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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尊敬的赞助商： 

欢迎参加第八届视觉与学习青年学者研讨会（VALSE 2018）！ 

谨代表主承办方对贵单位的支持与配合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更加方便您便捷愉快的完成参展工作，我们制作了本届赞助商服务指南，  

本届展会参展服务指南分为三部分内容： 

 服务指南 

 管理规定 

 相关表格及下载 

 

 

如有任何问题或需要协助，请联系我们： 

大会组织方会务咨询（展位安排、相关资料提交、赞助事宜） 

大连理工大学：朴老师    联系电话：18640811901 

雷老师    联系电话：18686686311（微信同电话号码） 

大会主场服务（会场搭建、安装、电子设备租赁） 

大连全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何伟军  联系电话：15804248385（微信同电话号码） 

                          罗先生  联系电话：13009449784（微信同电话号码） 

 

您也可以登录本届展会官方网站 http://ice.dlut.edu.cn/valse2018/进行查阅。 

 

 

 

预祝您本次大会参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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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基本信息】 

1.1 组织机构：承办单位：大连理工大学卢湖川教授团队承办  

1.2 举办地点：大连世界博览广场 

1.3 展会日程： 

1.3.1 报到/布展/撤展： 

报到时间： 4 月 19 日 下午 15:00-18:00  4月20 日 08:00-17:00 

布展时间： 

2018 年 4月19 日   15:00——21:00   

2018 年 4月20 日   08:00——17:00  

撤展时间： 

2018年 4月22日  17:00开始撤展（严禁展商在 17：00之前撤展） 

1.3.2 展会开放时间   

  2018年4月 20-21日  09:00 ——20:30 

2018 年 4月22日     09:00 ——17:00 

1.4 咨询服务:  

大会组委会 ：       

大连理工大学：朴老师    联系电话：18640811901 

雷老师    联系电话：18686686311（微信同电话号码） 

大会主场服务咨询： 联系人：何先生    联系电话：15804248385 

租赁服务：         联系人：罗先生    联系电话：13009449784 

大连世界博览广场项目负责人：陈昕   联系电话：18640887871 

用电管理：张昆  联系电话：13050598505 

物流仓储服务：馆内运输仓储  联系人：吴定伟  电话：13998424111  13050553535 

酒店预订、车辆服务（预定官网 http://2018valse.medmeeting.org/cn）： 

联系人： 查小姐    电话：13009453284                              

 

                         预定二维码： 

 

http://ice.dlut.edu.cn/valse2018/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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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商须知】 

 

1. Demo 展位安排：每个赞助商配一个展台，会议准备了桌子、椅子和 500W电源插座。 

2. 赞助商列表： 

赞助商类别 展位配置及限制 名单及序号 

铂金赞助商 

4 米长桌子 五把椅子 

展位 4 米长，1.5 米宽，背景板高

度不超过 2.4 米 

1. 滴滴 2. 地平线 3. 快手 4. Face++ 5. 今日头条 6. 科大讯飞 7. 中科视拓

8.DeepMotion9. 图普科技 10. 美图 11. 聚力维 12. BIGO 13. 商汤科技 

14. 魔视智能 15. 腾讯优图 16. 图森 17.码隆科技 18. 依图科技 

19. 阿里人工智能实验室 20. ArcSoft 虹软 21. 华为 22. 百度 23. 美团 

金牌赞助商 

3.6 米长桌子 四把椅子 

展位 3.6 米长，1.5 米宽，背景板

高度不超过 2.4 米 

1. 七牛云  2. 深鉴科技  3. 亮风台   4. 线性资本   5. 云天励飞 

6. BasicFinder 倍赛数据，7. 平安科技，8. 格灵深瞳 

银牌赞助商 

2.2 米长桌子 三把椅子 

展位 2.2 米长，1.5 米宽，背景板

高度不超过 2.4 米 

1.纽劢科技 2. 驭势科技   3. 恒锐科技 

 

铜牌赞助商 

1.8 米长桌子 两把椅子 

展位 1.8 米长，1.5 米宽，背景板

高度不超过 2.5 米 

1 浙江捷尚视觉  2. 合合信息   3. 北京爱数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4 澎峰科技  5. 深圳极视角 

展位分布是根据赞助的先后顺序，从中间往两侧排。下图中左上角和右上角都有入口。红色区域为铂金赞助商展位，黄色为金牌赞

助商展位，深蓝色区域为银牌赞助商展位，蓝绿色为铜牌赞助商展位。图上的标号请与上表中赞助商名称对应，详细见下图 

展位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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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赞助商权益说明： 

项目 注意事项 

企业 

介绍 

视频 

企业介绍视频我们准备了 60寸4K高清电视在大会期间循环播放。请按照 16：9的比例来准

备高清视频。铂金赞助商视频时长 4分钟，金牌赞助商视频时长 3分钟，银牌赞助商视频时长

2分钟，铜牌赞助商视频时长 1分钟. 企业介绍视频请务必于 4月 10日之前通过邮件发送到

nalei@dlut.edu.cn，邮件题目注明：VALSE 2018 赞助商视频。 

大会 

宣讲 

工业进展宣讲安排在会议各个 session之间，请偏重技术方面。PPT统一为16：9比例。铂金

赞助商宣讲时长5分钟，金牌赞助商宣讲时长 3分钟。企业大会宣讲 PPT请务必于 4月10日

之前通过邮件发送到 nalei@dlut.edu.cn，邮件题目注明：VALSE2018赞助商大会宣讲。 

Recept

ion 

宣讲 

招待会上的宣讲可以是公司宣传。宣讲 PPT 统一为 16：9 的比例。铂金赞助商宣讲时长 5 分

钟，金牌赞助商宣讲时长 3 分钟。招待会宣讲 PPT 请务必于 4 月 10 日之前通过邮件发送到

nalei@dlut.edu.cn，邮件题目注明：VALSE 2018 赞助商 Reception宣讲。 

Demo 

Demo是在展位长时间展示的，可以是自己企业开发的软件演示、体验，也可以是视频，由企

业自行决定。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到您的展位，请您务必于 3月26日之前将公司名称、demo

的题目、展示人员姓名按照如下格式发邮件到 nalei@dlut.edu.cn，邮件题目注明：VALSE 2018 

赞助商demo。 

展示者 单位 演示系统名称 

   
 

企业 

介绍 

资料 

计划在会议资料包中发放的企业介绍资料或小礼品，请准备 3000份，4月15日左右邮寄到：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凌工路 2号，大连理工大学西门创新创业学院，朴老师收，联系电话：

18640811901。4月15日左右送到即可，不要太早。如果计划发放小礼品，请提前与雷老师

沟通，联系电话18686686311（微信同电话号码）。 

mailto:企业介绍视频请务必于4月10日之前通过邮件发送到nalei@dlut.edu.cn
mailto:企业介绍视频请务必于4月10日之前通过邮件发送到nalei@dlut.edu.cn
mailto:企业大会宣讲PPT请务必于4月10日之前通过邮件发送到nalei@dlut.edu.cn
mailto:企业大会宣讲PPT请务必于4月10日之前通过邮件发送到nalei@dlut.edu.cn
mailto:招待会宣讲PPT请务必于4月10日之前通过邮件发送到nalei@dlut.edu.cn
mailto:招待会宣讲PPT请务必于4月10日之前通过邮件发送到nalei@dlut.edu.cn
mailto:人员姓名按照如下格式发邮件到nalei@dl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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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赞助企业布展须知 

由于展示区域有限，不准在展位外随意摆放易拉宝及其它宣传物品，如果您有布展安排，请

与主场服务商核准企业资质，自行搭建企业需要向展场（大连世界博览广场）缴纳管理费，

管理费用为 30元/延米（易拉宝、拉网展架不收管理费）。 

5.布展工作服务管理： 

为方便赞助企业做好参展咨询和展台施工布置等相关工作，我们委托主场服务单位大连全程

会展有限公司为您提供相关服务。赞助企业展台施工布置等可自行联络大连全程会展有限公

司协助提供服务和进行管理。联系人：何先生，联系电话：15804248385。 

6.大连全程会展有限公司设计了几个展位的模拟布置图，赞助企业可以参考： 

赞助级别 图例 价格 

铂金赞助商 

 

2250元

(含增值

税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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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赞助商 

 

1900元

(含增值

税发票) 

银牌赞助商 

 

1400元

(含增值

税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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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展位背板需要每个企业自行设计 

 

因展位仅提供 500W电源，若有高功率供电需求，请联络用电管理负责人：张昆，联系电

话：13050598505 

7.特装展台 

所有的特装展台须认真填写《施工单位委托书》、《特装施工审批表》和《安全责任书》等。

禁止非确认施工单位入展场进行施工搭建。参展商须与搭建商落实展台设计与施工等相关事

宜，安排好布展工作。特装展台申报请施工单位于 4月10日前呈交场馆指定主场搭建商。 

特别提示：1、参展商所委托的设计施工单位必须具有相关资质，否则拒绝入馆施工。 

2、参展商尽可能在 19日进馆布展。 

特装展台须交纳施工管理费、施工押金和电费，施工管理费：30 元/平米/展期；施工

押金：5000元（该费用由大连世界博览中心收取，委托主场搭建，免施工管理费） 

布展加班：展商在规定工作时间内若不能完成展台搭建、展品安装或撤展工作，仍需在

展会现场工作的，场馆将收取加班费用。请提前三个小时到主场搭建商处办理加班手续，经

审核同意，支付相应加班费后方可进行。加班取费：100㎡以下，500元/小时 .  

铜牌赞助商 

 

1200元

(含增值

税发票) 

价格含：安装、拆卸、喷绘、施工管理费及展会期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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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工程及租赁服务 

本届展会为参展商提供了工程及租赁服务，租赁物品的种类请参阅后附列表，请您认真阅读

后填写租赁物品申请表，以便我们更好的为您服务。 

展览物品租赁表： 

 

 

大会组委会 

2018 年 3 月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价（展期） 

1 LED P3 每平 每天 200 

2 洽谈桌椅 1玻璃圆桌 4椅 300.00 

3 桁架制作安装 平方米 120.00 

4 长条桌 1200*600mm 100.00 

5 饮水机 1机 2桶水 180.00 

6 液晶电视 42寸 600.00 

7 玻璃圆桌 800mm直径 120.00 

8 椅子 把  35.00 



9 
 

附件：大连世界博览广场施工管理规定 

为规范安全管理措施，维护展会秩序，营造低碳、环保的布展环境，保障展会的正常运

行，为参展商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依据消防法规，制定下列条款，请各施工单位进馆时

遵循：  

 图纸审核 

请施工单位于布展前 15天附①施工方营业执照复印件(盖有公司印章）、②特装平面图、

效果图并注明施工材质、③提供消防材料证明、④电气电路图及电源箱开关图(注明

使用电器功率及各分路保护开关）、⑤电工证复印件⑥已按展位实际情况完整的《特

装施工审批表》（盖有搭建公司印章）报馆。经展馆审批合格后，凭《特装施工审批

表》到服务处办理进场手续。 

 进馆凭证 

特装展位进馆前凭《特装施工审批表》，在展馆服务处缴费后，凭缴费单入场。进馆施

工需佩带有效证件，无证件施工单位请统一到物业设备部办理进馆证件。 

 施工要求 

1. 展馆的墙壁、柱子、天花板及地面均不得张贴、打洞、涂色，不得用展馆设施固

定、捆绑、牵引所搭建的展台；因施工等原因造成展馆设施、设备损坏，展馆将

收相应的赔偿维修费用，详见“展馆设施赔偿标准”。 

2. 允许使用非残留性的单面、双面布基胶带将地毯和其他地面覆盖物固定于地面；

禁止在地面或墙面上使用粘胶物，对残留的胶痕展馆将视其残留的程度收取清洁

费。  

3. 施工期间禁止使用易燃、易爆物品，禁止现场焊接操作，禁止明火作业，禁止在

馆内进行电刨、电锯、喷漆、刷漆、刮大白等。如有特殊要求请提前申报展馆。 

4. 展馆和西北大堂施工时必须正确佩戴合格的安全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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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施工安全和结构安全由施

工单位自行负责。施工单位作业时造成各种意外，由施工单位自行负责并承担全

部责任。   

5. 施工单位搭建展台面积不得超出承租面积。 

6. 拆除展台时，应设专人看护。拆除应遵循先非承重部位、后承重部位以及自上而

下进行，不得采取推倒、拉倒等野蛮拆除方法。严禁施工人员站在背板及结构上

口采用晃动、撬动或用大锤砸背板及结构的方法进行野蛮拆除 

7. 在规定时间内各展台全部物品及建筑垃圾运离展馆，清除展位内残留胶痕、污渍， 

对不按规定执行的展台，展馆按情节严重扣除施工押金。 

     8.  地坪漆:展厅内距墙 6米面积为地坪漆，施工搭建请用地毯做以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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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背板及 LED屏搭建:展位背板背面需用阻燃材料做以遮挡。 

     10. 撤展手续:请撤展后三个工作日内到展场服务处办理退押金手续。 

 消防安全 

1. 展位效果图要求：馆内主通道不得低于 4米，对应货门9米内通道至少保证6米，

上报展馆审批同意后，方可进行招商。 

2. 所有展台构件、装饰和搭建材料均需符合消防要求，一律使用阻燃材料，结构牢

固，确保安全。木质建材均应涂满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防火涂料和防火油漆。装

修禁止使用弹力布、霓虹灯。搭建使用的材料应以非易燃物且燃烧扩散率不低于

2级。 

3. 严禁采用全封闭式顶棚，展台顶棚不得阻挡展馆顶部消防设施，要保证展台顶棚

至少有50%以上的平面开放面积，以确保展台的消防安全性；禁止在展位内设置

全封闭仓库。 

4. 严禁遮挡展馆内的消防设施、音箱、紧急出口、设备间、观众通道。严禁在展位

以外的任何地方（包括楼梯、电梯前、通道等）摆放任何物品，不得将展览样品

悬挂在消防、配电、空调设施或天花板上。 

5. 搭建现场、通道处应配备手持式干粉灭火器（每 50平方米配备不少于 2具）。 

6. 搭建期间使用的各类包装箱、纸屑等杂物务必及时清理出馆外，不得将其存放在

展位内、柜顶或展位板壁背后。 

 水、电、气规定 

1. 特装需用水、电、气的参展商，不得私自接驳，请到展馆服务处申报；超时用水、

电、气或 24小时供电，请到展馆服务处办理手续； 

2. 展台内使用水、气及超过 6平方电缆线在不铺装地台情况时，需做过桥保护及防

绊倒警示。电源接线须做好防水、防踩压、防漏电处理；用量超负荷时，提前一

周向展馆提出书面申请。 

3. 制作灯箱应留有足够的散热孔，日光灯镇流器应脱离箱体，使用易燃材料制作的

灯箱，内部应作防火处理。电器安装必须遵守有关规定和专业规范，确保用电、

供电安全； 

4. 所有线路的电线需使用国标线，铺设电线需穿管（金属管、难燃塑料）保护。 

5. 标准展位自带灯具、音响等其他用电设备接电，请到展馆服务处缴纳电源接驳费

和电费。 

6. 使用水点应向展馆方提出申请，并由展馆专业人员接驳到位。禁止直排水，如有

机器用水，展商需自带水循环装置，否则展馆有权拒绝其用水申请。 

7. 用电特装展位搭建不允许遮挡或覆盖展馆的地面箱及墙面箱。如确需遮挡或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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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申报并获准，但遮挡须留出宽 0.6米的进入通道；覆盖地井配电箱须留大于配

电箱的活动盖板，并留有足够的箱前操作间距。操作间距以能打开电箱操作为衡

量依据，但不得小于0.6米，以便安全检查和故障处理。 

8. 特种作业人员资质：特种作业人员（电工等）应持有国家相关机构颁发的有效证

件——《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 

9. 展馆内不准存放、使用充压的压力容器。特殊供气需展商自带空压机及储气罐（压

力容器）等设备应放在馆外指定位置，并保证设备运行安全。 

 

 其他规定 

1. 全馆禁止吸烟。 

2. 禁止盒饭入馆，展馆提供统一就餐区。 

3. 严禁携带氢气球、冷烟花等危险品进入展馆。 

4. 包装皮存放:请勿在通道口堆放建筑垃圾和包装皮，需要仓储的包装皮，请到展场的 

   服务处办理仓储服务。 

5. 服务处开发票:请在开展期间前往展场服务处开发票。请提供:公司名称、纳税人识别 

   号、公司地址及电话、公司开户行及账号。 

 展场数据 

     1. 荷载及限高：A 馆荷载1.5吨/平米， B馆荷载 2.9吨/平米，C馆荷载2.9—1.5 

        吨 / 平米，一层展厅距西墙 9米内以及展馆其他部分荷载均为 0.5吨/平米（具体 

        详见荷载图纸），F馆荷载 5吨/平米。全馆限高6米。 

2.  货梯尺寸：2.4m宽×3.4m深×2.7m高,载重 5吨。 

货门尺寸:(一层展场) A、B、C货门6m×3.5m；B1货门5m×3.5m； 

         (二层展场)D1、D、E1货门5m×3.5m。 

3.  大型机械设备入馆须提前与展馆联系，荷载 0.5吨/平米的区域，只允许放置小于 

          0.5吨的设备；A馆超过 2吨的机器，B、C超过 6吨设备，C馆 1.5吨/平米荷

载区域超过2吨的设备请提前 15天将设备图片及具体数据书面上报展馆，同意

后方可入馆。 

     4.  其他具体内容请详见《大连世界博览广场展馆通则》。 

 大堂数据及特殊规定 

1. 荷载及限高：大堂、前厅荷载 0.5吨/平米，限高6米/4米。 

2. 大堂、前厅特装展位，必须搭建地台。施工前，地面必须铺设塑料地膜及一次性

防护地毯（全新地毯），施工所用装饰材料、工具等均请放置在防护地毯上。对

于搭建钢架结构的背板、地台以及特装展台，必须在一次性防护地毯上铺设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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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板。禁止对地面有震动性、冲击性施工。 

3. 大堂及回廊地灯、地插电源禁止遮盖；柱体严禁粘贴、悬挂、装饰。 

4. 大堂、前厅只可使用“胶轮”手推车，禁止在地面上拖拉任何物品。 

5. 按平面图施工，特装展台如遇玻璃幕墙，请留 2米以上通道。 

6. 花泥需铺设塑料布做好漏水防护方可进入西北大堂。 

7. 进入西北大堂的喷绘布请提前晾晒并确保无味环保。 

 

 

以上管理规定的解释权归世博广场所有，有任何问题请致电展览部 0411-84805566。                            

 

 

                                                  大连世界博览广场 

2018年 1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