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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主场搭建商不定期对展位搭建工作进行检查，在检查中有权制止未经批准或达不到 

  技术性规范和安全施工管理规定的施工，特装展位施搭建商应该及时整改，杜绝施

  工中安全隐患。

 （16） 进入博览中心的特装展位搭建商，严禁从事与本特装展位施工无关的其他活动，一

  经发现，主场搭建单位将有权取消其进场施工资格，情节特别严重者，主场搭建单位可 

  向博览中心申请给予禁入处罚。

 （17） 展台在搭建装饰完毕后，必须将高于隔壁或周围装饰物的部分进行美化处理，美化 

  处理所使用的材料必须做好防火处理及固定牢靠。

 （18） 未经展馆同意不得在墙体、设备、标识牌等固定设施上张贴广告、宣传资料或覆盖原

  展馆标识牌，否则按污染墙体行为处置，并按200元/平方米的标准收取清理赔偿金。

 （19） 特装展位的拆除实行“谁搭建、谁拆除”的原则，展位即拆即装，清理人员需持有准入

  证件。为保证市容环境和人员的人身安全，禁止使用人力板车清运展位垃圾出馆。

 （20） 特装展位的垃圾清理实行“谁生产、谁清运”的原则，须将展位特装垃圾清运至合法

  的填埋场或废品回收站，严禁将展位垃圾丢弃在展馆红线范围内其他区域，否则博览

  中心将根据押金扣除标准扣除相应清洁押金。

 （21） 施工人员在高空作业时，应持证上岗并严格遵守以下规定：

  ① 应使用合格安全的提升工具及操作平台，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帽、穿软底鞋、 

   衣着符合高空作业要求、设置安全隔离区、清理区域内障碍物品，安全区须设有明

   显标示。施工现场应设安全员负责施工安全工作。违者按照规定进行整改、纠正。

   并时刻注意以下要求：

   a)   高空作业时必须时刻遵守规章制度。

   b)   禁止酒后高空作业。

   c)   禁止在非安全地带休息。

   d)   疲劳或睡眠不足时禁止作业。

   e)   禁止随意挪动及载人挪动。

  ② 凡参加高空作业人员必须经医生体检合格，方可进行高空作业。对患有精神病、 

   癫痫病、高血压、视力和听力严重障碍的人员，一律不准从事高空作业。

  ③ 凡参加高空作业人员，应在开工前组织安全学习，并经考试合格。树立牢固的安 

   全风险、危险意识，保护自身和他人的安全。

  ④ 认真检查脚手架、高梯等登高工具，是否符合规定要求并安全可靠，检查随身 

   携带工具是否放好并固定。

  ⑤ 尽量避免重叠作业，必须重叠作业时，要有可靠的隔离措施；夜间作业要配备充 

   足的照明设施。

 9.4 水、电、气使用管理规定
 （一） 给排水使用

  （1） 除生活用水外，展馆内一律禁止其他油脂类污水、废水直排，参展商机器油脂 

   类用水需自带循环水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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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博览中心授权人员已完成固定给排水接驳后，如需变更须及时到主场搭建

   商现场服务台申请办理，出于安全考虑，在展会结束前一个小时将停止供水。

   特殊情况提前撤展者，应事先通知中心工作人员拆除给排水管道。若私自拆除 

   导致管道部件缺损的，参展商应照价赔偿。

  （3） 严禁向展馆地沟内倾倒各种液体和垃圾。

 （二） 用电管理

  1、电力施工管理规定

   （1） 展览会电气设备安装应符合《电气安全技术和电气安全规范》及国家相关 

    规范中的技术规范要求。

   （2） 进场施工的电气作业人员，必须具备有效的《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主场 

    搭建商和博览中心安全检查人员将不定时抽查原件，对无证操作者保留停 

    止其继续施工的权利。

   （3） 参展商及展位搭建商申报的电源接驳，必须由博览中心授权的专业人员操

    作，其他人员不得私自接驳；如有私自接驳或私下交易的，经核查属实的，

    博览中心将给予责任单位或责任人严厉处罚。

   （4） 展位搭建商或参展商在展位搭建时，必须预留出博览中心指定的配电箱接

    口位置，以便电源接驳和紧急抢修，任何情况下不得阻挡、封闭。

   （5） 参展商及展位搭建商必须使用安全合格、符合国家标准（GB）的电气材料， 

    如电缆、开关和灯具等；电力设备、设施的安装必须符合《国家电气工程安

    装标准》中的有关技术规范要求。

   （6） 严禁在未做防火处理或未做隔离保护的易燃物体上安装灯具等用电设备， 

    展位内安装的射灯，其灯头与装饰物距离不得少于0.3米，且须采用安全

    可靠的保护措施。金卤灯等发热灯具与易燃物之间距离不得小于0.5米。 

   （7） 所有开关接口和线路接头处必须连接牢靠，使用国家标准的接线盒（箱）

    接驳。    

   （8） 380V动力电源作为三相四线制非动力电源使用时，必须调整好三相负载，应 

    尽量保持三相平衡；所有电气设备均须采取可靠的接地保护或接零措施。 

   （9） 所有开关及电缆的负荷承载，应控制在标称设计容量的80%以内。

   （10） 不得移动和破坏展馆内已固定的电力和照明设备和设施。

   （11） 导线穿越可燃性装饰材料，应采用玻璃棉、石棉等非可燃性材料做隔热

    保护。

   （12） 室外安装灯具、插座、配电盘等用电器具应选用防雨型。线路及开关必须 

    采取可靠的防护、防雨和接地措施，同时做上警示标识。室外用电设备应 

    有可靠的防风雨措施。

   （13） 电动沙盘、模型、灯箱应采用难燃或阻燃材料制作。所装灯具及其发热部

    件，如镇流器、低压变压器等发热元件要与木结构保持安全距离或设非燃

    隔离层，并远离可燃物，电线要分束穿套绝缘管。布景箱、灯箱须设有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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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孔。

   （14） 展期用电不能作为施工用电使用，展期用电在开展前一天上午10:00点送

    电，展商调试设备，可到主场搭建商服务台单独申请。如发现违规使用者，

    将根据相关规定做出严肃处理。

   （15） 加热、加工型等大功率电器应申请独立电源，提前向主场搭建商申报，并

    经博览中心相关人员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严禁展位超负荷用电及跨展位

    用电。

  2、安全用电管理规定

   （1） 博览中心供电系统采用二级漏电保护方式供电，特装展位（无设备现场演

    示）须自备1个展位分线配电箱，特装展位（有设备现场演示）须自备两个

    分线配电箱，参展商要严格按照此标准执行。如参展商使用的电力设备设 

    施与博览中心的二级漏电保护有冲突，导致无法正常供电而自愿放弃漏电

    保护的，参展商必须签署安全承诺书。

   （2） 博览中心提供的配电箱带漏电保护装置（适用于设备采用接地保护方式），

    适用于大部分设备，只有少部分精密电子设备、进口设备不适合。如果参展

    设备与该保护装置存在冲突，导致无法正常运行，参展商可自行调整设备 

    用电保护方式至与博览中心的配电箱漏电保护装置相匹配，或改用博览中 

    心提供的不含漏电保护装置的配电箱。（改用不含漏电保护装置配电箱时，

    参展商须与博览中心签订放弃使用漏电保护装置配电箱的《承诺书》，在展

    馆工作人员到展位接驳时现场签订。展会前参展商需向主场搭建商在预租

    申请时说明。）

   （3） 从大电电箱接驳至展位的电力接驳人员须具备有效作业证件，保证接驳线

    路安全可靠，不得违规作业。

   （4） 所有电源线均应使用双层绝缘护套铜线并穿管保护，绝缘强度须符合标

    准。连接灯具的绝缘导线最小截面积1mm2。展位内不得使用碘钨灯（太阳 

    灯）、霓虹灯及带触发器发热量大的高温高压有安全隐患的灯具；严禁使用

    无漏电保护的开关、塑料双股绞线和花线等不合格电源线。电源线路接驳

    必须采用合格接线端子。选用的电气材料和设施设备须符合国家强制性产 

    品认证（3C）标准和消防安全要求；展位配电开关箱内必须按规范设置安全 

    可靠的空气断路器和30mA（动作时间小于0.1s）漏电保护器；电线须选用 

    公安消防部门检验合格的ZR-BVV（阻难燃双塑铜芯电线）和护套电线，禁 

    止使用绞型线（花线）和铝芯线。

   （5） 不得使用电阻发热式（电炉、烤箱）等高耗低能大功率电器。

   （6） 标准展位内配置的220V电源插座，只提供给小型家用电器使用（如电视机、

    饮水机等），禁止使用超过现场申报的展位用电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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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如展位出现线路、开关发热或频繁跳闸现象，参展商及展位搭建商必须及

    时断电检查处理。由于材料或灯具、设备质量原因引起的此类现象，必须立

    即维修和更换；如由于参展商或展位搭建商在标准展位标准配备基础上私

    自加装用电设备，或特装展位超负荷用电引起的，在整改的同时必须重新申

    报。对拒不执行和配合主场搭建商和博览中心处理的，博览中心有权进行断

    电处理。

   （8） 出于安全考虑，博览中心将按主（承）办单位要求在展会结束前规定时间停 

    止展位供电；闭馆后所有展位一律不再供电，有特殊需求的展位须提前向 

    主场搭建商申请开展期不间断供电。

   （9） 对因违章、违规用电而造成火灾事故和财产损失的单位和个人，博览中心将 

    视情节轻重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必要时将由司法机关介入追究法律责任。

   （10） 所有进入博览中心进行电力施工的展位搭建商及参展商，必须遵守博览中

    心制定的安全用电管理规定，服从主场搭建商和博览中心电力管理人员的 

    管理，对不服从管理及违反管理规定的，主场搭建商和博览中心保留采取 

    强制性整改措施的权利。

   （11） 参展的计算机、精密仪器等设备应加装不间断电源加以保护，因供电中断

    造成计算机、精密仪器等设备数据丢失和损坏，由参展企业自行负责。

   （12） 严格按照大会主场搭建商审核批准的方案图纸进行电气施工，用电负荷控

    制在批准的总负荷量内。参展商及展位搭建商对所有已通过审批确定的申

    报内容，一律不得自行更改；对擅自更改的，博览中心将不予供电，并给予

    警告直至处罚。如现场确实需要增加用电设备而超出批准负荷量的，应及

    时申报办理有关手续，并按规定交纳相关费用。对不如实申报用电量，少报 

    多用者，博览中心电工有权责令其补交费用，拒不补交的按影响用电安全情 

    节轻重，予以警告、通报批评、处罚。

   （13） 特装展位布展不允许遮挡或覆盖展馆的照明电箱、动力电箱、电话配线箱。

    如确需遮挡或覆盖，报主场搭建商审图组批准，但遮挡须留出宽600mm的

    进入通道；覆盖地井配电箱须留大于配电箱的活动盖板，并留有足够的箱

    前操作间距。操作间距以能打开电箱操作为衡量依据，但不得小于600mm，

    以便安全检查和故障处理。

   （14） 三相负荷超过 20A 电流的非机械动力用电，应设分开关分级保护。单相负

    荷超过16A 电流，应采用三相电源设计，并三相平均分配展位负荷。

   （15） 特装展位送电前须作安全检查，参展商及特装展位搭建商电工应先自检；

    特殊部位、隐蔽电气部分封闭前，应主动联络主场搭建商和博览中心电工

    协助安全检查；对不符合安全要求的展位，博览中心电工不予送电。

   （16） 对因违章、违规接驳和用电，而造成人员伤害、火灾事故和财产损失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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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和个人，博览中心将视情节轻重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必要时将由司法机

    关介入追究法律责任。

 （三） 压缩空气使用

  1. 由于博览中心没有中央供气服务，展商需自备空气压缩设备。

  2. 参展商应该确保自带的空气压缩设备符合国家和行业安全标准，并对设备的使用、

   保管等安全负责。需向主办单位指定的主场搭建商提供如下证明文件方可进场：

   （1） 压缩机生产厂家的资质文件（且在有效期内）、产品合格证书（在有效期内 

    生产）。

   （2） 储气罐生产厂家的资质文件（且在有效期内）、产品合格证书（在有效期内

    生产）。

   （3） 安全阀的安全检定，必须由使用地行业主管部门提供安全阀的安全检定，

    且铅封不得损坏，使用时间在检定的有效期内。

   （4） 凡操作自带压缩机的人员必须持有国家质监部门颁发且在有效期内的《特

    种设备作业人员许可证书》。

 
 9.5 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1） 在展期（包括布展、开展、撤展）内在展馆内禁止下列行为：

  1) 在公共消防疏散通道范围内堆放材料、展品及其他物品；

  2) 遮挡、埋压、圈占及堵塞展馆内的消防设备设施。此类设施设备包括：灭火器、 

   消火栓、红外线探测对射、自动灭火系统及其管道、防火门、各种隔离门、安全

   紧急出口门等；

  3) 展期内在展厅内进行明火、切割、打磨、电焊、气焊、喷漆、使用台式电锯等危险

   作业；

  4) 在展厅内燃放烟火和冷烟花；

  5) 将汽油、天那水、酒精、氢气瓶、氧气瓶等易燃、易爆品带入展馆；

  6) 在展位搭建时使用其他公安消防部门明令禁止的搭建材料；

  7) 在展位内使用碘钨灯（太阳灯）、霓虹灯及带触发器发热量大的高温高压有安全

   隐患的灯具；

  8) 使用无漏电保护的开关、塑料双股绞线和花线；

  9) 使用电阻发热式（电炉、烤箱）等高耗低能大功率电器；

  10) 在标准展位加装灯具、大功率电器等用电设备。

 （2） 展位施工：

  1) 所有搭建材料应为不燃和难燃材料，如使用可燃木料，必须满涂防火涂料，

   禁止使用易燃弹力布、纱制品装饰展位，仿棉麻布、纱质感的装饰材料，需在向 

   主场搭建商施工申报时提供材料样品及产品检验报告，证明其燃烧性能达到B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