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T ASIA 亚洲 3D 打印、增材制造展览会

第八章 展览规则

入场资格
只招待业内和相关人士参观，未成年人及一般公众均不得进入。主办单位保留不准某些人入场或请其离开而不需说
明理由的权利。为安全起见，展览会布展至撤展期间，参展商及其职员或其他人士都不得携带十八岁以下未成年人
进场。动物不得进入展馆或任何展位（例外：残疾人士的辅助犬）。

行动不便人士
所有行动不便人士与普通观众一样可以参观此次展览会。我们真挚的提醒各位参展商，在展台的设计和展品的摆放
上尽可能考虑到行动不便人士的需求，如展位有台阶请设计一个斜坡通道，以方便轮椅观众进出展位。

参观者预登记
我们鼓励每一位参观 TCT ASIA 的观众都能进行预登记 www.tctasia.com.cn
预登记现已开放，省去现场购票及排队的时间，还能提早获悉参展商信息，更好规划您的行程。
2019 年 2 月 12 日 18:00 整 预登记注册将关闭，您可以通过现场购票参观展会。为保证展会观众质量，我们将收
取 RMB50/位的门票费。

安检设备
为了确保各参展商和观众的安全，所有进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参展商和观众必须在展馆入口大厅接受安全检查。
在展览会期间(2 月 21-23 日)，观众可以在上午 9：00 后进入展馆入口大厅，届时将是安检的高峰期，通常需要
排队数十分钟才能进入展馆。为了确保参展商在观众抵达前先到达您的展位做好接待准备，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
公司在此建议各参展商务必于每天上午 8：30 左右进入展馆登记大厅从而避开安检高峰，顺利及时地抵达您的展
台。

展览期间的宣传推广
除了在展台内及已付款的广告张贴位和广告板外，参展商不得随意张贴宣传资料。参展商及其工作人员亦不得在任
何通道或靠近出入口的地方派发宣传资料等，这会影响其他参展商并妨碍观众出入。
宣传手册、广告页等促销材料的散发被严格限制在展台内，展商除非事先得到主办单位的书面许可，否则禁止在展
馆公共区域内散发任何材料；展览现场不允许任何种类的气球/小型飞艇，只有事先获得主办单位的书面批准才能将
气球带进展馆；未经许可将气球带进展馆的展商，承担清除悬挂于天花和展厅内气球的费用。

摄影/录影/录音
严禁拍摄展位和展出的设备（除非是您自己展位的）。禁止在展馆或会议室录音录像。主办单位例外。新闻媒体 (被
正式认可的) 经参展商允许可以，但仅在展览开放时间内摄影/摄像。
在展览开放时间以外对您的产品进行摄像必须经过主办单位书面批准。摄像的书面请求应在展览前递交给主办单位。
参展商应在展览前或展览后进行摄像时雇佣保安。

音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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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期中，为确保展商能在其展位内更好的进行贸易活动，展商展台禁用音响备。展商应将展台音量控制在 70 分
贝以下。如展台分贝数超过 70 分贝，主办单位有权要求展商把音量控制在规定要求的 70 分贝以下。(机械展区控
制在 90 分贝以下)否则主办方有权切断电源并没收噪音控制押金和展商的搭建押金。

抽奖
公开抽奖活动可以在展位内进行。根据消防安全的规定，不得堵塞公共走道。我们建议您在展位里张贴获奖者的名
单，而不是当场公布获奖者。

骚扰其他参展商
禁止骚扰其他参展商，否则可能被逐出展馆。

禁烟政策
展馆、会议室和大厅全面禁烟。

酒类饮料
出于确保安全的考虑，搭建和拆除期间禁止在展馆内饮酒。

展台清洁
在展期中，主办单位将安排常规清洁工作（不包括参展商自行搭建的展台）。参展商展台的清洁工作是由其搭建商
负责的。标准展台的清洁工作由指定搭建商负责。在搭建和撤馆期间， 参展商委托的搭建商需负责拆除并清除展
台的结构物、垃圾等。
此外，在展商进馆搭建前须交纳保洁押金：50 平米以下 5,000 元/展位/展期，50-100 平米 10,000 元/展位/展期，
101-200 平米 20,000 元/展位/展期），201-350 平米 30,000 元/展位/展期）如有超过 350 平米的 再按超出平
米数叠加计算。

危险物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严令禁止在展馆内使用明火、易燃气体、爆炸物、石油和易燃、有毒、腐蚀性物质。在设备展
示过程中，禁止产生辐射危害。若启动设备有部分装置会产生辐射，则该设备必须处于停机状态或在装机前使该设
备处于无法运行状态。
未经主办单位书面批准，下述物品禁止展示或进入中心：武器、枪支、刀剑、弹药、炸药、易燃物、放射性物质和
其他危险物品以及禁止进口的物品，侵犯专利权的物品，可能有碍展会顺利经营的物品和任何被政府有关部门禁止
的物品。

除非另经主办单位和有关政府部门的书面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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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得在展馆内使用明火和易燃气体。
2）爆炸物、石油和易燃、有毒、腐蚀性物质不允许在展馆内使用。 放射性物质不允许带入中心。
3）在任何时间，放于租用区域或摊位内的固体或液体危险物的库存不得超过 1 天的使用量。剩余物应置于专用容
器内且封存于政府部门、展馆与主办单位同意的地点。
4）有毒废物必须密封装入适当容器，相应标明记号，并根据政府相关的废弃物处理方法进行管理。
5）严禁在租用区域或中心内设有禁止吸烟标志的区域吸烟。

消防
所有展商及其承包商、工作人员、代理、服务人员等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以及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消
防安全规定。
任何人遇到火情，无论大小，都应启动火灾警报，尽力将其扑灭或控制，并撤离附近的所有物品。展台挡板后及其
他专用服务区内不能存放包装材料或宣传册。展馆内部及周边的消防通道必须保持畅通无阻。
以下情况必须取得上海消防局的书面批准：
1）展览中演示、操作暖气、烧烤炉、生热或明火器具、蜡烛、灯笼、火炬、焊接设备或其他生烟材料。
2）演示、操作任何可能被认定危险的电力、机械、或化学器具。如故有任何以为，或器具可能被认定危险，请向
有关部门报批。
3）有毒或危险材料，包括：易燃液体、压缩气体、或危险化学品。必须注意不得阻碍、遮挡消防系统、空调系统、
机械通风口、消防安全设备、水龙带柜、火警手柄、室内照明紧固装置及监控系统。
4）不得使用易燃材料进行搭建，尤其是弹力布，所有展台内地毯必须符合 B1 级难燃型标准，其它材料也必须涂
上防火涂料方可进行搭建。

展品的搬运
1）展商的运货车辆到达中心后，应按照展馆排定的进场顺序及指定的运输通道进入指定的卸货位置卸载，并停放至
指定专用停车位置。载重量为 5 吨以内的卡车可直接进入展厅卸载。 在公共区域、观众通道、入口大厅和入口
广场范围内禁止搬运物品。允许进入展厅的车辆高度不得超过 4 米，车速不得超过 5 公里/小时。
2）有关物品的货运事宜请直接与指定货运商或者各自的货运代理商联系。
3）在物品的搬运过程中，当主办单位无法接受货物时，或其他任何人无法代替收货时，展商必须安排指定代表到其
展台来接收货品，此后对货物的看管责任需展商与其代表协商。
4）撤馆期间，所有遗留下来的无人照看的展品和布展用品将被视为放弃；而由展商自行转移的物品在转移过程中遭
受的损失由展商自己承担。所有物品在经过安全检查处时必须放置于橡塑的手推车内。
5）参展商如果委托运输展品直接到达展馆，请不要将到达时间定在搭建时间之前。参展商及其委托人或者搭建商应
按照主办单位提供的入场时间，自行将展品运入场。如果展品在馆内标准展台都搭建起来后才到达展馆，可能会
难以搬运、安装。
6）请注意，如果参展商在展馆内需要机械服务，请与指定货运商联系。任何由非指定货运商提供的铲车、起重机、
平板车都是禁止在馆内使用的。

清关
所有进馆的货物及展品必须就此与展览会指定货运商进行核对。
请注意，那些未经清关的货物及展品一旦进馆，将不允许离开展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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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展馆内的展示品、文具及饮料不征收税款。如要运出任何纪念品，请办理出口报关手续。为了维护展
览秩序，除了给顾客及服务人员的少量小礼品外，我方不鼓励展商发放纪念品。展览期间，所有发布的文稿、幻灯
片、录象及电影必须首先由中国海关审核。
我方建议将所有预计在展览期间发放的宣传手册、传单、手稿及其他任何材料和文件一式两份在展前两个月通过展
览会指定货运商转交给上海海关。

小费
主办单位及其他服务提供商在整个展览期间 (包括进馆 / 撤馆及展览开放期间) 中均不接受小费。
失物招领
若您在展馆内拾获任何物品，请送至展会问询柜台或主办单位办公室。
ATM 取款机
ATM 自动取款机位于展馆登记大厅内。
商务中心
在展馆登记大厅内设有商务中心，主要提供传真、打印、上网等办公服务。
展馆停车位
所有驾车到展馆的展商及观众，必须遵循保安的指引停车并支付相应的停车费用。

停车场

P1

P2

P3

停车位

2000

900

500

停车费

P4

P5
800

8 元/小时，最高 64 元/天（价目随展馆规定而变化）

餐饮与花草
场馆内有指定的餐饮和花草供应商，未经场馆同意，任何其它供应商不得经营此类业务。
所有外带餐饮不得带入展馆。
展馆内餐饮信息
餐厅名

位置

西餐厅

展馆 1 号入口厅（南入口大厅）内二楼

莱荫咖啡厅

展馆 3 号入口厅（东入口大厅）内

98 餐厅

E3、E4 展馆夹层

麦当劳

W5 展馆东侧；E1、E4 展馆西侧

肯德基

展馆 2 号入口厅（北入口大厅）内

东方既白

展馆 2 号入口厅（北入口大厅）内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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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约翰
La Cite

E4 展馆西侧
Café

E6 展馆西侧、N5 展馆南侧

MILANO 餐厅

E5、E7 展馆西侧

绿泉餐厅

W3、W4 展馆夹层

食客快餐

E5 展馆西侧、3 号入口厅（东入口大厅）内二楼

汇展餐饮

W3 和 W4 展馆之间的卸货区内

丽华快餐

W2 和 W3 展馆之间的卸货区内
W4 和 W5 展馆之间的卸货区内

绿泉快餐

N2 展馆南侧 N2-B2 房间

德国蓝堡

E2 展馆西侧

小吃吧

W1-W5 展馆内东侧、E1-E6 展馆内西侧

展馆外就近餐厅
餐厅名

餐厅类型

位置

友乐达台北精致面馆

中式餐厅

浦东嘉里城商城/地下一层

斗香园

中式餐厅

浦东嘉里城商城/地下一层

味千拉面

日式简餐

浦东嘉里城商城/地下一层

和民居食屋

日式简餐

浦东嘉里城商城/地下一层

赛百味

西式简餐

浦东嘉里城商城/地下一层

有心上海点心

中式小吃

浦东嘉里城商城/一层

新旺茶餐厅

中式餐厅

浦东嘉里城商城/一层

新元素

西式餐厅

浦东嘉里城商城/一层

蓝蛙

西式简餐

浦东嘉里城商城/一层

大茴香

越南餐厅

浦东嘉里城商城/一层

星巴克

咖啡

浦东嘉里城商城/一层

香啡缤

咖啡

浦东嘉里城商城/一层

Afternoon Tea

下午茶

浦东嘉里城商城/一层

小南国

中式餐厅

浦东嘉里城商城/二层

逸骨

中式餐厅

浦东嘉里城商城/二层

俏江南

中式餐厅

浦东嘉里城商城/二层

Johnny Moo

西式餐厅

浦东嘉里城商城/二层

诗碧阁西餐厅

西式简餐

浦东嘉里城商城/二层

融合马来西亚餐厅

东南亚餐厅

浦东嘉里城商城/二层

赤坂亭

日式烧烤

浦东嘉里城商城/二层

湘泉土菜馆

龙汇路 332 号

邵记传菜

龙汇路 338 号

跃民海鲜家常菜

樱花路 429 号

天下一家茶庄

樱花路 435 号

TCT ASIA 亚洲 3D 打印、增材制造展览会

第八章 展览规则

肯德基

龙阳路 2000 号

永和大王

龙阳路 2000 号

不可抗力因素
当展会未按日程而提早停止或推迟结束，是由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如自然力包括但不限于风暴、台风、暴雨、地震、
火灾、水灾或展馆倒闭等超出主办单位权限的事发生；或者其他不可避免的情况，如因参展商违犯中国的法律而受
到中国法庭或其他中国政府部门、有关权威组织、展馆的起诉，主办单位与其签定的合同将被立即解除而且不退还
任何已付的款项；参展商如果忽略任何法定规章、反对主办单位的领导，合同将被立即解除，同时主办单位不退还
任何已付的款项。因此，在上述情况发生后，主办单位有权保留款项即使合同解除，而参展商仍将为货物支付保险
费。

不可预见情况
如有超出本“规定”和参展合同内指明的不可预见情况发生，主办单位的决定将是最终决定。
知识产权
为保护参展单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的专利权，维护参展单位的合法权益，参展单位在本次展览会期间，发现其
他参展单位有侵害其他专利权的行为，可委托本次展览会设立的法律顾问处进行调查和交涉。
第一条
为保护“2018 亚洲 3D 打印、增材制造展览会”（以下简称“本次展览会”）的参展单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
之合法知识产权利，保证本次展会合法、顺利进行，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参展单位在本次展览会期间，发现其他参展单位有侵害其合法知识产权利的行为的。可申请本次展览会特设之法
律顾问进行现场处置。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之承担处置任务的“法律顾问”是指由本次展览会组委会委托之相关律师事务所及该所执业律师。
第四条
有权提出现场处置申请人包括：
1． 专利权人、商标权人；
2． 在中国境内创作完成作品或根据中国参加的相关国际条约约定而在中国依法应予版权保护的著作权人；
3． 享有其他知识产权益的在先权利人；
4． 上述知识产权益的利害关系人；
5． 其他经审核有权提出申请的人。
第五条
申请人应提交之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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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证明其是系争知识产权权利人且该项权利在提出申请时仍然有效的证书、证明或其他书面文件；
2. 如提出申请的人是系争知识产权的利害关系人，则除前述规定文件外，还应提交其系该项知识产权利害关系人
的证明文件；
3. 应现场处置人员的要求需提供的其他文件、资料或样品等；如申请人提交之资料不符合前述规定，其现场处置
的申请不予受理。
第六条
现场处置的程序：
1. 现场处置人员审查申请，决定是否受理；
2. 受理申请后，进行现场初步调查，对被控侵权方的被控侵权行为是否成立作出规定；
3. 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根据侵权人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现场处置措施；如无法对侵权行为性质作出现场认
定，或认定不构成侵权的，给申请人以必要的说明。
第七条
现场处置措施包括：
1. 询问相关人员；
2. 现场检查被控权产品；
3. 责令被控侵权人将经初步认定为侵权的产品撤展；
4. 对被控侵权产品进行拍照等以收集、固定相应证据；
5. 应申请人的要求，如实出具现场调查记录。
第八条
本《办法》与展会的招展单位发出的其他招展资料等一并送达相关招展对象，任何单位如最终决定参加本次展会
均将视为接受本《办法》的约束，并保证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益，配合现场处置人员的工作。
第九条
现场处置人员依本《办法》进行的现场 处置行为均系本次展会组委会的合法授权行为，现场处置人员根据本《办
法》出具的《现场调查记录》视为本次展会组委会出具。
第十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本次展览会组委会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