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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展会概述

一、展会名称

第十九届中国西部（重庆）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简称“西

部农交会”）

二、时间地点

布展时间：2020 年 1 月 7 日—9 日

展出时间：2020 年 1 月 10 日—13 日

撤展时间：2020 年 1 月 13 日 15: 00

地点：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南坪）

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 2 号

三、主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

农业农村部、重庆市人民政府、台盟中央

承办单位：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台盟市委会、南岸区政府

组织实施：

重庆市全球采购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四、主题定位

本届西部农交会以“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开放合作”为

主题，定位是建设农业招商引资平台、农产品展示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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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和信息交流载体，目标是成为立足西部、覆盖全国

并具有国际影响的农业合作、农产品促销平台。

五、规模布局

（一）规模：展场室内外总展出面积达 3 万平方米。

（二）布局：设“一带一路”暨国际展区、长江经济带

暨西部大开发展区、区域合作展区、“巴味渝珍”品牌农产

品展区、市内外企业展区、重庆深度贫困乡镇特色农产品展

区、巴渝醉美乡村暨优质气候品牌展区。

六、参展范围及条件

（一）参展范围：

1、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优质农、牧、

渔、林产品及其深加工产品。

2、农业生产资料、农业科研技术成果。

3、重庆各区县及兄弟省区市农业投资环境、投资项目。

（二）参展条件：参展企业具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食

品生产、经营企业必须具有生产许可证、卫生许可证；拥有

国家、省市知名商标的企业优先；拥有在行业中技术水平处

于领先产品的企业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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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参展须知

为确保本次展览的顺利进行请将以下注意事项告知各

参展商、特装展位施工单位：

1、展品进场必须从展馆后侧的货门进出，不能硬拉、

硬拖以免损坏展馆地面，如有损坏须照价赔偿。

2、请爱护展馆内的设施、设备和公共财产，如有损坏

须照价赔偿。

3、请勿在展馆墙面、地面、柱子上面钻孔和粘贴广告

宣传品，如有损坏须照价赔偿。

4、请勿随意搬动自己展位和其他参展商展位所配置的

物品、展具，各展位内已含有标准配置物品，如须增加配置

物品请与重庆国际会展中心现场服务中心联系。

5、请勿在展板、铝合金展架及桌、椅上使用插销、铁

钉、铆钉、钻孔、喷漆、粘接剂、螺丝钉、图钉、刀具、透

明胶、纸基双面胶带、黄色封箱带及海绵双面胶等。请勿在

展板、铝合金展架、桌椅上粘贴写真、喷绘等广告用品。请

勿用油漆或油墨笔等无法清洗的物品在展板和桌椅上直接

涂抹和写、画、只能使用无胶迹残留的布基胶带、美文纸、

转印膜、及时贴等如有特殊情况请与国际会展中心现场服务

中心联系。

6、请勿踩踏展位内配置的桌椅，如有损坏须照价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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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私自拆卸展位展架及所配置展具，如确有需要请与重庆

国际会展中心服务台联系。

7、请勿私接电源、私自移动展位内配置的射灯、插线

板及线路，如由此引发消防、安全事故，须自行承担一切后

果。另展位内已配置 220V/5A 的插座一个，限 250W 用电

负荷，如超负荷用电和移动射灯等服务请与重庆国际会展中

心现场服务中心联系。

8、请勿超出租赁面积将展品或宣传品摆放到观众通道

和其它公共区域。

9、请将自己展位内的音响、电视等设备的音量控制在

50 分贝以内，以免噪音影响其他展商。

10、宣传和销售人员不能在展馆通道、室外和其他的

公共区域发放宣传资料和销售物品。

11、请勿将过重的展品或宣传品悬挂在标准展位背板

上，以免发生展架垮塌事故，对有此特殊要求的参展商请与

重庆国际会展中心现场服务中心联系。

12、撤展时，重庆国际会展中心将对展位内配置的桌、

椅展具等物品进行检查，如有损坏须照价赔偿。

13、撤展时，请将自己展位内粘贴的广告宣传资料清

除干净，对未清除自己展位内广告宣传资料的参展商，重庆

国际会展中心将按规定对其收取清洁管理费用。对展位内无

法清除的广告宣传物品必须照价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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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严禁携带易燃、易爆、违禁品、枪支和管制刀具

等物品进入展馆。

15、请在闭馆时将展位内电器的所有电源全部关闭，并

拔掉插头以免发生安全事故。

16、请勿在展位内存放现金以及贵重物品，以免丢失。

17、为了保持良好的展示环境，请勿在展位内用餐，用

餐请到负一层就餐区。

18、特装展位须知及注意事项

18.1 特装展位应提供以下资料：（必须在进场第 5 个工

作日前，即 2019 年 12 月 27 日前一次性提交重庆国际会展

中心，2019 年 12 月 30 日开始加收 30%特装管理费）

（1）特装展位效果图、平面图、结构图、电路图各一

份。

（2）特装展位施工安全责任书一份。

（3）特装展位施工单位施工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手

机号一份。

（4）电工证复印件一份。

（5）施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已备案的无需

提供）

18.2（参展商、特装展位施工单位）应根据服务需求填

写如下表格：（必须在进场第 5 个工作日前即 2019 年 12

月 27 日前一次性申报完毕，2019 年 12 月 30 日开始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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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0%加急费）

（1）电力申请表

（2）施工证件管理费申请表

（3）电话、网络申请表

（4）压缩空气、给排水申请表（压缩空气使用申报限

一、二号馆 A 区及室外 A 广场）

（5）特殊服务申请表

（6）展具租赁物品申请表

（7）电器租赁及改动申请表

（8）展位搭建、现场改动、制作申请表

（9）安保器材租赁申请表

18.3 注意事项：

（1）特装展位所有应提供的资料必须在 2019 年 12 月

27 日前一次性申报至重庆国际会展中心完毕，超出规定期

限申报加收 30%特装管理费，另重庆国际会展中心不接受

分批申报的特装展位资料，分批申报作为无效申报。

（2）所有服务申请表格必须根据服务需求，在 2019

年 12 月 27 日前一次性详细填写各项服务申请表直接申报

重庆国际会展中心完毕，另申报单位必须签字盖章确认，重

庆国际会展中心不接受未签字盖章的申请表格并作为无效

申报。超出规定期限申请的加收 30%-50%加急费，并且不

保证完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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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展商应根据服务需求 2019 年 12 月 27 日前填

写申请表格并申报完毕，且签字盖章确认，重庆国际会展中

心不接受未签字盖章的申请表格。超出规定期限申请的加收

30%-50%加急费，并且不保证完全提供。

（4）根据消防要求，主办单位应提前收集特装展位申

报的特装展位效果图、平面图、电路图申报重庆市消防局南

岸分局审核，经重庆市消防局南岸分局审核并签字盖章后，

再报重庆国际会展中心审核，方可办理入场手续，重庆国际

会展中心不接受未经消防审核的图纸。

（5）重庆国际会展中心在进场前第 15 个工作日，在展

览中心一层C区服务台开始接受申报并办理相关入场手续。

每天工作时间为 9:00—17:00（申报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16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7 日，12 月 30 日开始收取加急费）。

（6）参展商或特装施工单位根据服务需求在服务申请

表格填写完毕，签字盖章确认后传真到展馆现场服务中心。

（7）各类特装图纸可以用电子邮件发送到以下邮箱：

445009084@qq.com

（8）各类服务申请表格、特装管理规定和安全责任书

可在重庆国际会展中心网站内技术信息资料下载栏目内下

载 。网址：http://www.cqcec.com/

21、展览展务咨询及服务

重庆国际会展中心：



9

现场服务中心咨询电话：023-62609110

联系人：贺小海

报馆资料可发 QQ 邮箱：445009084@qq.com

特别提示:国家法定节假日不办公

西部农交会组委会：

联系电话：18983265881、18983260937

联系人：何浩、雷中宇

物流服务：

服务商：成都纵连展会物流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联系电话：18117885601

联系人：屈强

收货地址：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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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特装展位施工安全管理规定

1 特装展位定义：

是指参展商不需要使用标准展位，而是根据其单位的形

象及产品在展览馆内空地上进行特殊设计及装修的展位。

2 特装展位施工单位布展前注意事项：

2.1 各参展商或施工单位进馆施工前 15 天必须填写特

装展位施工申请表、施工安全责任书、特装施工单位基本资

料调查表（仅限首次进馆施工的单位提供），在通过重庆国

际会议展览中心审核认可后，方可办理特装展位施工手续，

并向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展览部提供以下材料：主办/承

办单位或参展商委托施工证明、申请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一

份、展位施工平面图、立面图、电路图、结构图、效果图各

一份。

2.2 各施工单位的人员在进场施工前，必须交纳相关费

用后方能按时进场施工。进场时必须佩带重庆国际会议展览

中心发放的有效施工证件。相关费用如下：

2.2.1 特装管理费：10 元/m2/展期

2.2.2 施工证件费：10 元/展期/个、押金 20 元（遗失

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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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运输车证费：10 元/展期/个、押金 50 元（遗失

不退）

2.2.4 特装现场施工保证金：5000 元/展位（限 200m2）

2.2.5 施工临时用电费：240 元/处（限 220V/10A 内）、

400 元/处（限 380V/6A 内）

2.2.6 展期用电费：按展览中心报价执行

注：

a. 特装展位的施工单位在进场前第 15 天开始办理特

装施工手续，此手续必须在进场前第 7 天办理完毕，并交

清所有费用。之后办理手续的加收 30%的特装管理费。

b. 在进场施工前一周，必须向展览中心申报所需的展

期用电及施工临时用电数量，超期报电加收 30%的加急费，

开幕后加电加收 50%的加急费用。

c. 特装展位施工单位进场施工时，必须自备与所报照

明负荷相匹配的带有漏电保护开关的配电箱。

3 特装展位施工单位布展期间注意事项：

特装展位施工单位必须遵守本中心的各项管理规定和

有关消防安全条例，并在施工中自觉遵守下列规定：

3.1特装展位搭建必须使用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阻燃材

料，不得使用各种弹力布、尼龙布等易燃材料作为特装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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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装饰材料。木制作必须使用 B1 级阻燃材料，使用阻燃喷

绘布，阻燃地毯。结构必须牢固可靠，避免发生展位垮塌等

安全事故，所有未粘贴防火板的木制材料及木制地台必须在

进场前粉刷防火涂料后方能进场施工。

3.2 特装施工单位在搭建特装展位时，所用的施工材料

只能堆放在自己搭建的展位范围之内，不能遮挡馆内的消防

设备、电器设备、紧急出口和公共通道，各展厅黄线区域内

及防火卷帘门下方不能搭建任何展架、展位和堆放任何物

品。

3.3 为保证消防报警系统、自动喷淋灭火系统及配电系

统的正常运行，所有特装展位装修不能以任何形式封顶。

3.4 所有特装展位的装搭必须按照已审批的方案进行施

工，对在现场擅自改方案而影响展馆消防安全（超高搭建的、

二层展位超过规定面积的、搭建展位占用通道的）；展览中

心有权作停电处理，直至整改合格为止。

3.5 必须接受展馆工作人员的管理，禁止使用易燃、易

爆物品；施工现场禁止吸烟，严禁明火作业，超标准噪音施

工；禁止使用电锯进行现场开裁装修材料，特装展位施工单

位不能在展厅内现场制作展位，只能在展厅内用半成品拼

装；严禁使用电焊机、风焊机、亚弧焊机、打磨砂轮等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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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花的工具进行施工，经提醒后仍然使用违章工具的，将作

没收其使用工具及扣除保证金的处理；禁止在现场刷漆和使

用高压气泵进行喷漆；不得大面积粉刷涂料，如需少量修补

涂料，应做好地面保护措施。如有特殊要求必须在征得展览

中心同意并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施工。

3.6 特装展位施工单位在施工时，不能采用强化学品、

强异味品和强刺激性的物品。

3.7 特装施工单位在制作各种灯箱时应留有足够的散热

孔，日光灯镇流器应脱离箱体，使用木质材料制作的灯箱，

内部须作防火处理并加石棉板阻燃，电器安装严禁使用麻花

线、普通胶线等不符合消防规定的材料，必须使用双护套阻

燃线，未使用双护套阻燃线的必须穿管。电器安装必须遵守

有关规定和专业规范，确保供、用电安全。如有违规情况，

展览中心管理人员有权责令停止施工，并督促改正。

3.8 特装展位电路设计单相回路不得超过 2000W，若

超过 2000W 应采用三相电源设计，平衡分配用电负荷。禁

止使用 500W 以上大功率灯具。

3.9 所有用电须符合用电安全的要求，严禁在展馆内使

用霓虹灯，电热器具（电炉、电饭锅、电烫斗等）及大功率

灯具（500W 以上）。一经发现，将停止供电并没收禁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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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3.10 特装展位施工单位在展位装修中的所有用电线路

必须采用接线端子连接并作绝缘处理。

3.11 特装展位的高度，不应超过限定高度，以免影响

安全。

3.12.1 一层展厅序厅限高：2.5—5 米，四层展厅、七

层展厅序厅限高：2.5 米。

3.12.2 一层展厅、四层展厅、七层展厅檐下限高：2.5

米，展厅内限高 5 米。

3.13 施工人员在高空作业时，应使用安全合格的提升

工具及操作平台，施工人员应系好安全带。为保护人身安全，

周围要设置安全区，并有专人看护。安全区须设明显的警告

标志。

3.14 在展厅内制作展位和铺设地台或进行其他施工项

目时，不能在墙面和地面打孔、刷漆、粘胶、张贴、涂色，

不得改变、拆卸、破坏展厅建筑和设施，施工作业时不得硬

拖、硬拉、以免损坏展厅的墙面和地面，如在施工过程中对

展览中心的设施、设备造成损坏和污损必须照价赔偿。（详

见设施、设备赔偿价格表）

3.15 展位结构严禁在展馆原建筑顶部、柱子、栏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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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专用管线上吊挂、捆绑，所有结构应和展位自身主体结

构连接。严禁利用展馆顶部作为吊装展位的工具。

3.16 使用玻璃装饰展位，应彩钢化玻璃，确保安装牢

固、可靠。并明确标识，以防破碎伤人。

3.17 展位所设计的结构强度应当满足载荷所需要的强

度。搭建应确保展位结构的强度、刚度、稳定性以及局部稳

定性。

3.18 立柱底部应加底盘以增加立柱的受力面，加强展

位的牢固性。

3.19 施工单位在施工时，应随时清理废弃物品，搭建

展位的材料应码放整齐，严禁占用消防通道，保持馆内通道

畅通。

3.20 所有特装展位搭建材料拆箱后，包装箱、碎件、

泡沫、木屑、胶膜等易燃剩余碎件在施工完毕后自行清理，

运离展馆。

3.21 相邻展位所有结构背后必须做出妥善装饰处理，

以免影响整个展览效果。

3.22 同一参展企业使用多个展位，其所有展位中间有

公共通道的，不得占用公用通道；不得跨越通道或搭建二层

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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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施工单位必须按实际施工面积和施工人数如实申

报办理施工手续，严禁面积出现与申报不符，一证多用等情

况。施工单位不得为其它施工单位代办施工手续，如有违反

将取消其进馆施工资格，施工人员在现场必须佩戴施工证

件，服从展览中心现场管理人员的管理，并配合工作。

3.24 特装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发生意外情况应及时与

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现场管理人员取得联系。

3.25 施工单位应对其施工人员进行文明施工教育和法

制教育，如施工人员发生问题本中心及有关部门将追究施工

单位责任。

4 特装展位施工单位在展会期间注意事项：

4.1 展览会开展期间，特装展位施工单位须留施工负责

人、电工、木工等人员现场值班，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2 展览会开展期间，特装展位必须留人在展馆关闭电

源前关闭自己展位上的电源箱。

5 特装展位施工单位撤展期间注意事项：

5.1 特装展位施工单位在撤展时，必须根据展览中心规

定的撤展时间，将自己制作的展位内的所有特装材料、垃圾

和自己展位范围内地面或柱子上的涂料，水性漆料、胶迹等

全部清除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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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特装施工单位必须按规定时间拆卸、清运展位及其

它物品，应自觉做好运输车辆的调度和安排。对在撤展过程

中损坏展馆设施的照价赔偿或将其恢复原状。

5.3 如发现有未全部清除废料、污迹或超出展览中心规

定撤展时间的特装展位，展览中心将根据其面积收取垃圾处

置费和污损赔偿费并在其缴纳的保证金中扣除，对超出展览

中心规定撤展时间的特装展位将收取其加班费。如确有原因

自己不能清除的特装展位可委托我方代为清除，我方将按规

定收取费用。特装展位施工单位在撤展时，必须先关闭展位

上的电源后方能开始撤展。

5.4 特装展位施工单位在撤展过程中必须留有一名现场

负责人，如发生问题能及时处理。

5.5 特装展位施工单位在撤展过程中必须做到文明施

工，禁止野蛮拆卸，拆除展位物料要轻拿轻放，不能将展位

上的展墙，背景板等大型物料直接推到在地面，避免造成展

馆设备设施损坏或引发安全事故。

5.6 特装展位的拆卸和撤运必须严格执行：“先撤展品，

再拆展位，最后清运”的原则，所有施工单位不得在参展商

没撤运完展品时，进行拆卸展位的工作。

6 特装保证金的退款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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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展览中心现场管理人员验收合格后开具《展览中心特

装施工单位保证金及押金退款确认单》，凭此单一周内到展

览中心 6 楼财务部予以退回特装展位保证金，如外地特装

施工单位不能于展会结束一周后来现场办理退款的，请在展

览期间到财务部登记帐户的详细资料。

7 重庆国际会展中心有权随时对本规定进行修改，具体

实施监督管理由展览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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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重庆国际会展中心收费项目收费标准

(备注：费用收取以重庆国际会展中心实际中单价为准)

1、管理费及证件费用（计费标准：人民币）

项 目 单 位 价格

特装展位施工管理费 M2 10 元／展期

特装展位施工保证金

展位（限

200m2内以

此类推）

5000 元／展期

施工车辆证 辆 10元/展期

施工证 人 10元/展期

2、展期、临时用电及超长线缆租用

项目名称 规 格 元/处/展期 线缆价格
元/米

备 注

220V 电源
220V/5A 200 5

220V 每 5A核载
功率为 1KW；

380V 每 2A核载
功率为 1KW；

220V/15A 400 5

380V 电源

380V/6A 400 10

380V/15A 780 10

380V/30A 1280 20

380V/50A 2180 40

380V/60A 2680 40

380V/100A 4280 60

布展用电
220V/10A 240 5

380V/6A 400 10

撤展用电 220V/10A 1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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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规 格 元/处/展期 线缆价格
元/米

备 注

380V/6A 200 10

24 小时用电 220V/15A 1500 5

室外用电 以上规格
每处

加收 100

3、给水使用费

项 目 收费标准

给水口¢15mm（0.4Mpa） 800元/水口/展期

说明：只负责提供水源上口的接驳，设备上的接口和所需材料自行负责。

4、压缩空气使用费

项 目 收费标准

¢10mm 0.4—0.6Mpa 800元/处/展期

说明：只负责气源接驳，设备上的接口和所需材料自行负责。

5、租用电话、网络收费标准

项 目 装机费（元）
通话费押金
（元）

话机押金（元）

国际长途 200/部 1000/部 100/部

市内电话 200/部 1000/部 100/部

国内长途 200/部 1000/部 100/部

网络接口 512K 600 元/处、展期（含接驳、材料费、上网等）

网络接口 1M 800

网络接口 2M 1500

网络接口 5M 2600

临时光纤 2M 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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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光纤 4M 7800

临时光纤 8M 9100

临时光纤 10M 10400

临时光纤 20M 13000

说明：
1、国际国内长途通话费从通话费押金中扣除，多退少补。
2、需在进场前 5个工作日书面申请，逾期将加收 30%-50%的加急费。
3、话机归还时，没有损坏话机押金如数退还。

6、特装展位加班收费

区 域 布展期间（最后一天除外） 计费标准 计费方式

展览

中心

各层

展厅

18: 00—22: 00 8 元/ m2 加班展位面积

不少于 36 m2，

加班面积按

实际延时面积

计算。

22: 00—24: 00 8 元/ m2

24: 00 以后（不足 1 小时，

按 1小时计费）
8元/小时/m2

地 点 布展期间最后一天 计费标准 计费方式

展览

中心

各层

展厅

18: 00—22: 00 10 元/ m2 加班展位面积

不少于 36 m2，

加班面积按

实际延时面积

计算。

22: 00—24: 00 15 元/ m2

24: 00 以后（不足 1 小时，

按 1小时计费）
15元/ m2/小时

注：需超时加班服务的特装单位请于当日 17: 00 前填写《超时加班申请

表》，逾期加收 30%的费用。



22

第五部分 第十九届西部农交会主要活动安排

序

号
名称 时间 地点

1 新闻发布会 待定
中国电信重庆

公司二楼

2 展场巡视
2020 年 1 月 10 日

8:30—9:30

重庆国际会展中心

展场

3
西部农交会

开幕式

2020 年 1 月 10 日

9:30—9:50

重庆国际会展中心会

议中心多功能厅

多功能厅

4

乡村振兴重大

项目招商签约

仪式

2020 年 1 月 10 日

9:50—10:00

重庆国际会展中心会

议中心多功能厅

5

抓大城乡促融

合化发展高峰

论坛

2020 年 1 月 10 日

10:00—12:00

重庆国际会展中心会

议中心多功能厅

6 农产品展销
2020 年 1月

10—13 日

重庆国际会展中心

展场

7
优质气候品牌

发布

2020 年 1 月 10 日

14:00-15:00

重庆国际会展中心会

议中心 201 会议室

8

东西部扶贫协

作农产品采购

对接洽谈会

2020 年 1 月 10 日

15:20-17:20

重庆国际会展中心会

议中心 202 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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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时间 地点

9
农产品出口平

台对接洽谈会

2020 年 1 月 11 日

9:30-11:30

重庆国际会展中心会

议中心 201 会议室

10
优质农产品

品牌推介

2020 年 1 月 10 日

10:00-13 日 12:00

重庆国际会展中心

展览中心序厅

11
网络扶贫创新

接力

2020 年 1 月 10 日

14:00-13 日 12:00
重庆国际会展中心

12
最受市场欢迎

农产品评选

2020 年 1月

10—13 日
重庆国际会展中心

13 成果发布会
2020 年 1 月 13 日

11:00—11:30

重庆国际会展中心

会议中心新闻发布厅

（会议日程如有微调，以现场安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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