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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博会微信公众号 

前   言 
 

经国务院批准，第22届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以下简称义博会）将于10

月21日～25日在浙江义乌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为方便企业做好各项参展准备工作，

执委会办公室特编写《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参展商手册》（简称《参展商手

册》）。 

我们希望这本手册内容所包含的信息，能帮助您顺利地参加中国义乌国际

小商品博览会。我们会尽可能地完善手册内的信息，若您发现有任何问题和错

误，请立即与我们联系，以便我们及时进行更正。 

请仔细阅读本手册，按照里面的要求填写有关表格，并在截止日期内传真

到执委会办公室相应部门，它将帮助您做好参展准备。内附的各种申报表可直

接向相应执委会办公室索取或复印。 

本手册并不完全取代主办单位和主场承包商的所有服务，对您的任何要求

我们会给予及时关注，并尽可能提供帮助和指导，以满足您的要求。如果还有

其它问题，可以直接和执委会办公室联系，我们很乐意为您服务。 

凡参加义博会的单位、个人，在办理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的有关证

件后即表示承认手册中的规定，并承诺予以遵守，如若违反，须接受中国义乌

国际小商品博览会执委会办公室根据有关规定做出的处理。 

本手册解释权归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执委会办公室。 

本 手 册 电 子 版 已 上 传 义 博 会 网 站 ， 如 有 需 要 ， 请 登 陆

http://www.yiwufair.com “参展商入口”下载有关资料 

 

展务执行机构：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宗泽东路59号          

电话：0579-85415888/111             

邮编：322000 

传真：0579-85415402/403/392 

Http://www.yiwufair.com                     

在线客服QQ：435708 

http://www.yiwufair.com/
http://www.yiwufa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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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提  示 

 

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展期时间规定如下： 

 

1、所有特装企业的施工图纸，凭住建局安全审批（盖章）办理进馆施工手续。所有易燃材料进馆前，

必须先加涂防火涂料，否则不得进馆。 

2、展具租赁欢迎提前预订，网上预订请登录ybh.cccec-expo.com在线预订，展具预订以2016年10月5

日前提交预订单有效。 

3、所有光地企业缴纳展位费时，必须同时缴纳10000元的安全（清场）保证金。退还保证金时，必

须携带发票原件。 

4、布展施工注意事项： 

（1）在布展期间，禁止吸烟，违者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处罚 100 元，第三次加倍处罚并清出展馆，

同时将该企业加入黑名单。 

（2）布展期间请勿动用明火。确需动用明火及电焊的请提前申请。 

（3）施工现场不得进行油漆饰面，违者将扣罚 1000 元保证金，情节严重的，将清出展馆。 

（4）施工时确保不损坏展馆设施设备及建筑物，有损坏的照价赔偿。 

（5）不擅自移动配电设施，禁止私拉乱接电器设备。 

（6）在装饰中所有电线、电缆等应使用公安消防部门检验合格的套管进行安装，严禁三无产品，若

发现，没收该产品并扣罚 200 元安全保证金，安装电灯电器设备等必须由专业电工持证操作。 

（7）不擅自移动消防设施设备、不圈占封密消防拴。 

（8）严格按照执委会规定的撤展时间清理完所有物品。 

（9）所有特搭展具为进馆组合搭建，不在场内使用电锯、电刨等工具。确需要使用的，在展馆方指

定位置使用。 

（10）所有特搭企业需自行配备手提灭火器，无法自带的，可向展具租赁处租用。灭火器租用每只押

金100元，未启用的不收费用，启用后按50元/只收取。 

5、请各参展企业严格遵守时间规定，所有参展企业均不得提前和延时撤展，违者将按《手册》有关

规定处理。 

（一）报到和布展时间： （二）开馆时间： 

10月17日—10月18日   8:00-17:00 

10月19日             8:00-20:00 
10月21日—24日    每日8:30—17:00 

10月20日19:00前必须完成布展，20日白天封馆安检 10月25日8:30—14:00 

10月20日19:00—20:30  预展    21日～25日为展会贸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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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疑问，敬请联系我们：  

义博会各行业负责人 

日用品： 

黄建东、吴雨时 

QQ：281526372（黄） 

QQ：349821524（吴） 

0579-85415408（黄） 

0579-85415550（吴） 

 

 

针纺织品:郑欣 

QQ:1010113774 

0579-85415265 

 

 

宠物用品：王志倩 

QQ：814090296 

0579-85415800 

 

电子商务及贸易服务： 

金增辉 

QQ：2063350571 

0579-85415806 

电子电器：龚攀成 

QQ：863268401 

0579-85415427 

机电机械：尹夏 

QQ:475569548 

0579-85415257 

工具/建筑/日用五金：王丹青/杨文峰/朱晓婷 

0579-85415267/426/801 

QQ：2802982158（王）、1148962552（杨）、 

1790014414（朱） 

 

文化办公： 

宗云博 

QQ： 52349221 

0579-85415259 

 

 

玩具、体育及户外休闲用品： 

蒋明栋 

QQ: 3132223762 

 0579-85415405 

 

国际展区：郑寒 

QQ:1049013030 

0579-85415012 

 

工艺品/喜庆用品： 

叶园、骆海峰 

QQ: 2331455570（叶） 

 564174468（骆） 

0579-85415409（叶） 

0579-85415552（骆） 

饰品及饰品配件：楼苏平

QQ:434796057（楼） 

0579-85415805   

山海协作、妇联来料加工： 周翔 

QQ：19355840 

0579-85415802 

 

 

市场推广部 TEL：0579-85415888 85415420    

E-mail:service@yiwufair.com      

客服QQ:435708 

展品寄存处TEL：0579-85415568 13867904780(王建盛) 

地址: 义乌市宗泽东路59号南广场地下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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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展会主要服务机构 
 

一、组织机构： 

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执委会办公室 

部     门 职               能 联系电话 

综合业务部 负责各项活动、工作的综合协调、联络和督察等工作 85195527 

展览招商部 负责义博会招展招商、展位安排和展馆现场管理和服务等工作 85199995 

环境卫生部 负责义博会期间整体环境策划、布置和卫生保障等工作 85195280 

新闻宣传部 
组织协调义博会的宣传报道、配套活动组织、形象策划实施、

记者邀请联络等工作 
85195277 

后勤接待部 负责义博会参会宾客的后勤保障等工作 85195733 

 

 

二、现场服务机构：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展览有限公司 

 

展览部 

电话：0579-85415111/259/409/257/408/979 

展馆运营部 

电话：0579-85415961/962/979/969/608/978 

市场推广部 

电话：0579-85415888/126/525/396 
 

 

三、义乌市内常用电话： 
义乌区号：0579         匪  警：110       火  警：119        急  救：120 / 96120 

天气预报：121          客运咨询：96233     火车咨询：95105105 

航班咨询：85456789  85665205（DOM） 85456722（INT）       邮政快递：11185 
 

 

四、义博会地点  
地址：浙江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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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参展商报到、布展、撤展流程表 
 

 

1、时间: 光地展位：10月17日—10月18日 8:00-17:00 

10月19日8:00-20:00  

10月20日8:00-19:00  

标准展位：10月18日8:00-17:00 10月19日8:00-22:00 

                    2、签订《义博会展位管理使用办法、义博会知识产权承诺书》 

3、提交《展位确认书》后，领取参展证、布展证及其他参展资料 

4、携带《特装设计及施工方案图纸审核意见表》，填写《临时

施工证申请表》，交纳费用后领取相关证件 

5、签订《参展商展期承诺书》 

6、办理临时车辆通行证 

 

 

 

1、现场租赁服务处：办理展具、电源、电话、网络等租赁手续 

2、展品提取处：提交证明材料，交纳相关费用后，提取展品 

3、提交《现场加班申请表》，办理加班手续 

 

 

 

1、展示时间:  10月21日～24日      每日8：30～17：00 

10月25日                8：30～14：00 

              2、遵守展览秩序，注重企业形象 

                3、重视安全，保管好贵重物品 

4、配合好工作人员，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1、时间：10月25日14：00～22：00 

2、现场租赁服务处：办理退回所租赁展具手续 

3、各展馆服务台办理《出馆证》 

4、凭《出馆证》撤出展品 

 

报 

到 

 
布 

展 

 

展 

览 

 

撤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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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参展准备 
 

一、参展证申办 

参加义博会的所有参展商必须领取参展证，才能在博览会期间自由进出展馆，并在展台内工作。

所有参展证和展会期间各项活动安排等信息请于10月17—20日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参展商报到处领

取。 

1、申办对象：参展企业的展台工作人员。 

2、证件有效时间：10月17—25日 

3、名额分配： 

（1）一个标准展位可免费申领参展证3本； 

（2）二个展位可免费申领4本； 

（3）三个展位可免费申领5本； 

（4）四个展位可免费申领6本； 

（5）四个以上展位可免费申领8本；  

（6）超出以上规定名额收取每证100元。 

注：1个展位限补2本，2～3个展位限补3本，4个展位以上限补4本。 

4、办理方式：各参展企业提供每位参展人员姓名、职位、手机/电话、电子照片标注姓名、邮箱

并注明公司名称，发至相关行业负责人邮箱。如不能及时办理，也可凭《展位确认书》在报到时现场

拍照办证（但因报到时人员较多，故不推荐此方式）。 

5、各行业负责人联系方式：详见第4页 

二、参展企业邀请的客商采购证申办： 

1、开展前商城展览公司将含有参展企业logo、公司简介、公司名称（中英文）、联系方式、EMAIL

（以上信息需参展企业提供）的个性化链接发给展商，展商可将此链接发送给您所邀请的采购商，您

邀请的采购商可通过链接中的预登记功能免费获取义博会入场证。 

2、请填写《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受邀客商登记表》见附件（一）于10月10日前交予商城

展览行业负责人，经审核后，统一给您邀请的采购商免费办理义博会入场证。 

3、各行业负责人联系电话：详见第4页 

三、证件管理规定说明 

1、参展证、布展证、施工证等不同证件进馆时间及使用日期各不相同，请注意证件标明使用日

期，进馆时间及执委会现场公告。 

2、进入展馆要佩带好证件，主动刷卡并与保卫值勤人员配合，共同维护好大会秩序。 

3、各类证件只限本人使用，不得转借、变卖涂改，违者没收证件。 

4、对违反证件使用管理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当事人责任。 

5、本次展会仅供专业人士、贸易及商业观众入场参观。主办单位保留权利，禁止任何无关人士

入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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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台位置： 

主办单位根据各参展单位报名条件，分批通知安排展位，并在交付相关展位费用后，由展务执行

机构开具《展位确认书》。参展单位应服从大会统一安排，并到博览会现场核对展台位置，有任何问

题应及时与展览部工作人员联系。 

五、会刊登录和广告 

     参展单位的中英文名称、地址、电话、传真、电子信箱、网址、邮编以及公司业务简介（不多

于80字）将刊登在由主办单位编制的《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会刊》上，同时上挂在线义博会网

站，将通过四大优势媒体（义博会官方网站、展商展品查询系统、义博会会刊、义博会宣传光盘）集

中向近10万采购商进行展示，详尽、准确的信息令数据检索更为准确，使更多的采购商选择您。  

请 各 参 展 商 务 必 于 2016 月 9 月 20 日 前 登 陆 义 博 会 官 方 网 站 “ 在 线 登 记 展 品 ”

（http://biz.chinafairs.org/cn/back/AddProduct.aspx）登记展品详细资料并上传展品图片（会

刊图片1张请注明，另网站及光盘图片10张），或将资料发送至邮箱expo@yiwufair.com 

有关会刊登录资料，我公司将以“在线登记展品”为准，因时间延误所造成的会刊内容错误丢失等问

题，一经发现，请即通知我方，以便内容及时修改，但我方不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 

赞助用品：充分发挥义博会的品牌资源，给广大国内外优秀企业、名优产品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展

示平台和更有效的推广机会，实现义博会与企业双赢。本届义博会期间，执委会接受各企业提供赞助。

详情请参阅《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征集专用产品、活动赞助商通告》。 

联系人：钟逸 

咨询和联系电话：0579-85415525       传  真：0579-85415412                

六、宾馆预订 

各参展企业如若需要酒店预订服务，请登录www.yiwufair.com在线预定或与执委会后勤接待部

客商服务部联系，见（附件七）《客商住宿申请表》。 

联系人：胡超 

电  话：0579-85415420               传  真：0579-85415777 

七、翻译和服务人员 

本届博览会将有众多境外贸易商、采购商参观，为便于国内参展商与国外客商之间的交流，本

届博览会执委会可以为参展商提供翻译人员、展台服务人员。若您有需要，请填写翻译和服务人员登

记表（附件六）。 

联系人：王慧 

电  话：0579-85415420               传  真：0579-85415777 

 

 

第四章     布   展 
一、布展证申办 

参加义博会的所有参展企业，需要进场布展的需申领布展证。企业凭展位确认书在报到期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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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国际博览中心现场参展商报到处领取。 

1、申请对象：参展企业的布、撤展人员。 

2、有效时间：布展证只限于布展、撤展期间使用，布展证在展览交易期间无效。 

3、名额分配： 

（1）标准展位每个展位可免费申领布展证3本，超过3本收取20元/本的管理费； 

（2）特装展位可免费申领8-12本，超过12本收取20元/本的管理费。 

4、各行业负责人联系电话：详见第4页 

 

二、展览工程服务 

1、服务职责 

（1）依据《布展施工管理规定》、《安全管理规定》对参展商、施工单位的布展施工进行全

面监督和管理。 

（2）协助对申请特装、改装的展位施工图进行审核，并办理相关手续。 

（3）向参展企业提供租用展具等布展服务。 

2、服务项目：开通长途电话、上网、电源点申请、展具租赁、问询、货物运输、票务、鲜花出

租、美工服务、小卖部、快餐部等。 

3、服务地点：展具租赁处。 

 

三、现场搬运 

1、展品搬运由参展企业自行搬运展品。 

2、场馆运营部对现场违规搬运有监督权和处罚权。 

 

四、车辆管理 

参展单位自运展品的车辆须到报到处或各展具租赁点，办理临时车辆通行证（证件费用50元/

本），车辆凭证进馆，卸货不得超过1小时，司机不得离开。 

 

五、现场展位电话安装申请 

参展企业可向现场租赁服务处申请国内长途电话安装，按100元/门标准包天核算。 

办理地点：各展具租赁处       

 

六、现场上网服务申请 

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可为参展商提供宽带接入服务，参展商可申请安装。 

申请办法：参展商可在现场租赁服务处申请及交费，大会将为申请服务的展位安装开通。 

 

七、楣板文字的制作与修改 

各参展企业展位楣板文字（中英文）的原始资料来源于各企业参展申报资料。标准展位的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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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会统一制作，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覆盖、更改。确需修改或重新制作的请上报展商报到处，经核实

同意后由大会统一安排更改。 

提示：楣板原始资料正确，制作过程发生错误，修改不收费用；非因制作失误、修改或重制的

需收取60元/块制作费用。 

 

八、投诉接待 

为妥善处理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期间大会展馆范围内发生的各类投诉事件，维护中国义

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的良好形象和信誉。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在大会执委会办公室内设立投诉

接待站，负责受理参加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的客商投诉。 

1、受理投诉的范围和内容 

（1）展会期间的服务质量； 

（2）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期间签约的贸易纠纷及合同履约问题； 

（3）产品质量问题； 

（4）知识产权； 

（5）其他投诉。 

2、受理投诉的地点及联系电话 

地点：执委会现场办公室          电话：0579-85415588 

      知识产权保护办公室        电话：0579-85415315 

 

九、展位使用管理 

（一）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展位仅限经资格审查、复核和备案的参展单位使用。展位实际使

用单位须与展位楣板标明的参展单位保持一致，展位使用必须遵守执委会规定，严禁如下行为： 

1、严禁违规转让或转租展位。凡属展位实际使用单位与展出单位楣板标明的参展单位不一致，

均视同违规转让或转租展位。包括： 

（1）联营名义将展位转给联营单位使用； 

（2）以供货或协作（含挂靠）名义将展位转给供货、协作、挂靠单位使用； 

（3）以非参展单位（指未经资格审查、复核和备案的单位）名义对外签约； 

（4）以借用名义将展位转给（借给）其他单位使用； 

（5）未经许可擅自对调、对换展位； 

（6）供货、联营、协作等单位高价收取展位费或参展费； 

（7）其他违规转让或转租（卖）展位的行为。 

2、严禁占道经营、零售叫卖； 

3、严禁超功率使用灯具、音响（60分贝以下）、电热器等，以及影响周边参展企业正常参展； 

4、严禁破坏展具和展馆设施，撤展不清场，不按规定使用证件； 

5、严禁展示、展销不属于本馆参展范围的展品； 

6、严禁违背参展商手册、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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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严禁违反国家规定的其他法律法规。 

（二）执委会将对有以上违规行为的单位，作如下处理： 

（1）警告，没收进场证件；                      （2）封闭展位，收回本届展位使用权； 

（3）暂扣展品进行检查，待会后执委会审定处理；  （4）取消下届参展资格； 

（5）呈报移交经检部门或消协依法处理。 

（三）大会期间，执委会办公室展览事务部有权对展位使用情况和展览秩序进行检查，对参展企业不

良行为进行登记并处理。 

 

第五章     撤   展 
1、撤展时间：2016年10月25日14：00～22：00 

2、参展商必须在展会最后一天的规定时间内撤展，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前撤展。 

3、展品运出展馆大门，请在各展馆服务台办理《出馆证》，门卫凭《出馆证》验收放行。 

4、参展商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撤展又未向主办方或展馆方提出任何申请的，该展台内遗留的

物品将示为遗弃物品，展馆方将向参展商收取有关清理费用。 

5、 特搭企业在规定时间内撤展完毕后，请到各展具租赁点退回押金，不在规定时间内清场的

特装展位，清场押金不予退还。 

6、爱护馆内一切设施，不得夹带走，不得损坏，违者除照价赔偿外，情况严重的将予以重罚。 

 

 

第六章     相关服务项目收费标准 
1、展具租赁收费标准： 

为方便企业布展，展馆方提供展具租赁服务，租赁费收费标准见附件四。需租赁展具的参展企

业，请提前预定，网上预订请登录ybh.cccec-expo.com在线预订，展具预订以2016年10月5日前提交

预订单有效，逾期请到服务大厅现场办理租赁手续。 

2、特装展位施工收费标准： 

（1）施工管理费：由非主场搭建商搭建光地展位进场施工前须填写《光地（特装企业）进场施

工费用办理事项》（附件三），办理施工许可证，并缴纳施工管理费，收费标准20元/平方米（展览

净面积）； 

（2）电费：特装展位的用电，按实际用电量申请电源（详见附件四）； 

（3）特装保证金：特装展位的安全（清场）保证金，按10000元/家企业标准收费。保证金在企

业按规定撤展完毕后，到就近展具租赁处或综合楼四楼场馆运营部办理退押金手续。 

3、楣板制作修改收费标准： 

企业楣板如需修改，应向展商报到处申请，并收取60元/块的制作费用。 

 

 

 

http://www.cccec-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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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布展施工管理规定 

 

为全面提高义博会的布展和服务水平，完善和规范布展施工管理工作，主办单位负责展馆的总体

设计和效果，各展台内部装饰（包括展品陈列、图片、文字说明等）均由参展单位自行设计安排，特

制定如下规定： 

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展位布展分为标准展位（以下简称为标摊）和特装展位（以下简称

为特装）装修布展。 

一、标摊展位基本配置 

标摊搭建是使用统一材料，按规定的标摊模式统一进行的展位搭建。标摊的搭建及展具配置工作

由主场搭建商博览中心负责。 

标准展台为3米×3米共9平方米的展位，展台内由主办单位提供一套基本设施，其中包括：三面

白色展板（板宽1米，高2.5米），一张咨询桌，两把折椅，两盏射灯，一个220V/10A电源插座、一只

废纸篓、地毯和一块中英文的公司楣板。 

二、标摊展位布展规定 

1、参展企业公司楣板的中英文名称，以参展申请表为准。不经行业负责人同意不得随意更改，

并于截止日期前邮寄或传真至商城展览。由于字迹不清或时间延误所造成的楣板、会刊内容错误等问

题，主办单位在得到参展商通知后，会尽可能帮助修正，但不承担任何责任和损失。 

2、参展企业不得对已搭建的标摊擅自进行改建、嫁接；禁止在铝材、展板上打孔、钉钉；严禁

私拉乱接灯具及其他用电器具。否则，义博会执委会办公室有权强制恢复原状，所产生的费用及后果

全部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 

3、电锯、电刨等木工制作应在展馆外操作，禁止在展馆内进行木工材料及油漆类基础加工。 

4、不得在人行通道、出入口、消防设施、电源设施等处摆、挂、贴及钉各类展览样品、宣传品

或其他标志。 

5、展馆任何地方都禁止擅自粘贴。如确需在展板及展架上粘贴KT板、万通板或及时贴类宣传品，

请自带或到展具租赁处购买展览专用贴进行粘贴。 

6、标摊展位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布展。 

三、特装展位（光地展位）基本配置 

特装布展是指对光地展位进行特殊装修的布展区域。特装展位（光地展位）将不提供任何展具和

物品，参展单位可向义博会主场搭建商博览中心申请搭建，也可选择其他单位对展台进行特殊装修。 

四、特装展位布展规定 

1、为安全起见及保证特殊装修的展位符合义乌市消防支队的有关消防安全规定，参展单位必须

向商城展览报送特装设计及施工方案（特装设计及施工方案审核意见表见附件二），将特殊装修摊位

的效果图及用电负荷和装修使用材料的文字说明在10月1日前将原件邮寄或送达商城展览，鉴于审图

须图表清晰，故不接受传真。在该搭建商进馆办理有关手续前，施工方案图纸必须得到组织方、住建

局、展馆方批准审核通过后方可进场装修。施工时必须严格按照地面标贴的指示，将本企业的展位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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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在标贴指示的范围之内。 

2、参展商如委托主场搭建商以外的单位设计制作展位，装修图审核通过后填写（附件三）缴纳

特装管理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后，领取施工证（一人一证），凭证进场施工。 

3、装修施工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和区域内施工，严格遵守消防安全法规条例和有关规定，并出具

展览会责任保险，否则，造成损失，施工单位应负全部经济损失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展会结束后由装修施工企业（参展商）各自负责清除遗留的装修垃圾，清除完毕后，由国际

博览中心在清场保证金收据上签字认可，装修施工企业（参展商）凭此收据到国际博览中心财务部退

清场保证金。注：退还保证金时，必须携带发票原件。 

5、为保证展会的整体视觉效果，特装展位统一高5米（净面积大于或等于54m
2
可放宽到6米，若

影响监控设施的展位，高度严格控制在5米以内）,并不得以任何形式封顶，确保消防报警系统和自

动喷淋灭火器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参展商必须以纯色布或木材装饰自身展台背面超出另一展台的

高度部分，并且该部分中不能出现任何公司名称、商标及其它广告宣传成份。 

6、展品摆放及展台设计须顾及邻近展台视野及观众人流的影响，各展位在通道侧的墙体，不能

采用全封闭围墙形式，靠地面处通透面积不少于30%。 

7、所有木质装修材料在进馆前必须涂上防火材料方可进馆。对不符消防安全和展场规定的展品

分布及超高装置，国际博览中心有权提出调整意见，参展者应予接受和进行调整。 

    

第八章    展馆安全管理规定 
 

1、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1）制定安全保卫方案措施，加强宣传教育和管理，提高与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确保大会安

全。 

（2）全体与会人员须高度重视安全工作，自觉遵守大会各项规定，共同维护大会秩序，不参与

法轮功邪教组织等非法活动，提高警惕，预防各类事故的发生。 

（3）从布展之日起，所有进馆人员须将证件挂在胸前，服从和配合保卫人员检查。不准将证件

转借他人和带无证人员进馆，违者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4）认真做好安全防火工作。各单位加强对所属人员安全防火教育，做到防火工作人人皆知，

自觉遵守，确保安全。 

2、展台样品摆放管理规定 

（1）妥善保管好展样品和个人随身物品。如有单价4000元或总价50000元以上的展品，请先向

执委会申报，可申请寄存到展馆贵重物品仓库，如不寄存，请在每天闭馆前，要将贵重展样品存放展

柜和保险柜内或采取其它有效保护措施，并由专人负责看守和管理，参展商应严格按照展会开放时间

看守展台，以确保展台样品安全。对于在展会布展、开展、撤展期间因无人看守展台而造成的展品

丢失，由参展商自行负责，如有丢失被盗，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2）陈列的刀具、枪支等展样品，要由专人看护，妥善保管，上、下班要清点数目，防止被盗。 

（3）剧毒品、易燃易爆和放射性等展样品，只能使用仿制代用品，严禁携带实物进入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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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布展期间使用的展品包装箱、纸屑等杂物务必在大会开幕前及时清理出馆外，严禁将其存

放在展位内、柜顶或展位板壁背后，如有违反，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3、全馆禁止吸烟 

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展馆内（包括办公室、大厅、会议室、展位、仓库、走廊通道、天

桥、楼（电）梯前室、咖啡室等地）禁止吸烟。违者将视情节参照《消防法》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

吊扣或没收证件、通报批评、清出馆外等处罚。对外商违章吸烟者，进行批评教育，屡劝不改者，按

照外国公民有关管理规定进行处理。 

4、施工及装修用材、用料使用管理规定 

（1）展馆内不得使用未经阻燃处理的草、竹、藤、纸、树皮、泡沫、芦苇、可燃板、可燃地毯、

布料和模板等物品作装修和装饰用料。 

（2）所有装修和装饰材料均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 

（3）施工机械操作演示确实需要用汽油、酒精等易燃液体，使用前24小时须报中国义乌国际小

商品博览会执委会办公室审批，批准后，派专人负责管理，确保安全。 

5、保证消防设施完好和正常运转 

（1）各参展代表应自觉爱护展馆内的各种消防器材和设施，保证消防设施完好和正常运转。 

（2）消防栓和灭火器材前1.5米范围内不得摆放任何物品，严禁阻挡、圈占、损坏和挪用消防

器材。 

（3）馆内装修构架（含展品、灯箱等）须与天花保持1米以上的净空，无天花的展馆应离设备

层0.5米，所有展位及装修不得以任何形式封顶，确保消防报警系统和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的功能正常

发挥。 

6、施工和布展使用电气材料和设施设备的安全规定 

（1）选用的电气材料和设施须符合国家的产品质量标准和消防安全要求。 

（2）配电开关箱内必须设置漏电保护器。 

（3）穿过人行地面、地毯和暗敷设在装修内的电线须穿管（金属管，难燃塑料管）保护。 

（4）金属保护管和金属构件须做电器跨接，并做安全接地。 

（5）各电气回路必须有专用保护地线，并与凡可能接触漏电的金属物件相连。 

（6）筒灯、石英灯要有石棉垫防护；广告灯箱、灯柱内须留有对流的散热孔，灯具整流器和触

发器须选用消防部门检验合格产品。 

（7）使用大功率发热灯具应加装防护罩（如40W以上碘钨灯）、禁止使用300W以上的大功率灯

具。 

（8）展位用电，须如实办理申请手续。不得随意接入展厅的电箱和插座上。不允许利用天花悬

挂灯具和电线。 

（9）各参展商和施工单位要注意爱护展馆的电器设施设备，不得随意打开、拆撬，不准乱拉乱

接。 

7、电气设备的安装应符合防火安全要求 

（1）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源插座须严格在所允许的最大容量300W内使用，不得插接超出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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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的电器设备，严禁自带插座板串接使用，违者大会将视为对安全供电构成隐患而予以查处；大会

配置安装于展位上的所有用电设施设备，参展商不得随意拆除或移位，更不能带出展馆。 

（2）电气产品的安装、使用和线路、管道的设计敷设，须符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技术规定。 

（3）各搭建施工单位进场布展前应按用电负荷申请电源点，施工完毕，经电工检查合格后方可

通电。 

（4）各展位安装的电器产品，其电线应使用有公安消防部门检验合格（应有检验证书或标识）

的单根导线并套金属管或难燃套管敷设，按用电要求做好接地体的跨接；地毯下的电线不得有接口；

敷设在过道地面的电线，必须加以保护；不得使用双绞线（花线）、铅芯线等。 

（5）广告牌、灯箱、灯柱内须留有对流的散热孔，日光等镇流器应采用消防科研单位检验合格

的产品或检验合格的电子产品。 

（6）各展位的筒灯、射灯、石英灯等灯具的安装须与展品、装饰物等保持30Cm以上的距离，并

应加接线盒，电线不准外露。 

（7）展馆各展位不准使用电水壶、电炉、电烫斗等大功率电器设备 。 

（8）重点展区和自行搭建展位、中心展台等，须有专职电工留馆值班。 

8、认真做好闭馆前的清场工作 

（1）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每天闭馆前，各参展代表应积极配合保卫人员做好清场工作。 

（2）清场的主要内容有：①展位内的可燃杂物、火种和其它灾害隐患；②切断本展位的电源；

③保管好贵重物品。 

9、积极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如下： 

（1）根据国家相关通知要求，制定相应方案，相关设施和设备要进行定期消毒与通风。 

（2）建立完善突发事件报告制度。提醒客商出现发热、干咳或呼吸困难等症状，主动到展馆医

疗服务点或医院进行检查，展馆需在2小时内报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展会期间就餐管理规定： 

为确保展会期间执委会、参展商、采购商就餐的卫生与安全，请在展馆指定的快餐供应处就餐，

切勿到小摊小贩处购买，以保证食品安全。 

 

第九章     刊物及宣传品管理 
 

1、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刊物和宣传品是指以义博会名义编印以及经义博会执委会办公室

同意在会场内发送的会刊、名录、专刊、电子出版物等资料。 

2、义博会刊物和宣传品须符合以下要求，经执委会办公室审查批准后，方可在义博会现场赠阅。 

（1）以宣传外经贸政策和外经贸改革与发展、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为主要内容，刊物和

宣传品名称须与内容相符。 

（2）专项宣传义博会的宣传品，均由义博会执委会办公室统一编印和对外发送。 

（3）未经义博会执委会办公室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义博会名义征集文稿和广告，不得

在任何刊物和宣传品的封面及封底使用“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中英文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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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经义博会执委会办公室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大会现场发放资料或刊物。 

（5）各参展单位的单项资料（如商品目录、企业简介、产品说明等），自行安排对外发送，但

仅限在本展位内发送。 

 

第十章    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 
 

一、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的正常交易秩序，维护公平竞争，增强参展企业的

产品质量意识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交易参与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

提升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参展产品的质量水平和品牌意识，特制定本规定。 

二、参展与投诉须知 

第二条  参展企业须保证其所有展出商品的质量，能提供必要的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质量

合格证等；须保证展品、展品包装、装潢宣传或展位的任何展示部分等各方面均没有违反有关法律法

规或侵犯他人权利，包括所有知识产权；进口展品则必须提供官方的检验、检疫证书及其他必要证明

文件。 

参展方应当合法参展，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服从展会知识产权投诉机构就知识产权问题进行

的管理，并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或司法部门的调查予以配合。参展项目依法应当具有相关权利证

明的，参展方应当携带相关的权利证明参展；对参展项目标注知识产权标记、标识的，应当按照有关

规定标注。 

第三条  参展方从签订《义博会知识产权承诺书》之日起，即视为承诺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服从展会知识产权投诉机构对知识产权涉嫌侵权行为的认定和处理，服从和配合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

门的管理。 

第四条  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知识产权保护办公室（以下简称"保护办"）设在大会现场

执委会办公室内，是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接受展品质量和知识产权投诉的唯一机构。保护办负

责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期间法律咨询及协调处理有关知识产权纠纷的投诉，即受理中国义乌国

际小商品博览会期间发生在展览现场的展品质量纠纷和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投诉。大会邀请工商、质

监、检验检疫、卫生、专利、版权等执法管理部门驻会处理投诉，投诉电话：0579-85415315。   

投诉人须通过保护办，方可对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期间发生在展会现场涉嫌侵犯知识产

权提出投诉。如因未通过保护办，而与涉嫌侵权方进行干涉，在展览现场引起纠纷以致影响交易秩序

的，大会安全保卫人员有权将引起纠纷的人员当场请出展馆。 

第五条  如侵权指控事实成立，参展企业须同意赔偿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执委会办公室

因第三方指控参展企业或执委会侵权而引起的一切费用与损失。投诉人如按照本规定向大会提出投

诉，并要求大会对被投诉人采取措施，须同意支付大会执委会因有关投诉所采取措施而引起的费用并

赔偿可能造成的损失。 

三、处理投诉程序 

第六条  参展企业如在展位被人指控侵权，可要求对方向保护办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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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向保护办投诉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并填写《投诉请求书》：  

  （一）合法有效的知识产权权属证明：涉及专利的，应当提交专利证书、专利权评价报告或检索

报告（发明专利除外）、专利权人的身份证明、专利法律状态证明；涉及商标的，应当提交经投诉人

签章确认的商标注册证明文件，商标权利人身份证明；涉及著作权（版权）的，应当提交调查申请书、

权利人身份证明、权利归属的证明；  

  （二）涉嫌侵权当事人的基本信息；  

  （三）涉嫌侵权的理由和证据；  

  （四）委托代理人投诉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投诉人不得就同一知识产权对同一被投诉人重复投诉。 

 对上届已经保护办处理过的专利、著作权（版权）投诉，本届继续发现的同一侵权个案，投诉人

还应出示在上届展会闭幕后通过法律途径跟踪处理的法律文件。如投诉人不能出示相关文件的，不予

受理。 

投诉人须同时承诺，因提交虚假投诉材料或其他因投诉不实给被投诉人带来损失的，由投诉人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投诉材料和承诺一式两份，保护办和被投诉人各存一份。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护办对侵犯专利权、商标专用权、著作（版权）的投诉或者处

理请求不予受理：  

  （一）未按本规定第七条提交相关资料的；  

（二）投诉人或者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的； 

（三）存在权属纠纷，正处于人民法院的审理程序或者管理部门的调解程序之中的；  

  （四）专利权正处于无效宣告请求程序之中或专利权已经终止，专利权人正在办理权利恢复的；  

（五）专利权评价报告（或检索报告）认为专利不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的； 

（六）商标权已经无效或者被撤销的。 

第九条  保护办在展会期间处理涉嫌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被投诉方在

被告知其展出的展品及宣传品或其他展示部位涉嫌侵权后，应立即签署《承诺书》，并在4个工作小

时内作出不侵权的有效举证，向展会知识产权投诉机构出示权利证书或其他证据以证明其拥有被投诉

内容的合法权属，并协助工作人员对涉嫌侵权物品进行查验。 

  被投诉方未做出或不能做出不侵权有效举证的，被投诉方应将涉嫌侵权的物品撤展；拒不撤展的，

展会知识产权投诉机构予以撤展或提请执法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条  被投诉方做出不侵权举证的，保护办在 2 个工作小时内将举证材料送达投诉人（投诉人

未在展馆参展的，可电话形式告知），投诉人应同时承诺服从保护办对是否涉嫌侵权做出的认定，不

就同一知识产权对同一被投诉人重复投诉。投诉机构在举证材料送达后展开调查认定工作，并在 8

个工作小时内做出是否涉嫌侵权认定。 

第十一条  保护办做出涉嫌侵权认定的，被投诉人应在接到保护办撤展决定 2 小时内将涉嫌侵权

展品撤展，拒不撤展的，保护办予以撤展或提请执法部门依法处理。 

保护办做出撤展决定后，被投诉人补充相关材料证明自己不涉嫌侵权的，由被投诉人向展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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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投诉机构提交重新确认不涉嫌侵权的申请，由展会知识产权投诉机构重新调查认定。 

展会知识产权投诉机构做出新的认定意见前，原撤展决定继续生效。 

 第十二条  为维护大会的交易秩序，在保护办作出处理且被投诉人接受此处理后至当届义博会结

束前，投诉人不得在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展览现场对被投诉人采取其他行动。 

第十三条  无论保护办有否对被投诉人作出初步处理，在当届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结束

后，投诉人对被投诉人采取的任何一步法律行动，与大会不再有任何关系。 

四、责任 

第十四条  保护办对涉嫌侵权产品作出处理后，涉嫌侵权的参展企业仍继续违反规定的，执委

会办公室将收回其涉嫌侵权展位参展代表人员参展资格证件，封存其涉嫌侵权展位内的一切物品直至

当届义博会结束，并取消该企业下一年度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的参展资格。 

第十五条  有以上行为的参展企业，将被执委会办公室记录在案。参展企业在历届中国义乌国

际小商品博览会上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次数累计达到三次的，大会将取消该企业的中国义乌国际小商

品博览会参展资格。同时，执委会办公室将当届涉嫌侵权企业名单抄送企业注册地相关政府部门。 

五、附则 

第十六条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本规定所指的知识产权包括： 

1、版权及相关权利； 

2、商标权； 

3、地理标志权； 

4、工业品外观设计权； 

5、专利权； 

6、集成电路布图(色痕迹拓朴图)权； 

7、对未泄露之信息的保护权。 

第十七条  本规定所指的涉嫌侵权的参展企业以该展位的申请企业（即楣板所列公司）的名称

为准。无论直接涉嫌侵权者是展位的申请企业本身、子公司、联营单位、供货单位或协作单位，根据

本规定第四章所规定责任的承担者均为该展位的申请企业。 

第十八条  如果被认定（或裁定）的侵权者为展位申请企业的子公司、联营单位、供货单位或

协作单位，达到以上规定的侵权次数，将同时对展位申请企业及被投诉单位依法采取处理。 

第十九条  证明知识产权的存在及所有权所需的文件，包括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中要求的证明

文件，以及保护办有关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要求的证明文件。 

第二十条  本规定解释权归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执委会办公室。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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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届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 
特装设计及施工方案图纸审核意见表（附件一） 

 

参展商  联 系 人  

展位号  联系电话  

展台面积  展台高度  用电功率  

搭

建

商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地    址  邮    编  

现场负责人  施 工 证  

所报图纸资料 初审意见 

1、设计方案的立体彩色效果图、平面图、立方体图（包括详细尺

寸和材料说明） 

同意  □     不同意 □ 

                         

经办人：          

2、有关用电资料（包括电器平面图、系统图，系统图开头规格及

线径大小、用电负荷等）整体结构安全性 

同意  □     不同意 □ 

                         

经办人： 

电器名称 规   格 数   量 

日 光 灯   

射    灯   

高温灯具   

其他灯具   

插    座   

设备用电   

注意:被批准安装的高温灯具必须有足够的散热空间 

审核程序： 

1、 主办方收集审核意见及审核资料； 

2、 审核意见由主办方统一汇总后通知企业。 

主办方审核意见  

监理单位审核意见  

截止日期 

2016 年 10 月 16 日 
所有光地参展单位 

 此附件必须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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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届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 
光地（特装单位）进场施工费用办理事项（附件二） 

 
1．车辆通行证：   50元/本       

2．施工许可证：   50元/本 

3．施工证：       10元/本（12本以上20元/本） 

4．施工管理费：   20元/平方米 

5．电源点380V ：    1000元/15A   1500元/30A   2000元/60A   3500元/120A 

6．加班费用：     20元/小时/展位（24:00后按30元/小时/标准展位收取） 

特别提示：1．特装企业需缴纳以上费用后凭证进场施工。提前进馆施工每天

加收20元/平方米的管理费、电源费用；展馆方如发现未交相关

费用进场施工的企业或搭建单位，将扣除其双倍的施工管理费。 

          2．需加班的单位应在15:00前到各展具租赁处办理加班申请；展馆

方对未缴纳加班费用进行施工的企业或搭建单位，予以双倍加

班费处罚。 

               3．未按规定时间清场加收26.8元/平方米/天逾期管理费、清运费。 
 

 

临时施工证申请表 

部门：场馆运营部      

电话：0579-85415961                            传真：0579-85415900 

 

参展单位  

展位号  特装面积  

车辆通行证数量  施工许可证数量  

电源点 380V □15A □30A □60A 施工证数量  

现场安全负责人  电  话  

我已收到有关安全规定，并遵守规定，负责现场安全 

 

安全责任人签名：              
 

截止日期 

2016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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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届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 

展具租赁及电源申请表（附件三） 
部门：场馆运营部 联系人：沈丹 预定电话：0579—85415961现场电话 85415089传真：0579-85415900   

  名 称 规   格 单位 预定租价 现场租价 押金 数量 备注 

展 

 

 

 

 

具 

活络搁板 990L×300W×10Hmm 块 40.00  50.00  50.00    承重＜5Kg 

洽谈桌 650L×650W×680Hmm 张 100.00  120.00       

咨询桌 974L×474W×760Hmm 张 100.00  120.00       

折椅   把 30.00  40.00        

低玻璃柜 1000L×570W×1000Hmm 只 160.00  200.00  200.00      

高玻璃柜 1000L×350W×2000Hmm 只 400.00  400.00  200.00     

玻璃茶几 

直径 600mm 张 80.00  100.00  100.00      

直径 700mm 张 90.00 110.00 100.00   

直径 800mm 张 100.00  120.00  100.00      

钢木茶几 直径 800mm 张 120.00 150.00 100.00   

匙孔板 950mm×1400mm 张 100.00  120.00  200.00      

网片 1000mm×1500mm 张 20.00  25.00  20.00    配 2 个挂钩 

货架 

1000L×350W×2050Hmm 个 150.00  180.00        

1500L×350W×2050Hmm 个 200.00  240.00        

1200×500W×2000Hmm 个 280.00 300.00    

高展台 1000L×570W×1000Hmm 只 100.00  120.00  100.00      

低展台 1000L×500W×500Hmm 只 100.00  120.00  100.00     

搁板展示柜 800L×400W×2200Hmm  个 150.00  150.00  100.00    

货架展示柜 1000L×350W×1800Hmm  个 150.00 180.00 100.00   

六角玻璃柜 530L×530W×2000Hmm 个 260.00 260.00 200.00    

低玻璃陈列柜 1200L×400W×1100Hmm 个 200.00 200.00 200.00   

槽板展示柜 1200L×300W×2200Hmm 个 400.00 400.00 200.00   

匙孔板展示柜 1000L×400W×2200Hmm 个 180.00 180.00 100.00   

电 

源 

 

电 

器 

电视机 37 寸 台 1500.00  1800.00  10000.00      

长臂射灯 40W 盏 60.00  60.00  50.00      

日光灯 40W 盏 60.00  60.00  50.00      

单相电源 5A/220V 个/期 200.00        标摊租用 

三相电源 15A/380V 个/期 1000.00        

展会期间用电  

（8:30-17:00） 

三相电源  30A/380V 个/期 1500.00        

三相电源 60A/380V 个/期 2000.00       

三相电源 120A/380V 个/期 3500.00    

三相电源 200A/380V 个/期 5500.00    

压缩机 

管径 8mm 个/期 1200.00     

管径 10mm 个/期 1800.00     

管径 20mm 个/期 3600.00     

通

讯 

国内长途   天/门 100.00    100.00      

网络接口   个/期 500.00         

无线网络  个/期 600.00  200.00   

注： 1、展具预定以截止日期前款到有效（含押金）；  2、申请表请注明申请单位名称、展位号和联系电话； 

3、展具租赁押金在撤展当日有效，逾期押金不予退还。 

展具租赁费用汇款至： 

公司名称：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展览有限公司 

账    号：3727 5833 6516                       参展企业名称（盖章）          展位号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义乌市支行                   参展公司申请人       电话        传真      日期     

截止日期 

2016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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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届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 
受邀采购商证件申请表(附件四) 

 

部门：市场推广部                         联系人：胡超          

电话：0579-85415888/420        传真：0579-85415777       邮箱：service@yiwufair.com 

注： 

1.主办方鼓励参展企业积极邀请客户参会，可向组委会免费申请采购商证件； 

2.参展企业可优先参与采购订货会，成为主办方推荐供应商； 

3.邀请的采购商可在展会现场领取一份精美的礼品: 

4.表格填好后，请将表格回传至义博会组委会客商部，传真： 0579-85415777,邮箱：

service@yiwufair.com； 

5.本表格复印有效； 

6.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义博会组委会客商服务部，联系电话：0579-85415888/420。 

 

 

参展企业名称  展位号  

联系电话  申请数量  

证件获取方式 参展企业报到时领        

采购商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姓     名 联系电话 国籍/所在省市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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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届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 

商城展览展会服务承诺书（附件五） 
 

商城展览为了提升服务档次，打造服务品牌，更好地为客户提供展

会服务，特向客户承诺如下： 

1. 在布展、开展期间提供最优质的展览器材及服务质量，满足客户

的合理需求； 

2. 及时处理客户提出的合理诉求，及时处理由博览中心工作中不足

所造成的投诉（一般投诉 15 分钟内办理完毕，特别情况与客户约定时间

完成）； 

3. 为客户提供所需的展馆各种技术数据，保证搭展工作的安全； 

4. 为确需现场制作的客户提供切割、防火处理等所需的场地及设

备； 

5. 提供相应的消防法规咨询服务，并指导客户严格参照有关消防要

求进行施工； 

6. 为每个未带灭火器的特搭客户提供手提灭火器一只，只收取相应

的费用以确保搭展安全。 

在展会期间对本中心服务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您及时拨打投诉电

话，投诉电话：85415099，我们将及时处理并回复。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展览有限公司 

 

 



 

 

  参展商手册 

第28页 

中 国 义 乌 国 际 小 商 品 博 览 会  
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受邀客商登记表（附件六） 

Please complete 1- 13 blanks or attach your business card 

（1-16 为必填项，提供名片者，可免填 1-13 项） 
 
 
 
 

 

 

 

 

 

 

 

 

 

 

 

 

14、* Which product are you interested in 您感兴趣的产品类别是（多选） 

○Daily Necessities 日用品 

○Pet Products 宠物用品 

○Automobile Articles 汽车用品 

○Festival Products 喜庆用品 

○Hardware (Including lock and Zhongshan kitchenware) 五金(含锁具、中山厨卫专区） 

○Mechatronics and Machinery 机电机械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appliance (Including intelligent products) 电子电器（含智能产品

专区） 

○Crafts 工艺品 

○Toys 玩具 

○Cultural and Office Goods 文体用品 

○Outdoor Leisure Products 户外休闲用品 

○Jewelry/Accessories 饰品及饰品配件 

○Knitwear (Including headwear) 针纺织品（含帽业时尚产品专区） 

○Auto and Moto Parts & Components 汽摩配用品 

○E-commerce and business services 电子商务及服务贸易 

 
 

15、* Business Type 您公司的业务性质是（多选） 

○Manufacturer 生产商                  

○Wholesaler 批发商 

○Agent 代理商 

○Market/Supermarket 商场/超市 

○Trade Associations 行业协会 

○Retailer 零售商                  

○Importer & Exporter 进出口商 

1、 ____Mr.先生    ____MS.女士    ____Miss 小姐 

2、 Name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                                

3、 Position 职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___ 

4、 Company 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5、 Address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6、 Suburb/City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7、 Country/Region 国家/地区:___________                          ______ 

8、 State/Province 省份: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9、 Post Code 邮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10、Phone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11、 QQ 号: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12、Mobile 手机: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 

13、E-mail Address 电子邮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截止日期 

2016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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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retailer/microhurt 电商/网商/微商   

○Media 媒体 

○Government 政府   

○Others(please list)其它（请列明）______________  

 

16、* The purpose of your visit 您的参会目的（多选） 

□Make new orders 新品订货   

□Seek cooperation 寻求合作        □Get information of the industry 了解行业发展 

□Seek agent 征求代理              □For the next exhibition 为下一次参展进行考察 

□Get information of new technology and new products 了解新技术、新产品 

□Others(please list)其他（请列明）______________ 

 

----------------------------------虚线以上为必填项---------------------------------------------- 
 
17、Title 职务 

○Owner 企业所有人                  ○Manager 经理 

○Staff 员工                          ○Purchase Delegate 采购代表 

18、How many times you have visited this fair 您第几次参加此展会 

○1                                 ○2 

○3                                 ○4 

○5                                 ○Over5 超过 5 次 

19、Have you ever participated in the following events 您是否参加过以下展会 

□Canton Fair 广交会                        □East China Fair 华交会 

□Gift & Home (Shenzhen) 深圳礼品展         □Mega Show 香港礼品展  

 

 

参展企业名称：               展位号：             联系电话：               

注：一个展位可申请免费采购证两本，两个（两个以上）展位可申请四本。 

完整填写此表于 10 月 10 日前交予商城展览行业负责人 

传真：0579-85415402/005                            邮箱：expo@yiwufair.com 

本表格复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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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义 乌 国 际 小 商 品 博 览 会  
翻译和展台服务人员登记表（附件七） 

 
 

部门：市场推广部       联系人：王慧    电话：0579-85415420      传真：0579-85415777 

 

请在适当处划√ 

翻译人员                   

 

□男   人    

□女   人 

RMB： 

300 元/天/人（英语） 

 

展台工作人员                    

 

□男   人 

□女   人 

RMB：150 元/天/人 

备注： 

1、翻译人员一般为英语日常用语翻译，若有其他要求请注明语种：                 ； 

2、付款方式：现场支付； 

3、上述工作仅限博览会正常工作时间，超时将加收 50%附加费。 

 

授权签署：                                       签署日期： 

 

（公司盖章） 

 

 
 

 

 

10月

21日 

10月

22日 

10月

23日 

10月

24日 

10月

25日 

所需 

人数 

所需 

天数 

所需 

金额 

语 

种 

   
 

     

10月

21日 

10月

22日 

10月

23日 

10月

24日 

10月

25日 

所需 

人数 

所需 

天数 

所需 

金额 

        

公司名称  展台号  

联系地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联系人  职  务  

 

截止日期 

2016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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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小蜜蜂”翻译志愿服务队 

 

 

China Commodities City “Little Bees” Translation Service Team 

 

为服务社会，回馈大众，提升义乌市场国际化水平，商城“小蜜蜂”

翻译志愿服务队将面向广大中外采购商和参展商无偿提供以下服务项目： 

 

This is a volunteers’ service team jointly founded by Zhejiang 

China Commodity City Group and Yiwu Industrial & Commercial College 

and in reward of the support from business people and in the hope of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Yiwu city. Here are the main 

service items: 

 

1．翻译服务； 

 Free translating service; 

 

2．信息咨询服务； 

   Information advisory service; 

 

3．道路指引服务； 

   Market guiding service。 

 

工作时间：9:30-16:00              Service Hours: 9:30-16:30 

服务热线：0579-85415098            Hotline: 0579-85415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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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义 乌 国 际 小 商 品 博 览 会  

客商住宿申请表(附件八)  

 

 
部门：市场推广部     联系人：胡超    电话：0579-85415420    传真：0579-85415777 

 

 

 

 

您也可直接登录 www.yiwufair.com 在线预定或提交客商住宿申请表 

 

付款方式：1、入住时直接支付宾馆、酒店大堂 

          2、其它支付方式请直接与宾馆、酒店联系 

 

注：预订酒店请参考《第 22 届义博会推荐酒店一览表》或直接登录

www.yiwufair.com 在线预订或提交客商住宿申请表。 

 

公司名称  

预定酒店名称  

入住起迄时间 2016 年   月    日—    月    日 

所 定 房 型 
房型 1： 数    量  

房型 2： 数    量  

住房要求  

姓     名 性     别 联  系  方  式 国籍/所在省市 

    

    

    

    

    

    

备    注  

截止日期 

2016 年 10 月 19 日 

http://www.yiwufair.com/
http://www.yiwufa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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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届义博会推荐酒店一览表 
尊敬的参展商/采购商：欢迎参加第 22 届义博会！ 

以下是执委会为参展和观展人员推荐的酒店。若大型团队入住还可享受更优惠价格，欢

迎联系 0579-85415420/888 咨询预订。 

序号 酒店名称 星级 酒店地址 离展馆距离 

1 银都酒店 4 宾王路 168号 约 3.4km 

2 海洋酒店 4 福田路 99 号 约 4km 

3 幸福湖国际会议中心 准 5 幸福湖路 100 号 约 9.2km 

4 义乌博览皇冠假日酒店 准 5 江东街道宗泽东路 57 号 约 0.5km 

5 商城宾馆 准 5 稠城江滨中路 180 号 约 1.9km 

6 党校迎宾馆 准 3 黎明湖路 999 号 约 8km 

7 锦都酒店 5 城中中路 168 号 约 5.2km 

8 天恒国际酒店 准 5 丹溪北路 677 路 约 7.8km 

9 海德建国酒店 准 5 东阳世贸大道 601 号 约 6.2km 

10 三鼎开元名都大酒店 准 5 福田路 188号 约 3.5km 

11 开臣国际酒店 准 5 
义乌江滨北路 523 号与宗泽路

交叉口 
约 2.2km 

12 义乌众联凯信大酒店 准 4 义乌市宾王路 217 号  约 1.8km 

13 国际大厦 4 宾王路 218号 约 3.1km 

14 颐和酒店 4 工人北路 2号 约 4.9km 

15 之江大酒店 4 城中北路 9号 约 4.9km 

16 世贸君亭华丰 准 4 机场路 2 号（五岔路口） 约 5.3km 

17 半岛星际酒店 准 4 城北路 300号 约 3.5km 

18 半岛世界酒店 准 4 宗泽路 456号 约 2.5km 

19 巴厘岛广场酒店 准 4 城中中路 138 号 约 5.7km 

20 日信国际大酒店 4 廿三里商城大道 T219 号 约 7km 

21 普济特华都酒店 3 工人西路 155 号 约 4.2km 

22 开臣璞悦酒店 商务 稠州北路 599 号 约 2.8km 

23 舰洋酒店 商务 江东中路 55号 约 1.8km 

24 怡嘉洲际 商务 稠州北路 388 号 约 3.4km 

25 怡嘉风尚 商务 稠州北路 571 号 约 3.1km 

26 怡嘉金穗 商务 义东路 83 号 约 5km 

27 温德姆酒店 商务 
稠城街道工人北路 1167号（工

人北路与银海路交叉路口） 
约 5km 

28 望峰商务酒店 商务 江滨西路 379 号 约 7.2km 

29 桔子酒店 商务 江东中路 69号 约 2km 

30 维梦斯酒店 商务 工人北路 44号 约 4.5km 

31 锦江之星 商务 宾王路 1 号 约 4.6km 

32 速 8 酒店 商务 宾王路 205号 约 3.4km 

 

 



 

 

  参展商手册 

第34页 

中 国 义 乌 国 际 小 商 品 博 览 会  

义博会市场推广项目明细及赞助品需求(附件九) 

 

一、 市场推广项目 

类别 规格 数量 备注 价格 

义博会会刊彩页及会刊封

底 
N 10000 

单面印制广告页 60

页 

5000 元/P，会刊封底

20000元 

义博会参观指南内页广告 N  50000 图文广告位一个 5000元/个 

义博会参观指南封底广告 N  50000 
图文广告位一个（专

属） 
20000元 

义博会采购商证件插卡广

告位(双面） 
N 50000 

图文广告位 5000张

一组 
10000元/组 

义博会参展商证件插卡广

告位（双面） 
N 20000 图文广告位 20000元 

义博会采购商、参展商证

件背面广告位 
N 70000 

图文广告位 10000张

一组 
10000元/组 

义博会无纺布袋广告 N 20000 
单面图文广告位一

个，5000 只一组 
15000/组 

义博会证件挂绳广告 N 60000 
单色 Logo文字 30000

条一组 
5000 元/组 

义博会现场桁架广告 3mX6m 10 
展会中央连廊黄金广

告位 
20000元/个 

义博会微信推文、微站首

页推广 

按照次

数 
N 

数万有效关注人群图

文视频等推广 
10000元/次 

义博会采购商报到处、团

队报到处广告 
N 20 报到处黄金广告位 5000/个 

中央连廊墙体广告 N 50 墙体黄金广告位 10000/个 

*国际商贸城商位间灯箱、

广告橱窗、护栏、超薄灯

箱、柱子超薄灯箱、户外

橱窗、连接体外围广告、

装饰柱广告、市场外围灯

箱、连廊灯箱等众多广告

位资源 

实际请

联系对

接人员

询问广

告资源

及报价

详情 

根据当月实

际位置及数

量确定  

投放时间至少 2个月

（如没有其他广告可

顺延至 12 个月）  

详情询问广告业务人

员 85415525  

二、 赞助品需求 

需求类别 赞助品类别 用途 需求总数 价值 

线上活动赞助品：

VIP客商，义博会微

信有奖活动礼品（印

展会和企业 LOGO） 

日用类、工具、工

艺品、文体休闲、

雨伞、箱包等 

用于奖励参与义博会

微信系列活动的获奖者 

2000 份，分为 2

组，每组 1000份 
10-30元 

预登记赞助品：义博

会网络预登记外商、

义博会调查问卷礼品 

保温杯、竹木制

品、厨具、纪念章

及其他纪念品 

用于提前办理义博会证

件的预登记客商以及现

场调查问卷万卷者 

4000 份，分为 2

组，每组 2000份，

其中调查问卷礼

品 500份 

5-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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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 CLUB赞助品：VIP 

CLUB 会员礼品 

商务礼品、U盘、

特色工艺品、饰品

及其他商务礼品 

用于义博会 VIP CLUB会

员和义博会活动礼品 
500份以上 30-50元 

线下活动赞助品：

VIP商旅服务体验、

义博会配套活动高端

奖品 

高级商务礼品、电

子产品、进口商

品、酒店客房体验

券、餐券 

活动奖品，获得优秀企

业新闻推介会资格的

企业用于到会嘉宾发

放的房卷 

200份以上 100-500元 

三、推广、赞助方式以及赞助商回报 

推广、赞助方式： 

1.现金购买：企业根据市场推广项目表进行广告位的购买； 

2.实物和资源置换：企业或合作单位根据推广项目价格提供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用以置换广告位； 

3.战略合作：战略合作伙伴提供 10万元以上价值赞助品或资源的企业将获得义博会市场推广套餐： 

A.义博会标准展位 2个，已预订展位的可享受免费展位一个； 

B.义博会现场桁架广告位 1个； 

C.义博会采购商、参展商证件插卡广告位一组； 

D.义博会会刊彩页 1P，国际商贸城广告位若干； 

E.义博会采购商报到处墙面广告位一块； 

F.国际商贸城相关广告位 1个； 

G.义博会采购指南、媒体合作墙 LOGO位、义博会官网战略合作企业 LOGO位、微信推介企业、微博主

页滚动广告图文页等广告资源； 

H.义乌本地及国内媒体采访报道各一次； 

广告推广价值总额超过 15万元。 

赞助商回报： 

1.赞助企业可享有“22届义博会专用产品”冠名，授予冠名证书； 

2.用作礼品的产品，可在义博会走访推介、新闻发布、广交会推广等场合以赠送样品方式予以宣传推

广； 

注：赞助品均可印制企业 LOGO 及指定赞助商字样，赞助品必须体现义博会 LOGO。 

市场推广及赞助品联系人：钟逸、陈慨莉、金佳敏 

联系电话：0579-85415525          邮箱：trade@yiwufa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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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义 乌 国 际 小 商 品 博 览 会  

义博会微站使用说明(附件十) 

   

为了便于广大采购商和参展商企业实时了解第22届义博会动态，商城展览公司着力手机端“轻应

用”，在微信平台首次搭建义博会移动微网站（简称微站）。 

微站设置在“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官方微信订阅号上。相比传统的APP系统，义博会微

站无需下载安装，其依托官方微信，一键开启，操作简单，贴合当下用户的使用习惯，将成为展会期

间参展企业了解展会动态，采购商查询展商、展品并实现在线下单匹配的首选平台。该系统内容丰富，

图文并茂，信息更新及时，将为本届义博会增色添彩。 

搜索义博会公众号（chinayiwufair），或扫描微信二维码关注订阅号 

 

 

 

 

 

 

 

 

 
 

点击微信下方“微站”导航条并进入访问 

 

 

微站功能介绍： 

 

展商展品：2500多家参展企业，海量知名品牌让你便捷看展会。 

展馆导航：在线观展，便捷查询展商信息，茫茫人海商机高效定位。 

贸易配对：在线贸易配对，掌中了解展商产品讯息。 

展会日程：在手机端让你了解展会的最新资讯。 

观众登记：微站一键预登记，让你展会之行更便捷。 

展位预订：明年的展会我们不见不散。 

展会服务：义乌吃住行，看这里就对了。 

同期活动：论坛、会议、各类有奖活动，这里全都有，更有机会赢取各种礼品。 

 

客商查询展商及展品信息时可根据需求直接与供应商进行互动联系，在线下单！我们还将提供优质的

贸易服务商为你提供一站式商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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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义 乌 国 际 小 商 品 博 览 会  

义乌城区交通及展馆示意图(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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