 852-2597 5057) 

 

(二) 金怡展运可以提供在国内上门提货并将展品运至展台的门到门服务, 如参展商

需要这种服务,请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前与我公司上海办事处联系.(电邮: 

jun@jes.com.hk或传真: 021-6252 7220) 

 

(三)由于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车辆进出需要办理车证, 不然无法驶入卸货区域. 

故建议参展商可选择将展品送至金怡展运指定的上海集货仓库,到时我司会安排卡车

运送至会展中心卸货区域现场办理拿货手续.请于 2017 年 11 月 8 日截止日之前送货

入金怡展运上海集货仓库. 

 

(四)参展商可将展品自行安排发运至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请于 2017 年 11 月 13

日至 14 日将展品运至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馆外与我司办理现场交接手续.(二层展

厅禁止挂车长 12 米以上车辆进入).请参展承运者留意行车路线, 现场必须遵守上海

虹桥国家会展中心工作人员交通指挥及进、出馆安排. 展品若晚于进馆规定的时间到

达馆外现场接货其所产生场地加班费由参展承运者自负.(按主办单位最后通知为准)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上海市崧泽大道 333号 

 金怡展运现场操作部:  

 王俊先生 电话: 13002177110；李甲先生: 13917945560 

 

 并填写《国内展品现场托运表格》电邮: jun@jes.com.hk 或传真: 021-6252 7220

上海金怡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3. 展品包装: 

 展品的包装材料应牢固耐用适合反复装卸, 符合国内各种运输方式及托运的规定

和要求。大件展品须使用螺丝固定,重件展品必须在包装箱上标明起吊重心、铲点、

禁止倒置等，易碎展品包装箱外标明向上和防压标志。 

  

 包装标记 

展览会:  第 21 届中国国际宠物水族用品展览会 -上海 

参展商: 

展台号: 

重量: 

尺码: 

箱号:                                          

      *请用 1 / 10,  2 / 10 …. 10 / 10 列明箱号 

 

4. 保险: 

 我司的货运收费是以展品的体积或重量收取, 而不是按展品的价值来计算. 因此, 

所收的费用不含保险费 在内.为了参展商的保障与利益, 建议参展商自行购买展品

的全程保险, 包括展期内保险及责任事故的保 险.参展商请备妥保险合同文本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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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以备可能在展览现场发现短少, 残损时申报检验之用. 

 

5. 付款方式: 

 请参展商到达展览会现场后与我司工作人员联系办理相关手续并以现金方式支付

我司运费，来程款项须在进馆前支付,回程费用须在闭馆前完全支付,参展商付清费用

后方可提货或送货. 

 

6. 备注:  

 展商需用我司名义在展馆现场接货或寄存,但由展商自行进馆的展品,我司收取手

续费人民币 100.00元/ 票,不含展场停车费并收取仓储费。 

 

 在展览前、期间或展览后,无论全部或部分使用金怡的服务,无论以口头、书面或

行为方式所提出的额外服 务要求, 都表示您已清楚并接受上述各项条款.  

 

 特殊费用 -所有费率在非我司控制的特殊因素影响而情况下,将会有所调整,如燃

油涨价, 运费增加, 保险费增加等等。 

 

7. 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按一般展示用品, 宠物, 热带鱼类展品另作报价) 

(按每件展品不超过 300 x 220 x 220 厘米或 3000 公斤计算及二层展厅禁止挂车长

12米以上车辆进入) 

7.1 上海金怡集货仓库至展馆指定装卸区服务  

 从上海金怡集货仓库接货, 运至展馆指定装卸区办

理拿货 
人民币 100.00元/立方米 

 手续.含代办理车辆进出装卸区车证及寄存费用. 最低收费 1立方米/展商/票 

   

7.2 展馆现场服务 (展馆指定装卸区接货进馆含展场机

力管理费) 
 

 从展馆指定装卸区接货, 卸车及运至展台就位. 人民币 105.00元/立方米 

 不含展场停车费, 展品拆箱, 组装安放及空箱储存

服务 
最低收费 1立方米/展商/票 

   

7.3 闭馆现场服务 (展馆指定装卸区交货出馆含展场机

力管理费) 
 

 从展台接货运至展馆指定装卸区装车. 人民币 105.00元/立方米 

 不含展场停车费, 展品装箱, 组装拆卸及空箱运送

服务 
最低收费 1立方米/展商/票 

   

7.4 展品拆箱服务 (不含组装安放) 人民币 20.00元/立方米/单次 

 展品装箱服务(不含组装拆卸) 最低收费 1立方米/展商/票 

   

7.5 空箱储存服务 (如需)  人民币 60.00元/立方米/展期 

 从展台提取空箱至馆外保管处往返 最低收费 1立方米/展商 

   



7.6 超重附加费单  

 单一展品重量超过 3吨则需加收超重附加费 人民币 100.00元/吨 

   

7.7 展品组装费 (立起、放倒、特殊组装及二次移位)  

 3吨铲车 人民币 100.00元/小时/台 

 5吨铲车 人民币 150.00元/小时/台 

  最低收费 2小时计算 

   

7.8 吊机组装, 装卸, 封闭式货车或集装箱掏箱 分别报价 

   

7.9 展品如需用转驳车上二层展厅装卸 分别报价 

   

   

  展品若晚于主办规定的进馆时间到达馆外卸车, 展品如需现场接货或暂存, 其所

产生的工人与机力 

 加班费用，将再另行报价. 

  展品如需用吊机在车上装卸或转驳车上二层展厅装卸，请提前通知及费用另议. 

  上述费用不含保险，展场停车费，展场加班费，仓储费用等. 如有任何上述未有提

及之收费,以便按 

 其服务要求个别的安排及报价. 

  由展品的重量或体积引起的争议，应遵循中国的有关规定重新丈量以确定计费重

量. 

  如需开具体的发票,所有上述收费项目须相应加收 6%增值税. 

  我司所提供的一切服务和经营活动皆遵照我们的标准营业贸易条款执行,全文供索

取. 

 
展品托运表格 (FORM A) 
参展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台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品名称 件数 长 (M) 宽 (M) 高 (M) 体积 (M3) 重量(公斤) 拆箱 装箱 备注 

          

          

          

          

          

          

          

          

          



总立方数:  总重量:  

 
所需服务        请在对应的方格内画 X  

a. 上海金怡集货仓库至展馆指定装卸区服务    □ 

b. 展览馆现场接货不含展馆停车费□(进出馆)  □ (进馆)  □ (出馆) 

 

本公司同意金怡展运的运输指南细则及费用. 有关货运费用由我司在进馆前支付. 

若需办理回运手续, 请提前支付回运费用, 未收到预付款前不予办理托运手续.如需

开具体的发票, 所有收费项目须相应加收 6%增值税. 
 
 
 

公司盖章及签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及职位正楷书写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表格填写完毕后,请电邮: jun@jes.com.hk 

或传真: 021-6252 7220  上海金怡展运~ 联系人:王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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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JES Exhibition Services Ltd 

上海金怡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 21 - 6211 4854  传真: 21 - 6252 7220 

 

 国内货标签 (DOMESTIC CASE LABEL) 

展会名称:   第 21 届中国国际宠物水族用品展览会 

EXHIBITION:   CIPS 2017 SHANGHAI 

展会日期:     2017 年 11 月 16 - 19 日 

DATE: 

展馆: 中国˙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展位号: 

VENUE: NECC SHANGHAISTAND NO: 

参展商: 

EXHIBITOR: 

长 X 宽 X 高:                    重量: 

VOLUME:（CM）               WEIGHT:（KG） 

 

箱号:                          总件数: 

CASE NO:                     TOTAL PKGS: 

请在每箱展品外贴上此标签  
PLEASE STICK THESE MARKINGS ON EACH OF YOUR 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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