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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7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将于4月11日-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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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办公室特编写《2017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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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展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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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委会办公室，它将帮助您做好参展准备。内附的各种申报表可直接向组委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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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接和组委会办公室联系，我们很乐意为您服务。

凡参加的单位、个人，在办理2017中国国际电子商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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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国国际电子

商务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根据有关规定做出的处理。

本手册解释权归2017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

（本手册电子版已上传官网，如有需要请登陆www.ecfair.cn下载）

大会组委会办公室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工人北路689号外贸商务大厦六楼 邮编：322000

电话：+86-579-89926263 89926277 传真：+86-579-85297855

Http://www.ecfai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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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主要服务机构

一、 服务机构：

部 门 职 能 联系电话

综合部 负责各项活动、工作的综合协调、联络和督察等工作 0579-89926999

招展部 负责招展、展位安排和展馆现场管理和服务等工作
0579-89926263

89926277

宣传招商部

组织协调宣传报道、配套或活动组织、形象策划实施、记者邀

请联络等工作的组织实施,负责现场专业买家、参观商的邀请

与组织工作

0579-89926261

13867921833

会刊编辑部 负责会刊资料的采集、编印等工作 0579-89926261

网络资讯部 负责网上博览会相关资料的审核与发布 0579-89926297

后勤部
负责参展企业、参观商的酒店预订、翻译服务人员邀请等相关

工作
0579-89926297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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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523054、85522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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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地点：
浙江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义乌市宗泽东路59号 0579-85415989

展会服务商名单
一、主场搭建商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联系人：傅青松 地 址：浙江省义乌市宗泽东路59号

电 话：0579-85415979 传 真：0579-85415555

二、展品仓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联系人：王建盛 地 址：浙江省义乌市宗泽东路59号南广场/地下仓库（邮编：322000）

电 话：15724903677 传 真：0579-8541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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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提 示

2017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展期地点和日程安排：

地点：浙江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一、报到和布展时间： 04月9日 08：00--20：00

04月10日 08：00--19：00

二、开幕式时间：04月11日 09：00--09：30

三、开馆时间： 04月11--12日 09：00--16：30

04月13日 09：00--14：00

四、撤展时间： 04月13日 14：00--22：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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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具预定以截止日期前提交预订单。

3. 所有光地企业在办理进场手续时，需要交纳5000元/家的特装押金，特装押金在企业按规

定撤展完毕后，凭押金发票原件到服务大厅或展务部办理退押金手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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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及提交截止日期
附件一：《特装设计及施工方案图纸审核意见表》

（所有光地企业此附件必须交回，截止日期：2017年3月27日）

附件二：《光地（特装企业）进场施工费用办理事项》（截止日期：2017年4月9日）

附件三：《展具租赁及电源申请表》 （截止日期：2017年3月27日）

附件四：《翻译和服务人员登记表》 （截止日期：2017年4月8日）

附件五：《会刊与展期广告》 （截止日期：2017 年 3 月 15 日与 4 月 1日）

附件六：《客商住宿申请表》 （截止日期：2017年4月8日）

如有任何疑问，敬请联系我们：
组委会办公室

招 展 部 TEL：0579-89926263 89926277

展位搭建商TEL：0579-85415979 85415567

展品运输商TEL：0579-85415959 8541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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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报到、布展、撤展流程表

1、报到时间：4月09日8:00-20:00，4月10日8：00-19：00
2、提交《展位确认书》、营业执照复印件等有关证明资料
3、领取有关资料，领取参展证
4、光地特装企业携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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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纳相关费用后，领取相关证件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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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11日～12日 9：00～16：30

04月13日 9：00～14：00

5. 2、遵守展览秩序，注重企业形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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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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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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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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证件办理

一、参展证申办

1、申请对象：参展企业的展台工作人员

2、参展证有效时间：整个展期，即2017年04月11日—13日（可作布展证用）

3、办证所需资料：展位确认书；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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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展位可免费申领6本；

（4）四个以上展位可免费申领10本；

（5）超出以上规定名额按20元/本的管理费收取；

5、办证时间：2017年04月09—10日8：00—16：30；

6、办证地点：义乌国际博览中心综合楼 展商报到处

电 话：0579-89926263 0579-89926277

二、施工证申办：

1、申请对象：光地企业的施工人员。

2、施工证有效时间：施工证只限于施工、撤展期间使用，展览交易期间无效。

3、名额分配：

特装展位可申领10本，超过12本每本收取20元。

4、办证所需资料：

（1）《特装设计及施工方案审核意见表》（附件一） （2）《临时施工申请表》（附件二）

5、办证时间：2017年04月09—10日8：00-16：30

6、办证地点：服务大厅

三、证件管理规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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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进入展馆要佩带好证件，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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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布展、参展

一、布展时间： 04月09日 8：00-20：00

04月10日 8：00-19：00

（注：布展人员佩带参展证进行展位布置）

二、展示时间： 04月11日-12日 9：00-16：30

04月13日 9：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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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展期服务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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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大厅

二、展品的接送与仓储

1、参展企业发往2017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的展示样品，由参展单位在当地组织起运。

2、参展企业发送展示样品，需大会组委会代收的，请寄至：

浙江省义乌市宗泽东路59号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管理部，王建盛收

邮编：322000 电话：15724903677

3、委托展会代收的展品由大会主场运输商代垫提货、运输、仓储等费用（仓储费用：20元/立

方/天）

4、提货方进场布展时，必须先交清由大会主场运输商代垫的提取费用。凭此发票凭证（复印

件）、展位确认书、到服务大厅办理展品提取手续。

三、现场搬运

（一）各参展代表自行搬运展品。

（二）组委会办公室委托国际博览中心场馆运营部负责展品搬运的现场管理，场馆运营部对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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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不准离开。

五、现场上网服务申请

2017中国国际电子商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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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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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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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宾馆预订

各参展企业如若需要酒店预订服务，请与组委会办公室联系，见附件五《客商住宿申请表》。

联系人：谢小姐

电 话：0579-89926297 传 真：0579-85297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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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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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博览会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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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联系人：谢小姐

电 话：0579-89926297 传 真：0579-85297855
九、展位使用管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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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使用必须遵守组委会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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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严禁违反国家规定的其他法律法规。

（二）、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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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会后组委会审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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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办公室招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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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撤 展

1、撤展时间：2017年04月13日14：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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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特搭企业在规定时间内撤展完毕后，请到服务大厅凭押金发票原件退回押金，不在规定时

间内清场的特装展位，清场押金不予退还。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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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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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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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需租赁展具的参展企

业，请提前预定，网上预定请登录dsz.cccfair.cn在线预定或填写好展具租赁及电器申请表后，传

真到博览中心场馆运营部。

展具预定以2017年3月27日前提交展具租赁申请表有效，逾期申请的请到服务大厅办理租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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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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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件三）

（3）特装保证金：特装展位的清场押金，按5000元/家企业标准收费。清场押金在企业按规定

撤展完毕后，到服务大厅或场馆运营部凭押金发票原件办理退押金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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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布展施工管理规定

为全面提高的布展和服务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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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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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由主场搭建商会展中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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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电源插座、一只

废纸篓、一块公司楣板（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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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组委会办公室同意不得随意更改，

并于截止日期前邮寄或传真至组委会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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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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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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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标志。

5、展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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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自带或到小卖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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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装布展是指光地展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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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单位可向主场搭建商会展中心申请搭建，也可选择其他单位对展台进行特殊装修。

注：所有光地企业在办理进场手续时，需要交纳5000元/家的特装押金，特装押金在企业按规
定撤展完毕后，凭押金发票原件到服务大厅或展务部办理退押金手续。
四、特装展位布展规定

1、为安全起见及保证特殊装修的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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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组委会办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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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特殊装修

摊位的效果图及用电负荷和装修使用的材料的文字说明在2017年4月4日前将原件邮寄或送达组委会

办公室，鉴于审图须图表清晰，故不接受传真。审核流程：组办方-展馆方工程部、安保部。审核通

过后方可进场装修。

2、参展商如委托主场搭建商以外的单位设计制作展位，装修图审核通过并携带装修图审核表后

填写（附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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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电

工证复印件并交于服务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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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会展

中心在清场押金收据上签字认可，装修施工企业（参展商）凭此收据到财务部退清场押金。注：退
还押金时，必须携带发票原件。

5、特殊展位统一限高5米（净面积大于或等于54m2可放宽到7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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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地面承受力为600Kg/㎡；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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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中心有权提出调整意见，参展者应予接受和进行调整。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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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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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样品摆放管理规定

（1）妥善保管好展样品和个人随身物品。单件10000元或总价50000元以上的贵重展示样品事

先向组委会申报进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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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应按时进馆，并请不要提前退馆，以确保展样品安全。

（2）经批准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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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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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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筹展期间使用的展样品包装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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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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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须报博览会组委会

办公室审批，批准后，派专人负责管理，确保安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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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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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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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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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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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刊物及宣传品管理

1、博览会刊物和宣传品是指以名义编印以及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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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和宣传品须符合以下要求，经组委会办公室审查批准后，方可在现场赠阅：

（1）以宣传外经贸政策和外经贸改革与发展为主要内容，刊物和宣传品名称须与内容相符。

（2）专项宣传的宣传品，均由组委会办公室统一编印和对外发送。

（3）未经组委会办公室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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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中英文字样。

（4）未经组委会办公室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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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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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
特装设计及施工方案图纸审核意见表（附件一）

注：所有光地企业此附件必须与 2017 年 03 月 27 日前交至组委会办公室

请传真至：招展部 地址：义乌市工人北路 689 号外贸商务大厦六楼 邮编：322000

联系方式：冯先生/龙先生 0579-89926263/89926277 传真：0579-85297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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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办公室收集审核意见及审核资料；

2、审核意见由组委会办公室统一汇总后通知企业。

组委会意见：

博览中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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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
光地（特装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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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12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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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0元/2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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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保证金：5000元

（撤展清场完毕后，凭发票原件到义乌国际博览中心综合楼四楼场馆运营部全额退还）

特别提示：

1、特装企业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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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到服务大厅办理加班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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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逾期管理费和清运费。

临时施工证申请表
注：截止日期：2017 年 04 月 09 日

部门：博览中心场馆运营部 电话：0579-85415961 85415089 传真：0579-85415900

参展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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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A
施工证数量

现场安全负责人 电 话

用电安全负责人（请提供电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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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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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
展具租赁及电源申请表（附件三）

注：截止日期：2017 年 03 月 27 日 展览时间：2017 年 4 月 11 日-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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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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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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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所有已申请的展具和电源不可退换，如现场退换展具将收取 20 元/个/次的服务费，退换电源将

收取 50 元/个/次的附加服务费；

展具租赁费用汇款至：

公司名称：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博览中心

账 号：380558336602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义乌分行

参展企业名称（盖章） 展位号

参展公司申请人 电话 传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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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
现场展具租赁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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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
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

兹有 展览会参展企业，企业名称

为 ，展台号为 ，搭建面积为 平

方米，现委托 公司为我公司展台搭建商，并且证明：

1.该搭建公司经考察审核合格后确认为本展台唯一指定搭建商，且具有搭建资格；

2.该搭建公司已同本企业签订相关搭建合同，确保展台安全施工及正常运行；

3.我公司已明确组委会施工管理细则，并通知我公司指定委托搭建公司在现场确保

施工安全；

4.配合组委会、展馆方对展台安全进行监督，如违反组委会及展馆方的施工管理规

定，展馆方有权对责任方进行处罚；

5.我公司对搭建商进行监督，若违反组委会及展馆方的施工管理规定，组委会、展

馆方有权追究相关责任方责任。

委托单位(盖章) 被委托单位(盖章)

委托人签字： 被委托人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代表授权签字： 代表授权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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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特装展台施工管理责任书

展会名称： 博览会 展位号：

施工单位名称

为完善、规范国际博览中心布展和撤展的施工管理规程和消防安全条例，请各施工单位严格遵

守展馆以下各项规定：

1. 遵守展览活动消防施工安全管理规定和义乌国际博览中心相关规章制度，服从义乌市相关职能

部门、本次组委会或场馆管理人员的施工管理和监督检查，保证展台在施工、展出和拆展过程

中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2. 为保障所有展会安全有序的施工和开展，杜绝在施工期间因为安全问题而导致的人员伤亡，展

位坍塌等现象，减少施工方和参展方的经济损失，特要求所有特装展位的搭建单位及施工单位

必须为其施工人员意外伤害险和展台公众责任险进行参保，购买保险种类不限于公共责任险。

每次进场施工搭建办理手续时需提交保险购买凭证以供验迄。参与保险为自愿原则，如无参保

展会期间出现任何事故由展商企业或搭建公司自行承担。

3. 施工现场的安全和防火由施工单位负责，施工单位应确定施工现场安全负责人，组建施工安全

管理小组，全面负责施工现场的安全、防火工作及施工队伍的管理。严格、认真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防法》《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 505 号令》《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消

防、安全工作规定，落实各项防火、安全责任和措施，明确防火、安全责任人，并认真履行职

责。

4. 登记备案的搭建单位每家缴纳 5 万元清场押金，每半年清退一次，提供施工人员名录、身份证

复印件及一寸照片一张。施工人员须统一穿戴印有各自施工单位的制服和安全帽，并佩戴博览

中心核发的施工证件有序进场。

5. 所有特装企业或特装施工单位在入场施工前，须携带电工操作证副本及由主办方和监理单位审

批通过的施工平面图、效果图、结构图审批表，方可到展馆服务大厅办理特装相关手续，领取

《特装企业进场施工管理规定》以及签订《特装企业安全责任书》，在施工入场前，由安保人员

检查各种证件，确认后方可进场。

6. 提前进场施工需缴纳 20 元/平方费用，如发现未缴纳相关费用进场施工的，加倍收取提前进场

费用。晚上需要加班企业请在 15:00 前到服务大厅办理申请手续，如发现未缴纳相关费用进场

施工操作的，予以加倍收取加班费用。

7. 搭建材料应使用难燃或经过阻燃处理的材料，或涂上防火涂料，并符合环保要求。进馆前，须

由安保人员检查，确认符合后方可进馆。如展馆及组委会发现有不符合施工安全规范的展台，

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限期整改及停工处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将给予停工及清场处理，

并给予相应的处罚。

8. 布展期间，严禁施工人员在展馆内吸烟，如有违规者一经发现，无需取证即可处以 100元处罚，

第二次 200元，以此类推。

9. 展馆内严格按照“场外施工，场内主装”的原则，严禁现场木结构初加工，电锯、电刨、切割

机、焊机、喷漆、万能胶粘贴等作业，对违规的施工单位，展馆有权制止，对屡禁不止者，将

给予 1000元以上处罚。对情节严重的将加重处罚，对拒不配合的将给予清场处理。确实需要切

割作业的，应自带木工手拉锯或在展馆特装修材料加工处指定位置使用。

10. 馆内布展施工必须在自有展台范围内进行，不得超范围跨区布展或占道布展，施工材料应放置

在本展台范围内，如阻塞通道，展馆将视其为废弃物料处理。

11. 展台结构必须牢固、安全。严禁在展馆顶部、柱子、围栏及各种专用管线上吊挂、捆绑，所有

结构应和自身主体结构连接。如有违规现象，展馆或组委会有权对该单位做出处罚。因吊挂、

捆绑对展馆设施设备造成损坏的，将要求该展台对展馆的损失进行赔偿。

12. 特装修展台必须按消防要求配置合格、有效的灭火器材，灭火器在开展前一天必须均匀摆放在

展台内，便于消防检查和使用，灭火器配备标准为 50m
2
内 2具，50m

2
外每增加 50m

2
增加 2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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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类推。

13. 严禁施工单位在防火卷帘门下搭建展台及堆放物品，严禁遮挡展馆消防设备（消火栓、红外对

射、监控探头），严禁占用消防通道等，如有违反组委会及展馆有权要求展台拆除、整改等，并

对该单位作出相应处罚。对拒不配合的展台将给予清场处理。

14. 展台施工不得使用汽油、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禁止私自明火作业。如在展馆内发现有私自

动火的展台，将给予 1000元以上处罚。对情节严重的将加重处罚，对拒不配合的将给予清场处

理。

15. 每展台应单独申请展期用电，合理分配电器回路，各种用电设施及材料应具有国家专业安全证

书，严禁三无产品，严禁使用花线、灯头线、护套线作为移动电源，不得私拉乱接电源。电器

操作人员应持有劳动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电工操作证。展馆工作人员将在布展施工、展出及拆

展期间进行监督检查。如发现有不按操作规范操作，未使用安全、合格的灯具、用电设施及材

料的单位，展馆将给予 200 元以上处罚，情节严重的加重处罚，对拒不配合的将给予清场处理

并列入黑名单。

16. 使用玻璃装饰展台，应采用钢化玻璃，并确保安装可靠，以防破碎伤人。在施工过程中如未按

规定使用钢化玻璃装饰的展台，展馆将给予警告、整改和处罚。对拒不配合的将给予清场处理。

17. 施工单位不得私自使用展馆配电箱、水源、气源等固定设施。如有违规现象，将按照展馆租赁

价目表结算费用给予双倍以上处罚。对私自使用展馆配电箱、水源、气源等固定设施，造成损

坏和安全事故的，将追究该展台赔偿及相关责任。

18. 布展施工单位必须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的相关规定和展馆的有关制度，禁止破坏展馆的一切设施

及改变其用途和位置。严禁在展厅的墙面、地面、立柱上打孔。在巡查过程中，如发现有违反

上述规定的，对展馆设施造成损坏的施工单位负责恢复或照价赔偿，赔偿细则请参照义乌国际

博览中心服务手册。

19. 在展览会开幕前，所有布展施工单位对消防部门组织或展馆组织的安全检查问题必须无条件予

以整改。展会期间，特装展位的安全由布展施工单位负责，施工单位须专人留守负责展台的安

全管理和维护。

20. 施工单位完成布展搭建工作后，应及时将剩余材料、工具等物品清理出场馆，不得在展位外堆

放展品、工具、包装箱等，如需寄存可到展馆服务大厅办理仓储手续。对在通道、展位外堆放

的物品，展馆将视其为废弃物料处理。

21. 撤展期间，各展台施工单位应设置安全区域，安全警戒人员，不得野蛮施工、违规撤除展台等

（展位直接推倒、拉倒、破坏展馆设施等），严格遵守主办单位及展馆相关规定，安全、有序撤

展，违者展馆将给予相应处罚，情节严重的将扣除全部保证金并列入黑名单。

22. 每个展会布展最后一天时间到 19:00 结束，布展倒数第二天免费加班到 20:00 结束，另外如需

加班施工请到服务台办理加班手续；撤展时间到撤展当日晚上 10 点结束，请各个搭建公司或参

展企业根据相关规定合理安排好时间。

23. 撤展当日，由施工单位自行负责清理场地，经现场管理人员检查签字后，方可清退施工保证金。

撤展当日未能完成展台清理的施工单位，展馆予以拆除，并扣除 26.8 元/平方米/天仓储费和清

运费。

24. 施工过程中，因违反上述规定，组委会及展馆将视情节轻重，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未按规定

时间整改的施工单位将列入黑名单，不得再进入展馆施工。

25. 因违反上述规定，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和责任，由施工单位负责，并承担由此给组委会及展

馆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

施工单位（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20

2017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
翻译和服务人员登记表（附件四）

注：截止日期：2017年 04月 8日

部门：综合部 联系人：谢小姐 电话：0579-89926297 传真：0579-85297855

请在适当处划√

翻译人员

□男 人

□女 人

RMB：

300 元/天/人（英语）

400 元/天/人（韩语 日语 俄语 阿拉伯语）

600 元/天/人（西班牙语 德语 法语 波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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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可直接登录 www.ecfair.cn在线提交申请表）

04 月 11 日 04 月 12 日 04 月 13 日
所需

人数

所需

天数

所需

金额

语

种

04 月 11

日

04 月 12

日
04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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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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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
会刊与展期广告（附件五）

※ 会刊广告 （截止日期：2017年 3月 15日）

2017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展会《会刊》为进口铜版纸彩色精印，主要派送给有关政府机构、

外贸公司、专业市场、专业街、行业协会、星级宾馆酒店、参观商与相关行业用户、小区用户等，

是企业宣传产品，拓展市场，打造强势品牌的最佳媒体平台。

版面 单价（元） 版面 单价（元） 版面 单价（元） 版面 单价（元）
封底 20000 封底连页 30000 封二、特一 18000 封三 15000

封三连页 20000 特单页 7000 彩色内页 3500 黑色内页 2000

联系电话：0579—89926261 传 真：0579—85297855

※ 展期广告 （截止日期：2017年 04月 01日）

为更好地宣传企业及商品，塑造良好形象，博览会特推出展期宣传广告：
参观券 6000 元/2 万张 参观指南 1 万元/2 万册 资料袋/一副 10000 元/3000 个
采购证

背面整版
25000 元/5 万个 证件挂绳 1 万元/万条 户外广告牌 6000 元/3m×6m

电子会刊 1 万元/2 万张 备注：其它广告资源请与大会组委会宣传部联系

联系电话：0579—89926261 传 真：0579—85297855

公司名称 法人代表

地 址 传 真

电 话 电子信箱

行业类别 企业性质

经办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广告发布方式（请在□处打√，并用正楷详细填写其它具体要求）：

□会刊 □展会快报 □气 球 □门 票 □证件（参观证/参展证）

□手提袋 □参会指南 □证件挂绳 □户外沙摊旗

□展馆外广告牌 □展厅地幅广告 □展馆外墙广告牌

□网上博览会 □其它（注明）

总金额：

备 注：

采编员签字： 2016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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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
客商住宿申请表（附件六）

注：截止日期：2017年 04月 8日

部门：综合部 联系人：谢小姐 电话：0579-89926297 传真：0579-85297855

说明：

1、大会安排三星（含准三星）以上酒店为住会酒店（详见《大会指定及推荐酒店介绍》一览

表），接待住会时间为 2017年 04月 09日—04月 13日，住会天数 3天起。

2、大会于 04月 11日开幕，报到日期为 04月 9日—11日，代表可根据自身要求选择报到日

期，住会结束日期是 04月 13日中午 12:00时。

3、需要预订的请于截止日期前回发申请表至传真 0579-85297855。

4、付款方式：

（1）、入住时直接支付酒店大堂

（2）、其它支付方式请直接与酒店联系

（备注：预订酒店请参考部分推荐酒店介绍一览表，也可直接登录 www.ecfair.cn在线提交住宿

申请表）

单 位 联系人

地 址 手机号

区号电话 传 真 邮 编

酒店名称 酒店编号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报到日期 住会天数 晚餐日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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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恒国际大酒店（星级：四星） 地址:义乌市丹溪北路 677 号

按五星级标准精心打造的浙江天恒国际大酒店，位于“亚洲第一的国际商贸城”—义乌市，地

处北苑工业园区，至机场仅 10 公里，杭金衢高速公路近在咫尺。

酒店中庭大堂以 16 米的净高空间，堪称“浙中第一堂”，尽显精品商务会议酒店卓尔不凡的尊

贵气派。

酒店拥有各类豪华客房 270 间，各种房间均至备至善，时尚齐备的客房设施和亲情化的服务，为商

旅繁忙的您提供一个安逸之所、养心之所。

义乌银都酒店（星级：四星） 地址:义乌市宾王路 168 号

银都酒店是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家综合性商务型酒店，坐落于义乌城市

中央，交通便捷，服务殷勤贴心。虽处繁华之地，却闹中取静，得天独厚，为您的商务和休闲之旅

增添无限活力。

毗邻义乌繁华的商贸中心区——异国风情街、商贸夜市区，距离著名的国际商贸城仅 1.5 公里。

距离义乌博览中心、体育馆 1.5 公里。沿义乌江畔而建的江滨绿廊；以孝文化为主题的孝子祠公园；

从酒店出发 40—60 分钟车程，即可到达：1. 东阳横店影视城和梦幻谷 2. 金华双龙洞 3. 浦江仙华

山 4. 武义俞源……

让您和家人、朋友享受悠然轻松的美好时光。

义乌日信国际大酒店（星级：四星） 地址:义乌市商城大道 T219 号

义乌日信国际大酒店位于闻名中外的小商品发源地义乌廿三里拨浪鼓广场，与国际商贸城同在商

城大道上，相距 5 分钟车程，交通极为便利。酒店楼高 85 米，地下两层，地上 19 层，建筑面积为

42000 平米，由浙江日信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投资 4.8 亿，按照五星级标准设计装修的现代商务豪华

酒店，委托世界酒店百强之一的最佳美洲特许经营管理公司管理。酒店豪华气派的大堂，以宋朝抗

金名将宗泽为主题木雕文化与充满生机与灵性的水文化的有机结合，凸显“勤耕好学、刚正勇为“的

义乌精神；酒店的 271 间套客房面积宽敞，房型众多，配备先进，温馨舒适，行政楼层更是引领国

际潮流；餐饮拥有 23 个风格各异的中餐 VIP 包厢，宴会厅、中餐厅、零点餐厅、咖啡厅、大堂吧、

行政酒廊等，合计 2000 个餐位。位于三楼的多功能宴会厅面积超 1500 平方、层高 8 米，宽敞无柱，

配套齐全，设施先进。可以容纳 100 桌客人同时就餐，是义乌最大宴会厅之一。酒店还拥有大小会

议室、贵宾接见厅 6个和商务中心、精品商场等；有游泳馆、台球室、SPA、桑拿、足浴、棋牌、健

身中心、乒乓球室、美容美发、演艺厅等共 10 余个康乐项目。

义乌大酒店（星级：四星） 地址:义乌市宾王路 103 号

义乌大酒店是一家四星级的现代化精品商务会议酒店。地处义乌市中心繁华地带，比邻宾王市场，

距国际商贸城 5 分钟车程。酒店拥有色调风格迥异的各类城景房 244 套，中/西餐厅及豪华包厢 17

个，大小会议厅 7 个及一个近 700 平米的多功能厅、桑拿、棋牌、健身等娱乐设施，酒店处处体现

人性化，个性化的服务理念，细致入微的服务，将带给您尊贵的感受。

酒店投资约 2.5 亿元，建筑面积为 4.6 万多平方米，酒店设计典雅，外观挺拔雄伟，内部装饰高

雅气派，尤其是面积为 1300 多平方米的江南庭院式大堂，既有小桥流水，亭台曲池之雅致，又有展

示义乌悠久历史名胜的大型瓯塑弧形壁画，刻之恢弘，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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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名称 酒店地址

幸福湖国际会议中心 义乌市后宅街道幸福湖路 100 号

义乌众联凯信大酒店 义乌市宾王路 217 号

义乌海洋酒店 义乌市福田路 99 号

义乌银都酒店 义乌市宾王路 168 号

义乌万达嘉华酒店 义乌市稠江街道新科路 1号

义乌博览皇冠假日酒店 义乌市宗泽东路 57 号

浙江天恒国际大酒店 义乌市丹溪北路 677 号

义乌日信国际大酒店 义乌市商城大道 T219 号

义乌国际大厦 义乌宾王路 218 号

义乌商城宾馆 义乌市江滨中路 180 号

义乌大酒店 义乌市宾王路 103 号

义乌开臣国际酒店 义乌市江滨北路 523 号

义乌之江华美达酒店 义乌市城中北路 9号

速 8酒店 义乌市宾王路 205 号

义乌颐和大酒店 义乌市工人北路 2号

义乌半岛·星际酒店 义乌市城北路 300 号

义乌半岛·世界酒店 义乌宗泽路 456 号

乐尚豪华酒店 义乌市城北路 282 号

开臣·璞悦酒店 义乌市稠州北路 599 号

义乌香山国际酒店 义乌市江滨西路 14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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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华丰酒店 义乌市机场路 2号

义乌怡嘉风尚酒店 义乌市稠州北路 571 号

义乌怡嘉印象酒店 义乌市稠州北路 797 号

义乌怡嘉金穗酒店 义乌市义东路 83 号

义乌怡嘉洲际酒店 义乌市稠州北路 388 号

伊美广场酒店 义乌市城中中路 128 号

义乌璞丽文华酒店 义乌市工人西路 18 号

义乌威曼酒店 义乌宗泽路 518 号

义乌舰洋酒店 义乌市江东中路 55 号

义乌桔子酒店 义乌市江东中路 69 号

义乌新雅图酒店 义乌市江东中路 107 号

义乌巴里岛雅庭酒店 义乌市工人北路 1159 号

温德姆国际酒店 义乌工人北路 1167 号

义乌百瑞酒店（原雷迪森酒店） 义乌江东中路 346 号

欧陆风情主题酒店 义乌市福田四区 15、16 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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