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览会时间安排： 布展时间：5月 15-16日                展览会地点：珠海国际会展中心 

                 展出时间：5月 17-19日 

                 撤展时间：5月 19日 

 

各参展单位： 

 

我公司荣幸地被指定为“珠海国际水产品交易会”的展品运输总代理。为使参展展品能顺利

地到达展会现场，现向各参展单位提供如下国内展品运输服务项目，请仔细阅读各项条款，并将

委托书按时传真至我司,望通力配合，共同做好此次展会国内展品的运输工作。 

 

一．我司联系方式：东方金运国际物流(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朝阳区大屯路科学园南里风林绿洲 5F-3C 

电话：010－6591 0289/0265/0266 

传真：010－6591 0280 

邮编：10010 

联系人：李明         手机：13911589960  

邮箱: johnny.li@okt-logistics.com  

二．展品 5月 15-16日发运至运展品发送至珠海国际会展中心 

展馆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银湾路 1663号 f1-6货门 

联系人：李明 13911589960 

请发货前务必与东方金运公司负责人李明联系确认细节及相关费用。 

        注意：1.因仓库电力因素冷冻货物存储务必告知相关货物信息得到确认后方可运送。 

2.自送展品车辆须遵守交通管理局对外地车辆行驶的有关规定。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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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坚固耐用，我司对提、接 

货前包装箱破损所导致的内部展品的损坏及丢失不负任何责任； 

2. 对运输有特殊要求的展品应在外包装上刷制“易碎”、“防潮”、“向上”等标记， 

大件展品应注明起吊线及重心位置； 

3. 展品外包装标记应按如下要求刷制： 

珠珠海海国国际际水水产产品品交交易易会会  

  国国  内内  展展  品品  运运  输输  指指  南南                    



    

   注意：请务必按以上收货人名称标准填写，并填写具体联系人的姓名及展会名称， 

         以防提货时产生不必要的困难。 

   

四．文件要求： 

      1.请仔细填写展品货运委托书，并于 2019年 5月 10日前传真至我司；大件展品请遵照组

委会的特大型展品预报表来执行。 

    2.展品发出后应立即书面通知我司有关发运信息，包括：展品启运日期、预计达到日期、 

      运输方式、运单号（铁路货运单/航空货运单）及展品详细件数、重量及尺码； 

      3.铁路及空运运单要于发货后立即快递至我司，以便及时提货。 

 

五．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请参考随附的运价表. 

 

六．结算办法： 

1. 凡委托我司运输展品的单位，应提前通知我司所需的运输服务项目，我司会依据 

委托书上的货物情况按运价表收费标准计算出费用，并开具帐单给参展商。请展商在收 

到帐单后立即将运输款项汇至我司帐号并随传水单。我司在收到款后方可按所委托的项 

目予以服务。（如在现场交接货物时出现  与委托书标示的件数、重量、尺码不符的情况，

按现场计量的标准收费，展商应以现金方式补足运输货款） 

 

 2.展品进馆时按现场计量的标准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我司工作人员。 

 

3.撤展运输费用应在安排运输前结清。 

 

4.如电汇，我司银行帐号如下： 

   帐  户  名  称：东方金运国际物流(北京)有限公司 

   开  户  银  行：交通银行北京麦子店支行 

   人 民 币 帐 号：110060834018010004348 

 

 注：我司对未付清运输费用者，将扣留其展品或暂不安排运输，所产生的后果及延迟 

费用将由展商自负。 

 

七．保险： 

  1.展商应自行投保展览品的往返运输保险及在展览/仓储期间的保险，如展品发生意外情

况，请展商自行向保险公司办理索赔手续，我司可予以协助； 

2.展商如委托我司代为办理保险事宜，应在展览会开幕进馆前一个月内，将填写好的“展品

运输委托书”传真予我司，以便我司向保险公司办理有关手续； 

3.参展商未按照我司要求办理保险事宜,如在现场我司操作进出馆工作时出现意外,造成展

品破损等情况,我司将根据应向展商收取的进出馆运输服务费的 2倍予以赔付. 

八．备注： 

收货单位：东方金运国际物流(北京)有限公司 

展会名称：珠海国际水产品交易会 

参展单位：X X X X 公司 

展 台 号：                          箱号： 

净    重：              公斤        毛重：            公斤 

尺    码：长        X宽            X高             （厘米） 



1．凡委托我司运输者，视同承认本“运输指南”中所有条款，运输事宜将以本“运输 

指南”的条款为原则。 

  2.  如贵司有自国外发运的展品，为了使您的展品顺利运抵展台，请提前与我司联系有关报 

      关进口事宜，以免产生延迟,影响展商如期参展。 

   

 ＃＃请您仔细阅读以上条款，如有问题请及时与我司联系。 

 

 ＃＃如您已经决定使用我们的服务，请详细填写以下委托书并加盖单位公章传真至我司。 

 

    ＃＃随附：1〕国内展品运输委托书； 

              2〕国内展品运输服务项目及运价表； 

           

 

 

 在此衷心预祝您参加本届展览会取得圆满成功！ 

 

 

 

 

 

 

 

此致 

 

敬礼 

 

 

                                               

                                                东方金运国际物流(北京)有限公司 

                      

                                                          

  

 



 

 

附件一 

国内展品货运委托书 

                                       -----  

参展商名称：                                        展馆/展台号：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手机号：  

运输服务项目 来程 现场服务 回程 其它 

委托服务项目 

（在所需服务上打

“√”） 

自行

发至

展馆 

金运

仓库

代收 

进馆 出馆 
开/

封箱 

空箱

仓储 

委托

金运

回运 

设备组装□ 

 

               

箱号 展品名称（型号） 
包装（木/

纸箱） 
毛重（公斤） 

长×宽×高

(CM) 

体积

(M3) 

         

         

         

         

         

         

         

         

         

         

现场作业

所需机力 

□3吨铲车        □6吨铲车         □8吨吊车     

□12吨吊车       □20吨吊车        □其他需求：             

展品预计布展时间： 

兹委托东方金运国际物流(北京)有限公司代为办理我公司参展展品的接运工作。 

 

 

填表人:________________ 

单位盖章: 

备注： 

1.请完整填写此表格后传真至我司，以便我司统计展品货量，做好展品进馆计划，确保贵司展品顺利按 

时进馆布展。（特大展品如不预报，造成贵司布展困难，我司将不承担责任） 

2.我司联系人：                   电话：010-65910289/0266   传真：010-65910280 

   3.该表不够填时，可复印续填。 



 

 

附件二 

国 内 展 品 运 输 报 价 
 

一. 展品到展馆门口的进馆服务 

1. 服务内容: 

1) 进馆咨询服务及计划安排; 

2) 展馆门外车上接货; 

3) 将展品运至展台位置(附近); 

4) 人工、机力协助展商重大件就位（不含拆箱,组装）。 

5）含空包装箱往返运输 

 

2．基本费用： 

   展馆门外货场接货运输至展台 

   RMB100.00/立方米 (最低收费: 1 立方米) 

 

二. 从珠海市内机场/车站或我司仓库到展位 

（机场及车站所产生的费用及运输费实报实销） 

1. 服务内容: 

1) 进馆咨询; 

2) 从珠海机场/车站或我司仓库提货运至展览场地 

3) 我司仓库货场接货并存放; 

4) 从我司仓库运至展位 

 

2. 仓库收货基本费用: 5 月 15-16 日发运至展馆 

RMB150.00/立方米 (最低收费: RMB300.00\票),另收仓储费 10 元/天/立方米 

 

三. 展品到展馆门外的出馆服务 

1. 服务内容:使用人工或机力协助展商将展品运至展馆门外并装车。 

2. 基本费用: 

展馆门外货场交货 

RMB100.00/立方米(最低收费: 1 立方米) 

 

四. 展品至珠海机场\车站的出馆服务 

1．服务内容:从展览场地运至珠海市内机场/车站. 

2．基本费用: 

从展馆到珠海市内机场/车站. 

 RMB150.00/立方米 (最低收费: RMB 300.00\票) 

 

五. 超重超大附加费 

展品单件毛重在 3000 公斤或单件长、宽、高(其中一项)大于 3 米 X 2 米 X 2 米 (含外包装): 

需在上述基本费用的基础上加收附加费。附加费率: RMB30.00/立方米. 若需要使用 3 吨以上铲

车或吊机,费用单独报价。 

 

 



六. 备注: 

1.拆箱或装箱费用：             RMB50.00/立方米 (最低收费: 1 立方米) 

2.空包装箱仓储费：             RMB60/展期/立方米(最低收费: 1 立方米)，  

3.空包装箱往返运输：           RMB50.00/立方米(最低收费: 1 立方米) 

4.参展展品需晚上现场作业请提前联系,夜间作业费另计；（下午 17：00 后） 

5.此费率不含展品现场组装及保险费。 

6.此报价不含发票税点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