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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清单 

 

 

 

日期 核对内容 

启程之前 是否持有展位相关文件，如展位确认书、展位图等？ 

 □ 是   

 □ 否  （请与项目组负责人联系） 

启程之前 是否持有个人材料，如护照、邀请函（复印件）、保险单、名片等？ 

 □ 是   

 □ 否  （请尽快准备） 

启程之前 是否已将食宿行程安排妥当？ 

 □ 是   

 □ 否  （请尽快安排） 

启程之前 是否拿到参展商证（门票）并随身携带？  

 □ 是   

 □ 否  （请与项目组负责人联系） 

布展日 展品是否送达？ 

 □ 是 

 □ 否  a) 请在摊位附近找寻。 

        b) 可联络货运公司现场负责人，询问货品状况。 

布展日 展品是否完好？   

  □ 是   

  □ 否  （若展品有保险，请拍照留底，以便展后找保险公司理赔） 

 * 展前二天及展览结束后，物品易被偷窃，务必留神。 

布展日 搭建是否完整？  

 □ 是  

 □ 否  （可联络项目组负责人、或搭建现场人员进行补送） 

 * 如现场欲增租展具，请联络OLIVON国际展览设计公司。 

布展日 17:00 前 主办方铺设展馆内走道地毯。是否将放置在走道的物品收回摊位内保管？ 

 □ 是  

 □ 否  （请立即收回，否则有可能因此违反规定而被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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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时间 

 

展览日期 

 

31（周日） 1（周一） 2（周二） 3（周三） 4（周四） 5（周五） 

布展 展览 展览 展览 展览 展览+撤展 

展览时间 

搭建：务必于 3 月 31 日 14:00 时前全部准备就绪 

参展：展商每天 7:00 到 19:00 可入场参展（凭展商证入场，限本人使用） 

参观：观众每天 9:00 到 18:00 可入场参观（凭参观证入场，限本人使用） 

撤展：4 月 5 日 18:00 后准许撤展。提前撤展的展商将被收取展位费 20%（ 少 1000 欧元）的罚金。货

运交通工具 4 月 5 日 18:00 以后方可进入展馆，请耐心在展位上等待。 

 

 

 

 

现场联系名单 

 

主办方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

有限公司 

宋瑶琴 小姐 0049-1786227478 

邹少钧 先生 0049-1786227479 

岳明蔚 小姐 0049-1786227480 

张诗雨 小姐 0049-1786227481 

沈婷婷 小姐 0049-1786227482 

货运方 巴伐利亚国际货运 倪明 先生 
0044-7788209756 

0086-138 0181 4393 

标摊搭建商 欧立旺展览 
黄戴文  女士 

杨静燕  女士 

参考现场通知单 

0049-15204104745 

现场服务中心 24 号展馆 C29/1 展位 
丁靖哲  先生 

吴晓芳  女士 

0049-17682498644 

0049-15205876342 

 

特别提示： 

- 请确认您有境外有效联络方式； 

- 请确保您的联络方式有效和畅通，以便及时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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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注意事项 

进出展馆  

- 进入展览中心须凭证通行，请随身携带展商证。未持证者将被禁止进入展馆。 

- 展商证限本人使用，不得转让。 

 

宣传规定  

- 所有的赠品、宣传单、样品都只能在展位内发送，不得占用公共区域。 

- 不得展出涉及知识产权的展品和样本，否则德国司法部门有权要求撤下展品，对拒不执行的展位进行

查封。 

 

展品外出管制 

- 在展览期间，任何展品不得离开展馆。 

 

展品货运 

- 安排货运者，请务必与货运公司保持密切联络，随时掌握货品运送状况。   

- 请携带相关文件（或复印件）以备查验之用，如提货单、装箱单、发票等等。 

- 请将空箱留在展位内自行保管。若将空箱或任何物品放在公共走道上，将视为垃圾丢弃并收取清理费。 

- 3 月 31 日上午 10:00 时起，货运方开始陆续发送展品，请贵司人员在展位上耐心等候；如须更改送货

时间，请提前与货运方联系。 

- 展会现场严禁贩卖展品。 

- 展品遗失：主办方对任何展品遗失不负任何赔偿责任。 易被偷的时间是开展前两天，建议对重要物

品购买保险，直到展览结束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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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展须知 

 

重要！请仔细阅读！ 

- 进场布展时，请先核对展位号及配置是否正确。展位搭建和配置是依据展商确认的标摊配置确认完成

的。为确保安全，严禁随意拆卸展具，以免造成意外；若因此发生任何意外，后果由当事展商自负。 

- 严禁在没有搭建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私自改动任何展台结构，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当事展商承担。

现场若对展台进行任何更改，必须由搭建公司完成，须交纳人工费用。 

- 严禁私自改动展台内任何电器设备，如灯、电线等。展台内插座仅用于手提电脑或手机，不可它用。

如需增加负载或照明，须事先办理手续，将有专业电工为您服务，并根据工作量收取费用；若因使用

不当导致断电、起火等后果，一切后果由当事展商自负，并承担维修费用。 

- 若射灯等电器或配件出现故障，请冷静处理，可马上联系主办方，专业工人会尽快到达修理。 

- 展位内电力为 230V，1.5KW，需自备德标转换插头（见右图例）。 

- 为确保安全，请不要踩踏桌椅，以免发生危险。 

- 每块层板承重限额 10 公斤，请参展商严格遵守，切勿超重。（友情提示：已有因违

规操作而受损的事例，请注意！） 

- 玻璃橱的每块玻璃面承重限额 0.5 公斤，请参展商严格遵守，切勿超重。若因超重

导致玻璃橱损坏，须原价赔偿；若因超重造成任何的人身伤害，一切后果由当事展

商自负。 

- 展会期间，请妥善保管展位内展具，直至撤展时搭建方按数收回。如有丢失，当事展商须照价赔偿。 

- 展会期间，贵重物品、文件请随身携带，不可存放于储藏室、展位内，任何后果由当事展商自负。 

- 所有展位布置工作只限在各展位内进行，不可利用展馆结构或占用公共区域（如：走道）。 

- 除日常垃圾外，所有布展垃圾须自行处理。若将垃圾置留于现场，展馆清洁公司将收取垃圾费。 

- 现场增定展具，请在指定地点同欧立旺国际展览设计公司的工作人员（佩带工作证）联系。现场增订

展具须现场现金支付，搭建方将给予发票；所有价格明码标价，请展商注意核对价格。订单完成后，

不予退还。 

- 为展团的统一美观，严禁在灯箱上粘贴任何东西；若因此造成污损的，当事展商须照价赔偿。 

- 请爱护展具，不得在展板、展台上打孔、上钉，不得在展具上随意粘贴海报、喷绘等，切勿留下任何

污渍痕迹。如需粘贴宣传画、广告纸或刻字图案，搭建方备有专用胶带，请务必按照图文说明操作。

若有对展具的任何污损，需照价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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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注意事项 

 
旅行贴士（为了您的出行愉快顺利，请仔细阅读以下内容，并做好充分准备） 

 

1. 为保证您顺利出关，建议随身携带本人护照、邀请函复印件（或原件）、保单原件、展商证、名片； 

2. 持有新换发护照的客人，请将新旧护照一起带好，以备检查； 

3. 欧洲通用欧元，请在国内换好欧元； 

4. 如需境外使用手机，请在出发前到相应电信营运商营业地开通国际漫游，确保您的手机在境外使用畅   

通。 

5. 由于在欧洲的药店买药必须凭医生的处方，且医疗费昂贵，故应带上常用药品，以备不时之需。 

6. 建议您使用带轮子的行李箱，以方便随航班托运及随身携带；托运行李前一定要将行李上面的旧托运

条撕去，防止托运行李时引起误会，导致您的行李运错地方；建议使用小锁将行李拉锁锁住。 

7. 随身携带行李限重 5KG，限高 40×60×100CM，药、护照、衣服尽量避免放在箱内，香烟随身携带请

不要超过 2 条，酒、饮料尽量避免随身携带，现金 多可以携带 5000 美元或等值货币； 

8. 如需办理普通舱升级公务舱或头等舱请出发时在机场办理； 

9. 请不要在交航空公司托运的行李中放现金、首饰及其它贵重物品，如照相机、DV 等易损物品，因为一

旦行李丢失，上述物品均不在赔付范围之内。另外根据航空惯例，名牌行李箱及价格昂贵行李的破损

或丢失补偿按普通箱处理，不另价作赔偿（另上保险的除外）； 

10. 机场候机大厅请随时注意听广播，注意航班或登机口改动； 

11. 为您购物及消费方便，请准备并携带少量欧元零钱； 

12. 拖鞋、牙刷、牙膏自带，毛巾建议自带，替换衣服多套。欧洲的气温，在冬季平均 0－5 摄氏度，夏

季平均 20－26 摄氏度，通常晚间较日间约低 8－10 摄氏度； 

13. 如果携带摄像机、剃须刀等电器，请选用 220V 电压产品，插头为两个圆柱状，其余如三相插头、扁

插头； 

14. 喜爱喝茶者，备好茶叶，并带好电热壶（酒店内通常无开水供应）； 

15. 住宿酒店以四星为准（双人标准间，卫生间，电话，电视），含早餐。酒店除房间外，其它一切费用（付

费电视节目、房间内摆放的食品及饮料、电话费），由客人在前台自付； 

16. 在酒店内洗澡时，请您务必站在澡盆里并拉上遮水帘，千万不要站在澡盆外冲澡，欧洲酒店的洗漱间

通常没有地漏，如果溅在澡盆外面的水浸湿地毯，酒店会收 1000 欧元的赔偿费； 

17. 如果客人在酒店内、旅游车中等其他公共场合损坏物品，由当事人自己负责向相应单位赔偿； 

18. 随身携带的物品、放在旅行车车位上和酒店个人房间内的行李，由客人自己负责保管；如有遗失和盗

窃，责任自负，主办方或组织方均不负责赔偿； 

19. 欧洲天气变化较大， 好随身携带一件外套以免着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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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宿行游注意事项 

 

衣 

1. 欧洲地区气候较好，但是在冬季气候较寒冷，携带合适衣物，以轻便为宜。准备衣物要根据季节的变化

而定。欧洲气温冬季平均０至５摄氏度，夏季平均２０至２６度。晚间较日间约低８至１０度。着装应以

轻便舒适为主，欧洲酒店出于环保意识往往没有牙刷、牙膏、拖鞋等一次性用品，游客应该自带。 

2. 春夏季：早晚温差大，请随身携带一件薄外套以防突来的冷气。 

3. 秋冬季：欧洲室内取暖较好，请携带能挡风及保暖之外套，以便上下车及进出设有暖气设备场所时穿脱。 

4. 如有公务活动，请尊重当地习惯，穿着正装。 

 

食 

1. 一般酒店包早餐（美式或欧陆式自助餐）。 

2. 若有禁食猪肉或素食者，请务必及早让旅行社或餐馆有所准备。 

3. 自助餐请酌量取用，切勿餐盘内剩余太多菜肴，这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4. 进餐时要注意文雅，不要边食边说话，喝汤不能吸出声音，切勿拿刀叉比划着讲话，刀叉使用时  

   要轻拿轻放，用餐完后切不可故意打咯。 

5. 欧洲中餐味道偏淡。口味重者，请自备咸菜，辣酱。喜爱喝茶者，备好茶叶，并带好电热壶（旅馆内 

   无沸水供应）； 

6. 很多公共场所分吸烟区和非吸烟区，请勿在非吸烟区吸烟。 

7. 欧洲餐厅大多禁饮烈酒，请事先询问侍者或导游，以尊重当地习惯。 

 

住 

1. 欧洲市区的酒店一般比较古老，房间比国内同等酒店略小。 

2. 除五星级酒店外，多数酒店都没有服务生提行李。 

3. 请勿穿着睡衣走出房间，前往饭店大厅或附设餐厅请勿穿拖鞋。 

4. 离开饭店外出上街，请带饭店名片，以备迷路时使用，而且务必结伴同行以保证安全。 

5. 欧洲地区饭店内一般不备牙膏、牙刷、拖鞋、以上物品请自备。 

6. 饭店房间内酒水都非常昂贵，如不饮用请不要移动，以免酒店电脑自动计帐。 

7. 酒店内通常不备饮用开水，水龙头放出的冷水可作饮用水。 

 

行 

1. 机舱内、游览车上禁止吸烟。如食用带果皮的食物，请自备垃圾袋，注意保持交通工具的环境卫生。 

2. 免费托运行李一件（长、宽、高合计不得超过 269 公分），可将日常用品、换 

   洗衣物等放于该行李箱。各类刀具一定不要放在手提行李中，以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3. 随身行李（长、宽、高合计不超过 115 公分），请将现金、较贵重及易碎物品或随时要取用物品放于 

   随身行李，例如：自备药品、摄影机、照相底片、电池等。 

4. 行李中切勿携带瓜果、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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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 出门在外，请注意人身安全，妥善保管自己的旅行证件，机票，现金及贵重物品。 

2. 集体行走不要堵塞通道，不要急跑步。 

3. 使用人行自动扶梯须靠右站立，以空出左道，供有急事的人行走。 

4. 乘车、购物要有序地排队，遇有女士或年长者一并时，应于礼让。 

5. 参加各种活动时，必须严格遵守时间，特别是团体活动，因故迟到，要主动与他人致歉。 

6. 如果携带摄象机、剃须刀等电器，请选用 220V 电压产品，插座均为圆孔的 3 项插座，如需充电，请事

先备好转换器。 

7. 请携带欧元，人民币不通用。 

8. 欧洲有给小费的习惯，请适当准备零钱。 

9. 在欧洲街头及景点内部，使用公厕一般均需付费，为避免“大票面”的尴尬，应事先准备一些零钱。 

 

紧急情况处理： 

 

■ 护照丢失：若护照丢失，应先向警察局报案，然后到大使馆申请补发，但需 2 寸照片和一定时间。 

 为以防万一，请准备几张照片，并记下护照发行机关的名称、日期和号码等，并准备几张照片，并记 

 下护照发行机关的名称、日期和号码等，并准备几分护照复印件。 

■ 遗失行李：出外游览，流动性很大，小偷无所不在，抢劫也时有发生，因此现金、相机、首饰、手 

 表等贵重物品必需随身携带，步行时注意歹徒从背后抢劫，离开游览车、酒店、餐厅时， 好将贵重 

 物品随身携带；如在车站、机场或旅馆丢失了行李，应及时报告有关机构，但根据法律，旅馆不为此 

 承担责任，如在其它地方丢失应报告警察；请出国人员注意防盗（包括行李和随身贵重物品），尤其 

 是在大城市和闹市区。 

■ 在机场办妥行李托运后，个人应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行李标签，以便在到达后行李未到时向机场行李 

 挂失处凭单登记，如遗失托运标签产生的损失只能自负，另请不要在托运行李中夹带违禁物品和贵重 

 物品如相机、现金、字画等。航空公司赔偿丢失行李的款额有上限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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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购买免税品和退税 

 

在欧洲购物，非欧盟国家游客在同一天、同一家商店里购物，如果所购的物品不在当地使用，并于 3 个月

内携带离境，只要到达一定的数额（各国和各城市商店的情况都略有不同，可直接询问商店的营业员）都

可以申请领取购物时交付的增值税款（VAT，即 Value Added Tax）退税额一般为商品价的 15%-16%，有

些已打折的商品甚至会更低一些。 

     第一步：精明购物 

     首先弄清楚所在的旅游城市是否有针对国外消费者退税的相关服务。寻找挂有"Tax Refund"、"Tax 

Free"或是"Euro Free Tax"等标示的商家。一般来说，即便该国有退税服务的规定，却不是所有的商家都符

合这项规定，商店规模的大小以及商品种类的不同，都会影响到是否提供退税服务以及退税金额的百分比。

购物时还要详细询问该家店退税金额的百分比。 

      第二步: 申请退税 

     购物后请务必向这些加盟商店索取您的退税支票。正确填写相应表格可以确保您及时获得退税。售

货员会把所购的每件物品在免费支票或发票上详细写明。若是写在发票上，售货员须把发票粘在支票下面

的附单上（发票不允许和附单分开），售货员也会在免费支票上写明您能得到的返还金额。 

      第三步: 退税 

    退税(Tax Free)，欧洲当地人在消费时要附带支付消费税-增值税(V.A.T.)。欧共体海关规定货物出口会获

得退税的待遇。因此持有少于 3 个月的短期签证的旅游者在欧洲国家购物并将货物带出欧共体国家可获得

消费税返还。退税的金额会根据所在国税率及购买货物的价值而定，通常在 10-15%之间，有些国家还要

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不同的国家还对办理退税设有不同的 低购物价值的限制。 

      

退税的程序是： 

  1.在购物时向商店索取退税单(Tax Free Cheque) 

  2.退税单上填好护照号，联系地址。 

  3.在离开欧洲的 后一站，也就是要出关之前办理退税。退税前通常海关要检查货物以证明货物确实被

携带出境。对于要托运的货物要在办理登机手续时声明行李中有要办理退税的货物。在栓上托运牌后将行

李将还到海关办理验货手续，海关在退税单上加盖验货章。（不同的国家、机场的先后手续可能不同） 

  4.持海关验货后的退税单到机场或边境的现金返还处(Cash Refund)领取现金。 

购买的物品在办理退税之前请勿使用。如果一直是在欧盟国家旅游，则必须在 后离境国办理退税。若非

欧盟国家，则在离开该国海关时办理。您可以选择退现金、退支票，也可以选择将金额退回到指定的信用

卡账号中。但是一些公司的退税支票限制了退税方式。例如：如果商店的全球退税支票(Global Tax Free 

Cheque)首联是蓝色的，则可以现金方式退税；如果是绿色的，则只能以邮寄银行支票或信用卡划账的形

式退税。 

相比之下把钱退在信用卡账号中是众多人实践后公认 方便、 省事的选择。退支票相对要繁琐一些，消

费者填好单据寄回有关地点后，海关人员会将支票邮寄至消费者所留下的地址。邮寄的方式除耗时之外，

还要多花寄支票的邮资。若原本的税金就不高，加之各种邮资、手续费扣下来，真正拿到的金额恐怕所剩

不多。 

当您在欧盟境内旅行到了 后一站，准备乘飞机离开欧盟境内时，请在行李托运处的海关办理有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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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关出示所购可退税物品后，要求海关在退税支票上盖章。然后您可以将所购物品放入行李，办理托运。 

以从法兰克福机场出境为例，如果您打算将所购可退税物品作为托运行李，应先在航空公司柜台办理登机

手续，领取登机牌。此时先不要将所购可退税物品托运！然后去出发厅的海关，向海关官员出示所购可退

税物品，并要求海关在退税支票上盖章，再将物品交付行李托运。如果所购物品价值较高，打算将所购可

退税物品作为手提行李。需在法兰克福机场海关检查处(Passkontrolle)向有关海关人员出示所购可退税物

品，并要求海关盖章。在出关后领取退税。 

如您需要中途在欧盟境内其他国家转机，在启程机场忘了盖海关印章，您可以在其他的欧共体内的中途站

得到印记。  

如果您忘了在欧洲机场办理退税，回到国内后也可完成退税。要注意的是，目前并不是全球所有的退税公

司都在中国设有退税点。如工商银行与退税机构——Global Refund（环球退税退款公司）合作，只提供

Global Refund 公司的支票退税服务。并且只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有设点。 

 

 

 

各国退税最低限一览表（此表仅供参考，请以各国实际退税率为准） 

国家名称 最少购物金额 退税率 国家名称 最少购物金额 退税率 

比利时 125.01 17.35% 荷  兰 137.00 15.97% 

卢森堡 74.00 13.04% 德  国 25.00 13.79% 

法  国 175.00 16.38% 奥地利 75.01 16.70% 

意大利 154.94 16.70% 西班牙 90.16 13.80% 

葡萄牙 58.36 14.50% 希  腊 120.00 15.30% 

芬  兰 40.00 18.00% 冰  岛 ISK4000 19.70% 

挪  威 NOK310 19.35% 瑞  士 CHF400 7.06% 

瑞  典 SEK200 20.00% 英  国 GBP30.00 14.90% 

丹  麦 DKK300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