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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第十七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以下简称绿博会）将于2016年9月2日—5日在长春农业博览

园举行。绿博会由吉林省人民政府支持；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吉林省农业委员会、长春市人

民政府主办；吉林省绿色食品办公室、长春市农业委员会、长春农业博览园承办；农业部农产品

质量安全中心、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协办。

绿博会宗旨：绿色生态、绿色生产、绿色消费。

绿博会目的：展示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和绿色食品事业发展成果；普及绿色食品知识，

提高绿色食品社会认知度和美誉度；为绿色食品企业与商家对接和商品交易搭建平台，促进绿色

食品贸易，培育绿色食品市场。

绿博会展出规模为18400平方米，参展企业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有效使用绿色食品标志

的企业和产品；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产品、获得中绿华夏有

机中心认证的企业和产品；获得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的单位和产品；境外优质农产品

和食品；绿色食品推荐使用生产资料企业和相关科研单位。

绿博会组委会邀请国内外商贸企业参加9月2日-3日举办的采购商专场，并在此期间举办多项

商务对接活动。

参展程序和费用

一、参展程序

组委会召开绿博会筹备工作会议，介绍绿博会具体筹备工作情况及要求。

组委会发放《第十七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参展指南》。各地绿办按照《参展指南》的要

求，组织企业进行具体参展报名工作，并按规定时间将参展企业名单和相关材料报展务组。

展务组接到各地绿办报来的企业参展报名材料后进行初审，并连同展位分配方案报组委会审

批。

展务组按组委会审批方案，通知各地绿办展位分配情况，并开始收缴展位费。

展务组按各地报名、展位分配方案和交费情况，安排现场布展施工和参展人员会务服务等工

作。

展位费、广告费等参展费用由各地绿办向本地参展企业收取后，于7月30日前统一电汇至绿

博会指定账号。

二、参展费用

1.标准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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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馆

中心区域：3500元/个

其它区域：3300元/个

2号馆

中心区域：3800元/个

其它区域：3500元/个 

3号馆

吉林省专馆：3500元/个

2.特装展位：

空地价格（净面积）：2号馆中心区域400元/m2，其他区域360元/m2，36m2起租。

特装管理费：15元/m2 

特装清洁费押金：10元/m2

参展安全注意事项

一、进出馆秩序

参展人员在规定的时间段进出展馆，请佩戴好参展证，听从保安人员指挥，有序进入展

馆，请勿拥堵。

装卸货物时，请服从保安人员安排，车辆停靠至指定地点后，方可进行装卸货物。

布展和撤展期间，展品出馆一律凭组委会开具的出门证方可通行。

参展商撤展时，需办理相关撤展手续，并开具出门证。

二、治安管理

请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注意展品安全和自身财务安全。布展、开展、撤展期间，参

展人员请按时进、出展馆。

为防止不法分子使用假币，请大家在交易过程中提高警惕，自备验钞机。

请参展人员积极配合场馆安检工作。展馆负责现场安保部门：长春农业博览园安保部

联系人:崔玉冰

联系电话：18004485110

三、消防安全

展会期间，消防栓前、通道上、安全门前后严禁堆放任何物品。严禁占用过道面积，确

保通道宽度在3米以上。

展馆内严禁吸烟和动用明火。如发现吸烟者不听劝告，组委会巡逻人员将按照《长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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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处理。

展馆内严禁使用化学危险物品。严禁将易燃、易爆和各类危险品带入展馆。

展馆内严禁使用大功率钨灯，灯具布置与可燃物品保持50厘米的距离。

展位内使用电器产品功率不得超过1000KW，超过规定功率的电器产品请到商务中心申请

租用电箱。 

霓虹灯广告应经申请同意之后方可使用。

特装展位电气线路、设备的安全应由正式电工持证上岗操作。导线应采用塑料护套线，

电线、电缆横穿地面时应有过桥保护。在施工期内和开展期间必须安排持有操作证的电工人

员现场值班。

特装结构要符合消防要求，建议使用阻燃材料，如使用可燃材料须进行防火处理，木制

结构板必须刷两遍以上的符合国家标准的防火涂料，并配备2只以上的灭火器（灭火器按展

馆标准配备，可至商务中心租借）。

未尽事宜，按照《消防有关规定和治安条例》执行。

四、布展安全

展馆的设施、设备及通道上不得私自悬挂张贴任何物品。

展位布展请勿使用纸质胶带、海绵双面胶带。严禁将写真背胶直接粘贴在展板上。

场馆设施、设备和标准展位的结构部件严禁私自拆装。请勿使用标准展位配件登高。

五、食品安全

参加本届展会的企业须遵守国家相关视频安全的法律法规，确保所展食品的安全。

参展的“三品一标”企业须备有相关证书复印件，以备政府机关职能部门检查时使用。

参展期间不得私自转让展位，如发生因转让展位引起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须由转让单

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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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技术参数

项 目 1号馆 2号馆 3号馆

面 积 18400㎡

荷 载 5.0KN/㎡ 5.0KN/㎡ 5.0KN/㎡

高 度
下弦11.25M 下弦11.25M 下弦11.25M

上弦19.9M 上弦19.9M 上弦19.9M

电 源 220V—380V 220V—380V 220V—380V

标准摊位数量 218个 280个 256个

最大出入口 4.5M×3.5M     4.5M×3.5M 4.5M×3.5M

最小出入口 0.9M×2.5M 0.9M×2.5M 0.9M×2.5M

电梯载重 1600kg 1600kg 1600kg

电梯数量 4台垂直梯、1台手扶梯                                                                                                

网络宽带 100Mbps 100Mbps 100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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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仓储服务目录

序  号 吨位/搬运设备 价格 元/叉（或吊） 就位费 元/吨 备     注

1 1吨位 100
三吨以下展品如
果体积超过2立
方米，租用搬运
设备时需要另
加就位费60元/
吨。

2 2吨位下 150

3 2-3吨位 200

4 3-5吨位 400

5 5-8吨位 600

联系人：顾宏君        联系电话：13944148303

仓储价目表

序  号 展 品 规 格 仓 储 期 限 价    格

1 不超过1立方米

15天以内 5元/天/件

2个月以内 10元/天/件

2个月以上 15元/天/件

2 不超过2立方米

15天以内 10元/天/件

2个月以内 20元/天/件

2个月以上 25元/天/件

3  2立方米以上按平方米计算。

4  超过2平方米以上，价格面议。

5 小展品、邮件等每天每件1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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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租赁价目表

名  称 单 位 规 格 及 型 号 租金（元） 使用时间 押金（元） 备  注

咨询桌
张set

974×474×760mm 50

展期

300

洽谈桌 650×650×680mm 50 300

折叠椅子 把set 15 50

展示柜
（1）

个set
1000×550×2000mm 200 1000

500×500×1800mm 200 1000

展示柜
（2）

个set 1000×500×1000mm 50 800

锁 柜 个set 100 600

玻璃圆桌 套set 100 400 含四把钢管椅

射  灯 只set 60W 30 50 含安装

塑料凳 把set 10 20

学生桌 张set 40 100

学生椅 20 50

IBM桌 张set 200 200

插  排 20 50

具体价格参照长春农业博览园价格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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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接待参数

序 号 名 称 位 置 面 积 容纳人数

1 接见室1 主展馆西区2F 130㎡ 20人

2 接见室2 主展馆西区2F 56㎡ 20人

3 会议室1 主展馆西区2F 56㎡ 40人

4 会议室2 主展馆西区2F 56㎡ 40人

5 签约室1 主展馆西区2F 28㎡ 8人

6 签约室2 主展馆西区2F 14㎡ 4人

7 签约室3 主展馆西区2F 7㎡ 2人

8 接见室 主展馆东区2F 63㎡ 40人

9 会议室1 主展馆东区2F 100㎡ 100人

10 会议室2 主展馆东区2F 234㎡ 150人

11 会议室3 主展馆东区2F 56㎡ 40人

12 多功能厅 辅展馆2F 600㎡ 248-500人

13 多功能厅 综合服务中心3F 285㎡ 186人

14 中会议室 综合服务中心3F 110㎡ 50-80人

15 小会议室 综合服务中心3F 50㎡ 15-30人

16 接见室 六万平米温室 50㎡ 14人

17 会议室 六万平米温室 200㎡ 80人

 具体价格参照长春农业博览园会议价格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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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时间安排

 时间 内容   备注

8月30日（周二）
15:00

联络员会议
各省市绿办联络员报到，

领取资料、证件 

8月31日 (周三)  8:30-20：00
9月1日  (周四)  8:30-18：00

 布展
各省、区、市参展企业进行展位布展，

9月1日16：00时前布展结束

  9月2日-3日（周五至周六）    
9：00-16：30

 采购商专场
展出

国内外采购商洽谈、订货 、产品推介
等活动 

9月4日-9月5日（周日至周一）    
9：00-14：00

 展出 展销、贸易洽谈、订货

9月5日（周一）  
14：00

 撤展

开馆时间：
布 展 期：8:30-20：00
展 出 期：（对外） 9：00 - 16：30
参展人员： 8：30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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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
工作组联系方式

1、展务组

组  长：张  平   0431-85927846

副组长：苏洪波   0431-87975605  13844020948

张  晖   18004485222

成  员: 倪华山   0431-89121176  13756187973

王  牧   0431-87986860  13844165628 

尹  明   0431-81985077  18004485079

孙艳秋   0431-89121176  13596425677

杨  冬   0431-87999417  13664435509

张海亮   0431-87992840  13604416979  

陈  亮   0431-88471880  13756887076

许晓亮   0431-87986860  18943655365

2、商务组

组  长：秦  吉   0431-88906417

赵  辉   010-62135997

副组长: 史宏伟   0431-87973306  13086888906

张  涛   13039319431

成  员: 李  岩   0431-87999417   13154351115

常  亮   010-62137447    13810432662

张  月   010-62122266-4016  18811198187

曹希俊   0431-82009195   13756118500

杨  冬   0431-87999417   13664435509

张海亮   0431-87992840   13604416979 

3、质监组

组  长：王  军   0431-88906097

副组长：赵  然   0431-88904204

成  员：张金凤   0431-87972804   15526657126

于国栋   0431-87980046   15694319654       

赵佰利   0431-87999730   13844842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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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保组

组  长：张金超   

副组长：张  晖   18004485222

成  员：崔玉冰   18543199261

        李雪松   18004485199

        曹  雪   18004485119

展位搭建注意事项
1、标准展位搭建：

（1）标准展位由长春农业博览园统一搭建。

（2）标准展位的配置包括：三面展板（如展商无特殊要求，拐角处为两面围板）、一

桌两椅、两个射灯、一个220V插座、中文楣板（角位为两面楣板）、侧板及专用顶板。

（3）参展商不得自行改变已搭建的标准展位，凡要求改变搭建方式的，应征得组委会

同意后，由展务组完成，参展商须自行支付改建费用。

（4）需使用标准配置外展具、设备、水、电等的展商，请直接向组委会展务组申请，

填写展台服务项目申请于8月15日前传真至展务组，展务组将对款项确认到帐的项目提前安

排配送，超过限期订购将加收20%附加费，现场申报将加收50%附加费。

（5）标准摊位所配置安装在展位上的所有用电设施设备，展商不得随意拆除或移位，

更不能带出展馆。

（6）展商必须负责保持展位设施及所租用物品完整无损，如有损毁，必须负责赔偿。

（7）标准展位参照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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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地（特装）展位搭建

（1）光地（特装）展位系指参展商委托搭建商在光地展位上施工搭建的特殊展台，光

地（特装）展位由展团或参展企业自行负责搭建，组委会不提供任何地上展览设施及搭建服

务。

（2）为统一绿博会的品牌形象，特装展位装修形式要求简约明快，总体色调和风格与

绿博会总体形象保持统一。请务必按照《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形象识别手册》要求在特装展

位展示面突出绿色食品商标标志，要求如下：

●标志图形组合可选择如下图四种组合之一。矢量图形可在中国绿色食品网下载，网

址：http://www. greenfood. org/sites/cgfe/

●如出现在特装展示面正面，至少出现一次；如出现在其他展示面，至少出现两次以

上。标志组合可采用喷绘、雕刻、灯箱等多种形式，形式不限。标志横式组合尺寸不得小于

100cm,竖式组合不得小于50cm,标志下方不得透叠其他图案。特装展位尽量采用可重复利用

性环保材料。

●在产品陈列展示方面，各展团在展区布展过程中，尽可能从展品质量、数量、包

装、展位、装饰布置等方面入手，以

实实在在的具体内容突出本展团、企

业以及产品的特色，并以产品类别分

区布展，形成一定规模的产品推介效

应。

（3）参展商在委托光地展位的

施工搭建商时，必须对其注册、施工

资质、工程技术人员力量等情况进行

审查，禁止无注册、无资质、无工程

技术人员的三无皮包公司承揽施工。

（4）光地展台施工应于8月5日

前向组委会会务组申报，并需提供详

尽图纸（展位装修效果图、平立面

图、电气平面图、配电系统图），图

纸上请清楚列明展台之长、宽、高、

所有物料及包含之电力设施等以供展

馆和消防部门审核，图纸审核通过可

办理施工手续，取得施工证后方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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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施工。

（5）光地展位用水、电等费用由展商自行负担。

特装展位缴费标准: 

★特装管理费：15元/平方米 

★特装清洁费押金：10元/平方米

（6）押金清退办法：展会闭幕当天，展商（搭建商）须将展位装搭物全部清运出展馆

外，经展务组工作人员确认并在清场押金单上签名后，凭押金单办理押金清退手续。

（7）特装展位搭建施工必须严格遵守本手册之《参展安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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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周边酒店信息一览表

名  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距离

长春净月潭益田喜来登酒店
净月经济开发区永顺路1777号

(近梧桐街)
0431-81811111 6.7

长春东师会馆（净月店）
净月经济开发区博学路与飞虹

路交汇处
0431-86173800 1.8

长春八一宾馆
净月经济开发区净月大街5678
号（净月公园门前300米）

0431-82831571 2.1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大饭店
经济技术开发区会展大街与卫

星路交汇处
0431-84606169 6.9

吉林省铂悦酒店 二道区临河街与卫星路交汇 0431-81985777 8.6

吉林省松苑宾馆
长春市宽城区新发路1169号
(省委旁省公安厅对面)

18844580918 18.7

长春南湖宾馆 长春市朝阳区南湖大路3798号 13689806418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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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距离

如家快捷酒店（净月店）
净月经济开发区净月大街

与金碧街交汇处
0431-84880555  2.1

长春特纳宾馆
净月经济开发区博硕路后

街迅池小区6栋
0431-89566125  2.8

长春金源宾馆
净月经济开发区新城大街

与博学路交汇处 
0431-89241888 3.1

长春久久宾馆
净月经济开发区新城大街

1916号
0431-86171000 3.4

长春万龙宾馆
经济开发区会展大街与昆

山路交汇 
0431-84991555 7.8

锦江之星（会展中心店）
经济技术开发区会展大街
与东南湖大路交汇处北侧

0431-85831238  8.2

长春悦华府商务宾馆
经济技术开发区世舜路与

临河街交汇处
0431-81920222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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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
一号馆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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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
二号馆平面图



19
19

参 展 指 南

19
19

第十七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
三号馆平面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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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绿博会交通线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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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参展申请表

本单位决定参加2016年9月2日－5日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办的第十七届中国绿色食品博

览会，保证支付各项参展费用，服从大会统一安排。

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____________________   传  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_______   职  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租用展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标准展台：9m2（3m×3m）__________________个

室内光地：（36m2起租）_________m（长）×_________ m（宽）＝________m2

合计费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展出产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表填妥后请于2016年7月15日前邮寄或传真至绿博会组委会（原件、复印件均可）

地  址：吉林省长春自由大路6152号吉林省绿色食品办公室         邮  编：130033 

电  话：0431-89121176    传  真：0431－89121176   电子邮箱:261650769@qq.com

联系人：倪华山  孙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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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
展商信息会刊资料表

本表统计信息主要用于编辑绿博会网页电子会刊，以便为参展企业进行宣传。请各

展商务必认真填写。为减少编辑误差，保证贵企业信息准确性，请将本表电子版发送至

261650769@qq.com。

◇ 展位编号Booth Number：

◇ 公司名称：（中文）

   Company（英文）

◇ 地址：（中文）

   ADD（英文）

◇ 邮编：

◇ 法人代表President：

◇ 联系人Name：

◇ 电话TEL：中国+86-

◇ 传真FAX：中国+86-

◇ 产品名称Products：

◇ 公司简介Company info： 

  （限300个字Limit of 300 characters）

注：本表填妥后请于2016年7月15日前邮寄或传真至绿博会组委会（原件、复印件均可）

电  话：0431－89121176     

传  真：0431－89121176  Email: 261650769@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