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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展商工作证与车辆管理 

参展商工作证 
分配原则：主办单位将根据展位面积核定并免费为参展商提供参展商证件。 

展位面积 

(平方米) 
9 18 27 36 54 72 90 108 130 150 175 ≥200 

免费证件 

最多数量 
4 6 7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5 

 

● 领取证件 

请参展商凭参展确认书、个人身份证件及名片，于 2020年 11月 9-11日，在广州·中国

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主办单位设立的现场报到处，办理报到手续并领取参展商证件。 

 

● 增补证件 

参展企业如需额外增加或因丢失补办参展商证，请于报到时间内提出申请并缴纳费用 50

元/个。 

 

● 证件使用 

整个布展和展览期间，参展商进入展览区域须佩戴参展商工作证。 

 

● 车辆管理 

1.筹、撤展期间，小轿车、客车及客车厢货车不得驶入展厅，按规定区域停放、轮候或  

装卸货物，进入二、三层展馆车辆限长 10米（含 10米），限重 5 吨（含 5吨），限高

3.8米（含 3.8米）。超长、超重、超高车辆须在展馆方指定的停车场卸货、过车。筹、

撤展车辆进入展厅服从展馆方调度，司机不得离车，装卸好物品后驶离展场。 

2.开展期间，所有车辆按规定区域停放，停放时间为：08：30—17：00，车辆不允许过

夜。漏油和载有易燃、易爆、有毒、放射性或污染性物品的车辆禁止进入停车场。停车

场内严禁吸烟、使用明火、洗车和维修车辆，车辆停好后应及时关闭门窗，自行保管贵

重物品，车、卡分离，停车卡应随身携带，没有停车卡或无法证明当事人为车主不得放

行离场。 

3.车辆进入展馆范围区域应按会展期间规定的路线行驶，行驶速度不得超过 10 公里/

小时。超过 2.2米高的车辆不得进入展馆地下停车场。自行车不得进入停车场。 

4.垃圾清运车须遵守展会的有关安全规定，车辆停放、垃圾堆放不得占用、阻挡消防设

施。 

 

广交会展馆停车场收费标准如下： 

1. 按次收费：每次停放不超过 12小时的，收费标准为:中、小型车 10元/次/辆，大型

车 20元/次/辆，超大型车 30元/次/辆。 

2.按天收费：按天租用车位的，每天（24小时）收费标准为：中、小型车 20元/天/

车   位，大型车 40元/天/车位，超大型车 60元/天/车位。按天收费的车辆，当天多

次进出停车场不另行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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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广告服务预订 
 

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宠物水族展（CIPS）是全球宠物水族行业的年度盛会，汇集了千余

家著名品牌和企业同台竞技。为了帮助企业充分利用 CIPS贸易平台，更加有效彰显企业

形象提高品牌知名度，我们特制订此商务推广方案，最大限度增加参展企业的市场宣传

机会。 

如需订购印刷品广告，请将回执表发送到：刘彦莉 lilx@chgie.com 13810787271 

如需订购展馆现场广告，请将回执表发送到：李凌昕 liuyl@chgie.com 13522690975

（您可根据需求挑选赞助项目，请在回执表中填写项目编号数字发送至联络人邮箱） 

 

广告预订回执表 

公司名称: 

地址: 

联系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件: 

广告类别 预订编号 

新媒体广告 

  

 

 

 

 

CIPS展会印刷品   

 

 

 

 

 

CIPS展会现场广告   

 

 

 

 

 

备注：(如有画面素材，请连同回执表一并发送到广告负责人邮箱) 
如需订购印刷品广告，请将回执表发送到：刘彦莉 lilx@chgie.com 13810787271 

如需订购展馆现场广告，请将回执表发送到：李凌昕 liuyl@chgie.com 13522690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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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翻译及展台接待人员预订              

如需预订,请将预订表发送到：李凌昕 lilx@chgie.com 13522690975 

 

翻译/礼仪服务申请表 

 
 

参展企业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__                        

展馆号、展位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                             
*请填上您的手机号码，以便展会现场能及时联系到您。 

 

 

服务项目 价格（/天/人） 申请人数 要求备注 雇用日期 

礼仪、模特 

展台接待* 
600元起    

英语翻译 700元    

日语翻译 1100元    

韩语翻译 1100元    

法语翻译 1100元    

德语翻译 1100元    

俄语翻译 1100元    

意大利语翻译 1400元    

西班牙语翻译 1400元    

 

截止日期
20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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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酒店预订                    

请将订房回执表发送至对应联系人邮箱。 

 

广州南丰朗豪酒店： 

郑先生：手机 13728040841 座机 020-89163305 邮箱 kelly.zheng@langhamhotels.com 

 

其余酒店请联系： 

饶先生 13802406981、15011952286，陈小姐 13427587494 

 

注意事项： 
1.国内客人订房需提前预付房费作为担保，国外客人可以汇款或者信用卡授权担保，酒
店收到费用或者国外信用卡担保后才做出订房确认，收到订房确认书才视同预定成功。 
2.任何房间预订的变更，取消需要在对应截止日期前及时告知订房联系人，房间免费取
消；超过截止日期变更或者取消原有订房，酒店有权扣取预付房费，不予退还。提前或
者推迟离店或者截止日后订房，按照酒店出租情况定。另外住店不可携带宠物。 
3.订房流程：客人填表提交----客人邮箱收到提醒---7天内客人按照要求预付酒店一定
房费作为“保证金”（国外客人填写信用卡信息和信用卡正反面照片）---收到保证金
后，5天内客人邮箱收到订房确认单----客人凭借订房确认单到酒店前台办理入住手续。 

 

 

 

酒店预订回执单 

公司名称：   

预订人姓名：   预订人手机号码：   

预订酒店名称 入住客人姓名 客人手机号码 房间类型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截止日期
202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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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酒店： 
酒店名称 酒店地址及出行方式 到展馆用时 房型和房价(元/晚/间) 

广交会威斯汀酒店（五星级）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凤浦中

路 681 号广交会展馆 C区 

到展馆：步行 450 米 

5 分钟 

豪华客房(大床) 1600 元 单早 

豪华客房(双床) 1700 元 双早 

精选客房(大床) 1700 元 单早 

精选客房(双床) 1800 元 双早 

广州南丰朗豪酒店（五星级) 
地址：新港东路 638 号 

到展馆：步行 670 米 
8 分钟 

高级大床房 1300 元 单早 

高级双床房 1400 元 双早 

豪华城景大床房 1450 元 单早 

豪华城景双床房 1550 元 双早 

豪华江景大床房 1600 元 单早 

豪华江景双床房 1700 元 双早 

行政大床房 1800 元 单早 

行政双床房 1900 元 双早 

香格里拉酒店（五星级）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会展东

路 1 号 

到展馆：步行 1100米 

14 分钟 

豪华房 1341 元单早/1457 元双早 

江景房 1447 元单早/1563 元双早 

豪华阁豪华房 1807 元单早/2040 元双早 

粤大金融城国际酒店（五星级） 

地址：黄埔大道中 322号 

到展馆：步行 1.1 公里，号

线 1 站、4号线 1站、8 号线

1 站 

29 分钟 

高级大床房 418元 双早 

高级双床房 418元 双早 

豪华大床房 458元 双早 

豪华双床房 458元 双早 

商务套房 888元 双早 

广州江韵大酒店（四星级）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棠安路

121号 

到展馆：步行 586 米，

582/304路 4 站 

25 分钟 

豪华大床房 438元 双早含车 

豪华双床房 438元 双早含车 

商务双床房 488元 双早含车 

商务套房 538元 双早含车 

行政套 688元 双早含车 

广州合晋帝苑酒店（四星级） 

地址：赤岗路 12 号 

到展馆：步行 1.4 公里，8

号线 4 站 

31 分钟 

高级大床房 258元 

高级双床房 288元 

复式大床房 358元 

复式双床房 368元 

广州绿洲大酒店（三星级）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滘东

路 315 号 

到展馆：步行 1.2 公里，乘

坐 467 路公交 6站，8 号线 1

站 

20 分钟 

标准大床房 248元 双早含车 

标准双床房 248元 双早含车 

套房 258元 双早含车 

广州锦堂酒店（三星级） 

地址：新港中路 452 号之五 

到展馆：步行 1.1 公里，8

号线 3 站 

24 分钟 

标准大床房 248元 

标准双床房 248元 

豪华大床房 288元 

豪华双床房 288元 

商务大床房 328元 

恒东商务酒店（三星级） 39 分钟 高级大床房 338元 双早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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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中山大道西 301号(中

山大道与科韵路交汇处） 

到展馆：步行 1.8 公里，乘

坐地铁 5号线 1站，4 号线 1

站，8 号线 1 站 

高级双床房 338元 双早含车 

行政大床房 358元 双早含车 

行政双床房 358元 双早含车 

广州印象琶洲公寓（商务公寓） 

地址：新港东路 137-5号(磨

碟沙地铁站 B 出口旁,近琶洲

会展中心) 

到展馆：步行 511 米，8号

线 2 站 

15 分钟 

双床套房 388元 

三人房 488元 

四人房 588元 

铂顿公寓（商务公寓） 

地址：新港东路 43号 

到展馆：步行 788 米，8号

线 2 站 

18 分钟 

商务大床房 438元 双早 

商务大床房 438元 双早 

复式双人房 538元 双早 

复式双人房 538元 双早 

临江上品公寓（商务公寓） 

地址：临江大道 683 临江上

品公寓 

到展馆：步行 2113米，乘坐

地铁 5 号线 1 站，4 号线 1

站，8 号线 1 站 

29 分钟 

城景大床房 388元 双早 

城景双床房 388元 双早 

江景大床房 408元 双早 

江景双床房 408元 双早 

两房一厅 688元 双早 

广州美港酒店（商务公寓） 

地址：员村二横路员村新街

8 号 

到展馆：步行 1.2 公里，乘

坐地铁 5号线 2站，4 号线 1

站，8 号线 1 站 

33 分钟 

标准大床房 318元 双早含车 

标准双床房 318元 双早含车 

豪华大床房 338元 双早含车 

豪华双床房 338元 双早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