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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 

2021年5月19日 - 22日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一、通讯地址及联系人: 

 

运展环球物流有限公司  EXPOTRANSWORLD LTD.  

 

上海  SHANGHAI  

上海市青浦区涞港路 181 号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办公楼 B 幢 606-607 室 邮编：201702 

电话： (8621) 5870 8717 传真： (8621) 5870 8719 

联系人:   陆剑 先生 （分机212）Mr.Beck Lu/ +86 173 2101 0825 

戚祺豪 先生   (分机210) Mr. Bruce Qi / +86 136 1165 9621 

姚雯伟 先生   (分机201) Mr. Jacky Yao / +86 138 1661 5264 

电邮:   bruce.qi@expotransworld.com  / beck.lu@expotransworld.com  

   

香港 HONG KONG 

香港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号星光行706-707室 

电话： (852) 2730 1868 传真：(852) 2730 1878 

联系人:  陈智仁 先生  Mr. Andy Chan 

                 司徒俊亮 先生 Mr. Tommy Seto 

电邮： andy.chan@expotransworld.com  / tommy.seto@expotransworld.com  

 

北京 BEIJING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39号，建外SOHO17号楼1705室， 

电话：010-5869 5300 ，传真：010-5869 0067 

联系人：刘正茂 先生 Mr. Leon Liu / +86 135 0137 0905 

                   甄金 先生 Mr. Michael Zhen / +86 134 0106 5477 

邮件：leon.liu@expotransworld.com / michael.zhen@expotransworld.com 

 

广州 GUANG ZHOU 

中国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28号广安大厦503室  

电话：020-8365 2984,    传真：020-8365 2654 

联系人：陈勇鹏 先生 Mr Ben Chen / +86 186 8890 6910 

邮件：ben.chen@expotrans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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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输服务项目及报价 

A. 接货方式 A： 
a) 服务内容： 

1. 展品到达上海火车站、虹桥机场、陆运站后的有关文件处理； 
2. 把展品从上海火车站、虹桥机场、陆运站等地提至展台:一次性就位。 

b) 收费：（单票最低收费 500 元/票/展商） 

人民币 250.00/立方米/1000 公斤，最低收费按 2 立方米，择大收费。 

c) 提/ 送空箱服務(如需)：人民币￥30.00 元/ 立方米(来回程一次)，最低收费1 立方米/ 展商/ 

单次。 

d) 展品空箱保管服务： 人民币 30 元/立方米/展期 

B. 接货方式 B： 
a) 服务内容：展商自行运货到展馆门口，我司帮助卸车并将展品送至展台，并一次性就

位。闭馆将展品从展台操作至馆门口外货车装车。 
b) 收费： 

进馆服务：人民币：70.00/立方米/1000 公斤，择大收费。最低收费 1 立方米。 

c) 提/ 送空箱服務(如需)：人民币￥30.00 元/ 立方米(来回程一次)，最低收费1 立方米/ 展商/ 

单次。 

d) 展品空箱保管服务：人民币 30元/立方米/展期 

 

 ***闭馆跟进馆服务及收费一致。  

C．   接货方式 C： 

a) 服务内容：展商自行安排将货物运到我司上海指定仓库，展品到达仓库后， 我司负责卸
车，存储展品。 从仓库送货到展位一次性就位。 

b)  报价： 
1） 我司仓库运送至展台：人民币 200.00 立方米/1000 公斤。最低收费 2 立方米，择大

收费。 
2） 指定仓库仓储费：人民币￥10.00/天/立方（2021 年 5 月 11 日前达到仓库将收取此

费用） 
3） 指定仓库开放收货日期（免仓储费）：2021 年 5 月 11 日-5 月 14 日（4 天）。 

c) 提/送空箱运输服务：人民币￥30.00 元/ 立方米(来回一次)，最低收费 1 立方米/ 展商/ 

单次。 
d)  展品空箱保管服务： 人民币 30 元/立方米/展期 

对于上述接货方式，展商务必在展品预定抵达上海前3个工作日提供已填妥的附表一和相关托

运单证等资料，以便我们在上海查询到货情况。否则由此造成的延误，我公司概不负责。（本

公司概不接受运费到付） 

D．办理展品回运服务： 
运展环球物流现场将协助各展商将展品回运到国内指定地点，有需求的展商请在现场咨询

运输费用。   

http://www.expotrans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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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服务收费： 

1.二次就位、特殊安装等机力租赁服务附加费(最低4小时起算)。 

a. 叉车     

吨位(T) 3吨 5吨 10吨 

收费标准 人民币60.00/小时 人民币120.00 /小时 费用另议 

b.吊车                                                         

吨位（T） 25吨 25吨以上 

收费标准 人民币700.00/小时 费用另议 

上述机力费率最低收费标准为4小时，不足4 个小时按4小时收取机力费。超过4 个小时     

不足8个小时需按8个小时收取机力费，超出主办单位布撤展规定时间加班费另计。 

2. 超限附加费 

超限范围 收费标准 

重量 长 宽 高 超1项 超2项 超3项 

3T 5.0M 2.3M 2.5M 加收10% 加收20% 加收30% 

5T 7.0M 2.3M 3.0M 加收10% 加收20% 加收40% 

10T 12.0M 2.5M 3.0M 按实际重量体积收费 

 

3. 进出指定仓库装卸车费：人民币￥60.00/立方米。 

4. 额外加班服务费若超过规定的工作时间（具体工作时间以主办单位规定为准），请参

展商自行向场馆方或主办单位申请加班，同时我司需要另收取额外30%的加班操作服务费。 

 

四、备注： 

 

a) 参展商如有危险品寄到上海则应提供危险品展品情况明书，并在货物到达上海前二星期

寄到我公司，危险品处理附加费是普通展品的 100%。 

b) 请展商必须向当地保险公司购买启运地至展台及展台至目的地的来回运输综合险，自用

汽车运至展馆也必须购买保险，以便在产生残损或短少时向保险公司索赔。 

c) 展商自用汽车运沪，请考虑到上海市区对外地车辆的行驶时间限制，以做好准备工作。 

d) 我司仅负责外包装完好交货，内货质量、货损、短少本司不予负责，请展商向保险公司

索赔。 

e) 请展商在展品外包装上写上展览会名称及展台号。 

f) 以上涉及的价格，均为未含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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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展品信息登记表 

截止日期：2021年 4 月 20日 

请将表格交回至： 

运展环球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涞港路181号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办公楼B幢606-607 
电电： 021- 5870 8717 
电真：021- 5870 8719 
联系人：戚祺豪先生 
手机：+86 13611659621 
电电:  bruce.qi@expotransworld.com 
联系人：陆剑先生 
手机：+86 17321010825 
电电: beck.lu@expotransworld.com   

展 商 信 息 

公司名称： 

展台号： 展台面积： 

展会负责人： 电子邮箱： 

手提电话： 传真： 

我司将安排以下货物参加本次展览会，需提供现场装/卸车和就位等服务（不含组装）： 

 

箱号 包装式样 展品名称 
长x宽x高 

（cm） 
体积 

重量 

（kg） 
特殊注意事项 

       

       

       

（不够请另行附页）总计：            件，              立方米，                 公斤。 

我司的参展货物将以下列方式运到上海（请在以下A/B/C三种运输方式上打“√”并填写）： 

A. 由（铁路/航空/陆路卡车）运至上海提货处，货运单证号：________________（单证请一并传真） 

预抵上海日期：__________________，请贵司安排提货、保存并运至我司展台； 

B.  自行安排运至展馆门口。 

C.  直接运抵贵司仓库，货运单证：________________（单证请一并传真） 

预抵上海日期：__________________，请贵司安排保存并运至我司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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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以下支付方式上打“√”)： 

□ 在布展前将进出馆所有费用一次结清，电汇至贵司帐户； 

公司名称：运展环球物流（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上海六里支行 

银行账号：31001522917050022100 

□ 在布展期间将进出馆所有费用一次结清，现金交纳给贵司现场工作人员。 

公司/业务签章（请保留该份表格副件存档）

http://www.expotransworld.com/
mailto:bruce.qi@expotransworld.com
mailto:beck.lu@expotrans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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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填表样张 
展品信息登记表 

截止日期：2021年 4  月 20 日 

请将表格交回至： 

运展环球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涞港路181号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办公楼B幢606-607 
电电： 021- 5870 8717 
电真：021- 5870 8719 
联系人：戚祺豪先生 
手机：+86 13611659621 
电电:  bruce.qi@expotransworld.com 
联系人：陆剑先生 
手机：+86 17321010825 
电电: beck.lu@expotransworld.com  

展 商 信 息 

公司名称：运展环球物流有限公司 

展台号：1B01 展台面积：100 

展会负责人：戚祺豪 电子邮箱：123@et.com 

手提电话：13611659621 传真：021-58708719 

我司将安排以下货物参加本次展览会，需提供现场装/卸车和就位等服务（不含组装）： 

 

箱号 包装式样 展品名称 
长x宽x高 

（cm） 
体积 

重量 

（kg） 
特殊注意事项 

1 托盘 资料 1 00 X 100 X200 2立方米 1000kgs 无 

2 木箱 某某设备 1 00 X 100 X300 3 立方米 3000kgs 需用5吨叉车操作 

3 裸机 某某设备 400 X 200 X100 8立方米 10000kgs 需用25吨吊机操作 

（不够请另行附页）总计：            件，              立方米，                 公斤。 

我司的参展货物将以下列方式运到上海（请在以下A/B/C三种运输方式上打“√”并填写）： 

B. 由（铁路/航空/陆路卡车）运至上海提货处，货运单证号：________________（单证请一并传真） 

预抵上海日期：__________________，请贵司安排提货、保存并运至我司展台； 

B.  自行安排运至展馆门口。 

C.  直接运抵贵司仓库，货运单证：________________（单证请一并传真） 

预抵上海日期：__________________，请贵司安排保存并运至我司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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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以下支付方式上打“√”)： 

□ 在布展前将进出馆所有费用一次结清，电汇至贵司帐户； 

公司名称：运展环球物流（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上海六里支行 

银行账号：31001522917050022100 

 

□ 在布展期间将进出馆所有费用一次结清，现金交纳给贵司现场工作人员。 

公司/业务签章（请保留该份表格副件存档） 

http://www.expotrans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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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机 力 申 请 表 

截止日期：2021年4 月 20日 

请将表格交回至： 

运展环球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涞港路181号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办公楼B幢606-607 
电电： 021- 5870 8717 
电真：021- 5870 8719 
联系人：戚祺豪先生 
手机：+86 13611659621 
电电:  bruce.qi@expotransworld.com 
联系人：陆剑先生 
手机：+86 17321010825 
电电: beck.lu@expotransworld.com  

展 商 信 息 

公司名称： 

展台号： 展台面积： 

展会负责人： 电子邮箱： 

手提电话： 传真： 

◼ 布展预定 

租用

日期 

铲车 吊机 其他特殊设备 
尺 寸 及 重 量 

长   宽   高   公斤 

3T 5T 10T 25T 50T   

        

        

        
        

        

◼ 撤展预定 

租用

日期 

铲车 吊机 
其他特殊设备 

尺 寸 及 重 量 

长      宽     高      公斤 

3T 5T 10T 25T 50T 

        

        

        
        

以上机力租用时间将以主办单位规定允许的进出馆时间为准。 

 

  公司/业务签章（请保留该份表格副件存档） 

http://www.expotrans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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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填表样张 
机 力 申 请 表 

截止日期：2021年 4 月 20日 

请将表格交回至： 

运展环球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涞港路181号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办公楼B幢606-607 
电电： 021- 5870 8717 
电真：021- 5870 8719 
联系人：戚祺豪先生 
手机：+86 13611659621 
电电:  bruce.qi@expotransworld.com 
联系人：陆剑先生 
手机：+86 17321010825 
电电: beck.lu@expotransworld.com  

展 商 信 息 

公司名称：运展环球物流有限公司 

展台号：1B01 展台面积：100 

展会负责人：戚祺豪 电子邮箱：123@et.com 

手提电话：13611659621 传真：021- 5870 8719 

◼ 布展预定 

租用

日期 

铲车 吊机 其他特殊设备 
尺 寸 及 重 量 

长   宽   高   公斤 

3T 5T 10T 25T 50T   

5/18  X    装卸 1x1x3 （米）/ 3000公斤 

5/18    X  组装 4x2x1 （米）/ 10000公斤 

        

        

        

◼ 撤展预定 

租用

日期 

铲车 吊机 
其他特殊设备 

尺 寸 及 重 量 

长      宽     高      公斤 

3T 5T 10T 25T 50T 

5/24  X    装卸 1x1x3 （米）/ 3000公斤 

5/24    X  组装 4x2x1 （米）/ 10000公斤 

        

        

        

        

以上机力租用时间将以主办单位规定允许的进出馆时间为准。 

 

 

    公司/业务签章（请保留该份表格副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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唛头 
EXHIBITION:     

展会名称: 

2021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HOW DATE:     

展会日期:   2021年 5月 19 日－22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ENUE:              

展    馆: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HIBITOR: 

参 展 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OOTH NO.: 

展 台 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OOTH NO.: 

进仓编号:  ETSH-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ASE NO.: 

箱    号: （第）          箱/（共）           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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