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配套现场活动场地收费标准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场地

区域-1

场地名称 场地数量
场地面积

（㎡）

11月6日-7日场地定价   
（人民币/元）

11月8日-10日场地定价（人
民币/元）

制作搭建、音视频灯光设备及人员服务

备注

4小时价格 2小时价格 4小时价格 2小时价格 场地搭建 会务设备 人员服务

会议中心-主会场 1 3660        1,380,000           828,000        1,104,000           662,400 

 LED底座装饰背景1块
（28m*2.2m）

舞台1个
（30m*8.4m*0.5m）
问询/签到背景1块

（6m*3m）
迎宾/指路牌6个
（1.8m*0.6m） 

 扩音设备1套（含线阵列音箱1套、2支鹅颈麦克、8支
无线麦克）；同声传译设备1套（含翻译间2个、译员
机4台、同传接收机600个，不含译员）；高清视频设
备1套（含LED 28m*4m、视频控台1套）；灯光设备

（36颗电脑灯、48颗LED PAR灯） 

 资深音频师1人、音频师
3人、资深主控视频师1人
、视频师2人、资深灯光
师1人、灯光师2人、服务

人员若干 

8小时特惠价格：207万元。
可使用外方休息室做为贵宾
厅

会议中心-23米层会议室 10 36-83            36,000            21,600            28,800            17,280  无 
 鹅颈麦克或无线麦克2-8支（视不同会议室略有不

同）、5200流明投影机1台、150寸投影幕1套 
 音频师1人、视频师1人

、服务人员若干 
除23米层03号会议室

会议中心-23米层03会议室 2 260           110,000            66,000            88,000            52,800 

 舞台1个
（8m*3.6m*0.2m）
迎宾/指路牌2个
（1.8m*0.6m） 

 扩音设备1套（含2支音箱、2支鹅颈麦克、2支无线麦
克）；高清视频设备1套（含LED 8m*3.5m、视频控台

1套）；灯光设备（8颗LED PAR灯） 

 音频师2人、视频师1人
、灯光师1人、服务人员

若干 

南区03会议室、北区03会议
室

平行会场（4.2H）全厅 / 1673           850,000           510,000           680,000           408,000 

 舞台1个
（21m*4.8m*0.4m）
问询/签到背景1块

（6m*3m）
迎宾/指路牌4个
（1.8m*0.6m） 

 扩音设备1套（含线阵列音箱1套、2支鹅颈麦克、2支
无线麦克）；同声传译设备1套（含翻译间2个、译员
机4台、同传接收机300个，不含译员）；高清视频设
备1套（含LED 21m*6m、视频控台1套、等离子电视2

台）；灯光设备（8颗电脑灯、8颗LED PAR灯） 

 资深音频师1人、音频师
3人、资深主控视频师1人
、视频师2人、资深灯光
师1人、灯光师2人、服务

人员若干 

全厅（A、B、C、D）

平行会场（4.2H）分隔场
地

8 775-896           580,000           348,000           464,000           278,400 

 舞台1个
（21m*4.8m*0.4m）
问询/签到背景1块

（6m*3m）
迎宾/指路牌4个
（1.8m*0.6m） 

 扩音设备1套（含线阵列音箱1套、2支鹅颈麦克、2支
无线麦克）；同声传译设备1套（含翻译间2个、译员
机4台、同传接收机150个，不含译员）；高清视频设
备1套（含LED 21m*6m、视频控台1套、等离子电视2

台）；灯光设备（8颗电脑灯、8颗LED PAR灯） 

 资深音频师1人、音频师
3人、资深主控视频师1人
、视频师2人、资深灯光
师1人、灯光师2人、服务

人员若干 

（A1、A2、B1、B2、C1、
C2、D1、D2）

平行会场（4.2H）E厅
（会议）

1 1872           680,000           408,000           544,000           326,400 

 舞台1个
（21m*4.8m*0.4m）
问询/签到背景1块

（6m*3m）
迎宾/指路牌4个
（1.8m*0.6m） 

 扩音设备1套（含线阵列音箱1套、2支鹅颈麦克、2支
无线麦克）；同声传译设备1套（含翻译间2个、译员
机4台、同传接收机300个，不含译员）；高清视频设
备1套（含LED 21m*6m、视频控台1套、等离子电视2

台）；灯光设备（8颗电脑灯、8颗LED PAR灯） 

 资深音频师1人、音频师
3人、资深主控视频师1人
、视频师2人、资深灯光
师1人、灯光师2人、服务

人员若干 

会议用，限17：00前

平行会场（4.2H）E厅
（宴会）

/ 1872           400,000           240,000           320,000           192,000  无  无  无 
宴会用，限18：00后

（仅场地，不含搭建）

平行会场（4.2H）圆厅 1 897           580,000           348,000           464,000           278,400 

 舞台1个
（18m*4.8m*0.4m）
问询/签到背景1块

（6m*3m）
迎宾/指路牌4个
（1.8m*0.6m） 

 扩音设备1套（含线阵列音箱1套、2支鹅颈麦克、2支
无线麦克）；同声传译设备1套（含翻译间2个、译员
机4台、同传接收机150个，不含译员）；高清视频设
备1套（含LED 18m*6m、视频控台1套、等离子电视2

台）；灯光设备（8颗电脑灯、8颗LED PAR灯） 

 资深音频师1人、音频师
3人、资深主控视频师1人
、视频师2人、资深灯光
师1人、灯光师2人、服务

人员若干 

场馆及办公楼场地

区域-2

场地名称 场地数量
场地面积

（㎡）

11月6日-7日场地定价   
（人民币/元）

11月8日-10日场地定价（人
民币/元）

制作搭建、音视频灯光设备及人员服务

备注

4小时价格 2小时价格 4小时价格 2小时价格 场地搭建 会务设备 人员服务

国家会展中心-A类会议室 4 421-457           210,000           126,000           168,000           100,800 

 舞台1个
（16m*3.6m*0.4m）

迎宾/指路牌2个
（1.8m*0.6m） 

 扩音设备1套（含6支音箱、2支鹅颈麦克、2支无线麦
克）；同声传译设备1套（含翻译间1个、译员机2台
、同传接收机100个，不含译员）；高清视频设备1套
（含LED 16m*4m、视频控台1套）；灯光设备（4颗

电脑灯、16颗LED PAR灯） 

 音频师3人、视频师1人
、灯光师1人、服务人员

若干 

B0-01、B0-02、C0-02、C0-
03

国家会展中心-B类会议室 4 370-555           120,000            72,000            96,000            57,600 

 会议背景板1个
（14m*2.4m）

舞台1个
（14m*3.6m*0.2m）

迎宾/指路牌2个
（1.8m*0.6m） 

 扩音设备1套（含4支音箱、2支鹅颈麦克、2支无线麦
克）；高清投影设备1套（含12000流明投影机1台、

150寸投影幕1块）；灯光设备（2颗电脑灯、8颗LED 
PAR灯） 

 音频师3人、视频师1人
、灯光师1人、服务人员

若干 

C0-01、C0-04、C0-05、C0-
06

国家会展中心-C类会议室 20 120-240            54,000            32,400            43,200            25,920 

 会议背景板1个
（8m*2.5m）

迎宾/指路牌2个
（1.8m*0.6m） 

 扩音设备1套（含2支音箱、2支鹅颈麦克、2支无线麦
克）；高清投影设备1套（含7500流明投影机1台、120

寸投影幕1块） 

 音频师1人、视频师1人
、服务人员若干 

会议室（C类，M1-02、M1-
03、M2-02、M2-03、M3-02
、M3-03、M4-02、M4-03、
M5-02、M5-03、M6-02、
M6-03、M7-02、M7-03、
M8-02、M8-03、C0-07、C0-
08、C0-09、C0-10）

国家会展中心-D类会议室 4 144-240            66,000            39,600            52,800            31,680 

 会议背景板1个
（8m*3m）

迎宾/指路牌2个
（1.8m*0.6m） 

 扩音设备1套（含2支音箱、2支鹅颈麦克、2支无线麦
克）；高清投影设备1套（含7500流明投影机1台、120

寸投影幕1块） 

 音频师1人、视频师1人
、服务人员若干 

M1-04、M2-04、M7-04、
M8-04

国家会展中心-E类会议室 14 88-102            20,000            12,000            16,000              9,600  无  无  服务人员若干 

会议室（E类，M1-01、M2-
01、M3-01、M4-01、M5-01
、M6-01、M7-01、M8-01、
C0-11、C0-12、C0-13、C0-
14、C0-15、C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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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影影剧院场地

区域-3

场地名称 场地数量
座位数量

（个）

11月6日-7日场地定价   
（人民币/元）

11月8日-10日场地定价（人
民币/元）

制作搭建、音视频灯光设备及人员服务

备注

4小时价格 2小时价格 4小时价格 2小时价格 场地搭建 会务设备 人员服务

影剧院-1号影视厅 1 158-169个            63,000 /            50,400 /

舞台一个
（10m*4m*1m*)              
指示电子屏15个

(0.9m*0.6m)          

 扩音设备1套（含全景声音箱1套、2支鹅颈麦克、2支
无线麦克）；同声传译设备1套（含翻译间2个、译员
机4台、同传接收机100个，不含译员）；高清影院设
备1套（含LED屏幕 10m*7m、视频控台1套）；灯光

设备（影剧院标准配套） 

 音频师1人、视频师1人
、服务人员若干 

场地形式均为剧院式

影剧院-2、3号影视厅 2 158-169个            63,000 /            50,400 /

舞台一个
（10m*4m*1m*)              
指示电子屏1个

(0.9m*0.6m)

 扩音设备1套（含全景声音箱1套、2支鹅颈麦克、2支
无线麦克）；同声传译设备1套（含翻译间2个、译员
机4台、同传接收机100个，不含译员）；高清影院设
备1套（含30000流明放映机一台、 12m*7m金属荧幕1
块、视频控台1套）；灯光设备（影剧院标准配套） 

 音频师1人、视频师1人
、服务人员若干 

影剧院-4号影视厅 1 158-169个            63,000 /            50,400 /

舞台一个
（10m*4m*1m*)              
指示电子屏15个

(0.9m*0.6m)          

 扩音设备1套（含全景声音箱1套、2支鹅颈麦克、2支
无线麦克）；同声传译设备1套（含翻译间2个、译员
机4台、同传接收机100个，不含译员）；高清影院设
备1套（含30000流明放映机一台、 12m*7m金属荧幕1
块、视频控台1套）；灯光设备（影剧院标准配套） 

 音频师1人、视频师1人
、服务人员若干 

影剧院-5、6、7、8、9、
10、11、12、16号影视厅

9 70-95个            54,000 /            43,200 /
迎宾/指示牌2个

(0.9m*0.6m)           指示
电子屏10个(0.9m*0.6m)

 扩音设备1套（含全景声音箱1套、2支鹅颈麦克、2支
无线麦克）；同声传译设备1套（含翻译间2个、译员
机4台、同传接收机100个，不含译员）；高清影院设
备1套（含30000流明放映机一台、 12m*7m金属荧幕1
块、视频控台1套）；灯光设备（影剧院标准配套） 

 音频师1人、视频师1人
、服务人员若干 

影剧院-13、14、15、17、
18号影视厅

5 100-105个            54,000 /            43,200 /
迎宾/指示牌2个

(0.9m*0.6m)           指示
电子屏10个(0.9m*0.6m)

 扩音设备1套（含全景声音箱1套、2支鹅颈麦克、2支
无线麦克）；同声传译设备1套（含翻译间2个、译员
机4台、同传接收机100个，不含译员）；高清影院设
备1套（含30000流明放映机一台、 12m*7m金属荧幕1
块、视频控台1套）；灯光设备（影剧院标准配套） 

 音频师1人、视频师1人
、服务人员若干 

影剧院-19、20号影视厅 2 45-48个            36,000 /            28,800 /
迎宾/指示牌2个

(0.9m*0.6m)           指示
电子屏10个(0.9m*0.6m)

 扩音设备1套（含全景声音箱1套、2支鹅颈麦克、2支
无线麦克）；同声传译设备1套（含翻译间2个、译员
机4台、同传接收机100个，不含译员）；高清影院设
备1套（含30000流明放映机一台、 12m*7m金属荧幕1
块、视频控台1套）；灯光设备（影剧院标准配套） 

 音频师1人、视频师1人
、服务人员若干 

温馨提示：
        1-报价包含场地租金、基础制作搭建、音视频灯光、必要会务用品、服务人员等费用构成；
        2-本报价表部分会议室含同传设备，详细配置可参见《第五届进口博览会配套现场活动场地资源及配置清单》。                                                                                                                                                                     
        3-国家会议中心（上海）、场馆及办公楼、影剧院场地：
           会务服务对接：吴   燕 +86-21-67008704                                                                                           
           合同签署咨询：卢   鹏 +86-21-67008861                              

洲际酒店场地

区域-4

场地名称 场地
场地面积

（㎡）

11月6日-10日场地定价   （人民币/元）

备注

  4小时价格   2小时价格 

洲际酒店宴会厅

大宴会厅 
1+2+3

894 350,000 /

宴会厅1+2 605 230,000 /

宴会厅2+3 600 230,000 /

洲际酒店多功能厅

多功能厅 
1+2

64 22,000 /

多功能厅 3 50 22,000 /

多功能厅 4 80 32,000 /

多功能厅 
5+6

160 55,000 /

多功能厅 7 44 18,000 /

多功能厅 8 30 18,000 /

多功能厅 9 150 55,000 /

多功能厅 
10

127 55,000 /

温馨提示（洲际酒店场地）：
        1-会务及合同对接：市场销售总监，徐霞（JULY XU），+86-13501910330
        2-所有价格包括服务费及相关税费;
        3-大宴会厅每日(8小时）最低消费不低于人民币48万元;
        4-1/3宴会厅、多功能厅1号或2号、5号或6号不单独销售;
        5-4小时销售时间区间为: 08:00-12:00;13:00-17:00;18:00-22:00;
        6-茶歇价格为人民币238元加相关服务费及税费每位每次起;
        7-午餐价格为人民币900元加相关服务费及税费每位起;
        8-晚餐价格为人民币1600元加相关服务费及税费每位起 (2/3宴会厅要求满足保底25桌;大宴会厅要求满足保底40桌);
        9-酒店可根据销售情况，适时调整售价;11月8日至10日场地报价请联系：市场销售总监，徐霞（JULY XU），+86-1350191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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