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和健康信息

责任和政策声明

塔苏斯展览及出版集团、全球标签印刷系列展览会已经对展览搭建、撤展和展出期间展馆内活动的

风险做了常规评估。但参展商和承包商请务必了解其保证安全作业环境的义务。

作为本次展会的主办方，塔苏斯集团提醒您华南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South China）必

须为所有参与展会的人员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和场所。我们的原则是在执行层面让环境尽可能地安

全。《参展商服务手册》本部分内容将为每位参展商提供清晰、简单且可以执行的方法，以帮助他

们充分执行安全、健康流程。

参展商义务

参展商如聘用或外包其展台搭建工作，在健康安全法则下您将被认定为“雇主”并承担相关责任。

你将直接对在您展台工作的雇员或承包商的行为、健康和安全负责，并直接对设备的安全使用和维

护负责。您的责任持续时间为展览搭建、展出和撤展期间。您有义务向承包商明确表明责任范围。

您有义务保证您的承包商有能力胜任并已经对将实施的行为采取必要的风险评估。您有责任确保承

包商持有并在展览期间遵守准确有效的证件。

这些证件是《健康和安全工作法案 1974》及其附属健康和安全法规依法所要求的。主办方所使用的

官方承包商已经取得其所需一切相关证件并证明其有能力胜任展会期间工作。因此您无需向官方承

包商（如：标摊官方搭建商等）索取相关证件。

在法定职责中并在《健康安全法则》下，如下的部分是必需的，尽管所列条目并非详尽无遗：

1. 每位参展商都应该在各自展台上备有一份自己公司的《健康安全手册》。

2. 需要有“有效和充足”的风险评估，以便应对商业中所有的风险。光地展商有义务回传一份《风险评

估》，并附带一份《健康和安全声明申请表》。

3. 获得《施工单位风险评估及方法陈述》。要求看施工单位的员工培训记录，以及风险数据统计。最

好能获得他们以前的数据，作为参考依据。请确保您的施工单位值得信赖、价格有竞争力。这是参

展商的义务。

4. 当共享一个工作场所时，无论是临时的还是固定的，每位雇主都有义务和其他雇主（例如展会主办

方）相互配合。

5. 了解展馆在本手册中发布的火灾和紧急事情处理程序（见以下内容）

6. 无论是搭建还撤馆，都要始终保持紧急通道通向展馆的中心部位，不要在通道上摆放物品。

7. 所有的操作人员，根据工种的不同必须穿戴保护服装，包括眼睛、耳朵以及手脚。

8. 当头部的上方或接近头部的地方有施工时，或者一些限制进入的地方，请佩戴硬质的帽子。

9. 确保安全使用和储存可燃液体和介质并且与废品和其他危险区域隔离。



10. 请对您的员工、施工单位进行培训，让他们每个人意识到在展会现场可能发生的危险，以及危险的

危害，以提高他们的防范意识，以便、更安全、更好地执行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确保便携式电力工具在使用时的拖线长度最小，并且在有供电的情况下不可无人看管。

12. 叉车必须由训练有素的人员操作。

13. 废弃的荧光灯具需要被放置在展馆里或周围的收集箱中，以便能进行安全和适当的处理。

14. 化学用品和可燃液体在使用之后需要被移出展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带至展馆的清洁部门以便进

行安全处理。上述物品不可当作普通垃圾丢弃在收集垃圾箱中。

15. 任何工作区域都必须保证没有大型垃圾材料伤害操作者。

16. 只有符合安全标准的脚手架可以被使用，任何正在使用的脚手架必须保证其稳定性和安全性。

17. 主办方推荐的承包商将负责展馆的所有电力工作。

18. 所有用于搭建和展示的材料都要符合《当地权威标准》。

19. 除在指定区域，在搭建和撤馆期间将执行无烟政策，并且会明确标识出来。

对展商的明确要求

主办方建议您指派一名安全规划主管，配合您的展台计划，来管理展会现场的健康和安全。该主管

对健康与安全有具体的责任（包括提供适当的信息和指导，培训，监督，防范和所有有关各方通过

显示）及负责进行下面的步骤。

1) 健康安全声明

展会期间，所有参展商须认真填写健康安全表格并于规定日期内递交至主办方。

2) 风险评估

光地展位：每个参展商必须在开展前做好风险评估，并确认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并及时有效地控制，以

便将安全隐患降低到最小程度。参展商还需要获得负责展台施工的搭建商的风险评估。所有《风险评估

以及健康安全声明申请表》须在2020年10月12日之前填写完成并交回本次展会主办方。如果递交文件中

不陈述任何风险因素，主办方有权干预其展位的工作。

标准展位：标准展位的参展商无需提供《风险评估表》。但是，如果您在展台内有以下任何一项安排，

则须在开展前进行风险评估（示例表格见下页），请明确现场存在的危险，并请将风险控制在最小化范

围内，以及明确控制风险的方法。活动包括：

I.展台中摆放有任何有危险或可移动性的展品；

II.现场演示或活动需要聚集相当数量的人群；

III.在您的展台中有重要的施工；

IV.在展会过程中，您的工作人员接触到展馆内其他的危险区域；

V.任何HASAWA74（1974年颁布的健康与安全法）中规定的其他操作、工作过程中或是行为。



风险评估表

任务 危害 风险等级—对谁有危害？有哪些危害？危害等

级如何？

预防、控制措施

请认真考虑施工工程中的每一项任务是如何进行
的，何时应该完成？在展台上哪些区域需要搭建？
会使用到何种设备、材料及化学药品？噪音及粉尘
危害有多大？哪些地方需要起重机、车辆或拖车的
进出？由于熬夜加班，疲劳作业，会造成哪些错
误？

谁将受到工作和主要风险的影响？展商员工？
施工单位？观众？还是周围的参展商？影响范
围有多大？

对风险进行认真评估，将能帮您决定当风险发生时
应该采取的正确措施。采取其他手段是否能消除危
害和风险的发生？如果风险不可避免，是否能有效
控制呢？所采取的保护措施是否能确保整个展会期
间所有人员的安全呢？
安全工作取决于展会上各企业间的相互配合，请予
认真考虑。请尽可能地就每一项工作的实施，提出
相应的预防措施。请确保现场人员经过严格的培
训，对可能发生的危险及危害程度有所了解。

举例说明：

头顶作业 脚手架倒塌会对工作人员和设

备造成伤害。

会对展台上头顶作业的施工人

员，以及周围的参展商或施工

人员造成影响

高？

中等？

低？

 在头顶作业区域设置警戒线，禁止非施工人员进入

展台。施工人员佩戴安全帽。确保脚手架安全竖

立，施工人员能熟练掌握脚手架的使用，能确保其

安全性。高？

中等？

低？

高？

中等？

低？

高？

中等？

低？

为什么做的风险评估：..........................................................................................

发生地描述： ........................................................................................................

..................................................................................................................................

评估人：..................................................................................................................

职务：......................................................................................................................

日期：......................................................................................................................



3) 消防火灾
展会期间，组委会将为有些展位提供一个灭火器（水型）。该项装置不可被撤离。参展商必须确保

其展位中至少有两名展位搭建商或工作人员懂得如何使用灭火器并且了解在展馆内的哪些方位设有

灭火装置及报警点。如果参展商因为展品不同，对灭火器类型有特殊需求，请自行安排灭火器装

置。

参展商健康与安全审核表

您能否记得？
 是否安排了一名安全顾问，协助您处理健康与安全展览政策？

 是否复印了《紧急事件发生处理流程》，包含本手册是否已经分发给您的所有工作人员和搭建

商？

 是否完成并回传了《参展商服务手册》中的《安全与健康申明表》副本？

 如果您是一位光地参展商或者在您的展位上的现场演示可能导致显而易见的危险，您是否对所有

区域进行了风险评估（包括展位装饰，展品及现场工作人员），并通知相关人员主要的危险领

域？请注意，所有光地展位参展商必须在 2020 年 10 月 12 日前提交《风险评估表》、《展位规

划图》和《健康与安全申明表》。

 是否已经指定了性价比较高，且可信赖的展台施工单位？请确定施工单位已经完成并向主办单位

提交了《风险评估表》。请将所有与展台搭建相关的规定及细则转交给您的施工单位。

 是否提交了《展位规划图》并详细陈述了展台的搭建方法？

 是否妥善安排好了展台的搭建和拆除时间？你的展位设计图在搭建和拆除时是否是安全的，并能

在指定时间内完成？是否有加班的必要，请安排好值班计划表并且确保所有的工作人员可以得到

充分的休息。

 是否已经给您的施工单位和员工提供了适当的培训和信息？他们必须了解现场的风险，以便他们

能够了解并履行其职责。

 展会后是否反省了需要注意的地方，以便将来采取更恰当的行动。

主办方政策

• 塔苏斯公司指派了一名健康安全干事，全面负责展会的搭建和拆除。

• 塔苏斯公司确保展会现场会有医疗设备。

• 塔苏斯公司确保为华南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推荐的主场搭建商是值得信赖的，他们能够胜任

所需的任务。已收到并检查了主场搭建商的风险评估



紧急事件发生处理流程

参展商与施工单位指导手册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新馆）有四项紧急处理流程，请参展商和各施工单位务必遵循。

参展商与各施工单位要求每日早、晚对可疑物品进行检查，并确保手提包、书包始终锁放在安全的地

方，以免不必要的担心。请认真了解灭火器和最近的紧急出口所在，并保证您的员工熟悉以下紧急事件

发生时的处理流程。

1. 炸弹威胁—搜索（流程是（员工请拨打 100 电话））

假设有爆炸威胁，您将听到通知（或收到电话通知），具体如下：

“各位参展商与各施工单位请注意，各位参展商与各施工单位请注意。员工请拨打 100 电话”

请不要擅自离开您所在场所。请通知您的同事，在您所在范围内搜索可疑物体。如果您发现了可疑物体的

话，请不要直接接触或擅自移动。请保持安静，尽快清理周围人群。向主办单位报告可疑物体的具体位置。

此时，请不要引起观众的不必要惊慌。

如果您在展台上直接接到炸弹威胁电话的话，请尽可能地获得更详细的信息（请参看以下表

格），并通知主办单位。

2.火灾

如果您发现明火，或者有人向您汇报发生火灾的话，请首先按下离您最近的火灾报警器的按钮，再向主办

单位汇报。

3.疏散

如果需要疏散人群的话，您将收听到以下警示通知：

“各位参展商与各施工单位请注意，各位参展商与各施工单位请注意。现在有紧急通知。请所有人尽快离开

您所在场所，请选择离您最近的出口尽快撤离。我们将尽快通知您入场时间。”

请选择离您最近的出口尽快离开，并请在展馆外集合。参展商和各施工单位须清点人数并向主办单位进行

汇报。

4.警报解除

警报解除后，标志着参展商和施工单位可以返回展馆工作。停止搜索的通知是：“各位参展商与各施工单位

请注意，各位参展商与各施工单位请注意。员工请取消拨打 100 电话”



炸弹威胁—报告流程

如果您接到电话声称展馆有炸弹，请参考以下一览表：

□尽可能地得到获取更多信息

□尽可能地与对方保持电话畅通（譬如：告诉对方您现在所在的信号不好，让他/她不断地重复

等，诸如此类的措施）

□请在您单独一人时，尽可能地详细填写以下表格：

请将此表格递交至主办单位办公室。

您获得的信息越多，主办单位也就越容易判断炸弹存在的真实性

您获得的信息 (请如实描述)...................................................................………….....…………

……………………………………………………………………………………………………………………………………

……………………………………………………………………………………………………………………………………

发生在何地？………………………………………………………………………………………………………………

……………………………………………………………………………………………………………………………………

炸弹何时爆炸………………………………………………………………………………………………………………

炸弹的形状如何？…………………………………………………………………………………………………………

炸弹类型是？………………………………………………………………………………………………………………

设置炸弹的主要目的是？………………………………………………………………………………………………

设置炸弹的人是谁？……………………………………………………………………………………………………

姓名：…………………………………………………………………………………………………………………………

打电话的时间：……………………………………………………………………………………………………………

代码：.... ..................................................……………………………………………………………………

电话详细内容：

男士：....................................... 女士： .......................... 儿童 ..............................……

年长/年轻： .................. ........... 不能确定:.............…………………………………………………

说话语气：

极其兴奋的 ...........................条例紊乱 ..........................不着边际 ...........................………

语言障碍 ..............….. ..…… 大笑 ............................. 严肃的 ......................

带口音 ....................................是在念写好的文字还是自己组织语言? ..............................

DISTRACTIONS:

背景杂音是否有其他杂音？..........................................................................................…….

是用电话亭打来的，或是其他？..................................................................... ...... ........…

接线员................................................... 有中断 .................................................……



背景是否有其他人？.................................... ..... ..............................................………………

其他噪音:

交通....................................说话声................................敲击键盘的声音.......……………

机械声................................飞机声 ........................... 音乐声 .............................…

儿童声............................ 其他.........................................................................……….

有人接电话的声音..........................................................................................…………………

您的哪部电话接到此信息的？电话号码是？........................................................….. ..... .....

请尽可能地以平复的心情完成以上表格



参展商安全建议

展览会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而您的展位就像一个没有门窗的开放式商店。请花一些时
间仔细考虑如何做才能确保您的展品在展会现场是安全的。以下内容将有可能帮助到您：

 如果您有特殊顾虑，请联系主办方的安保公司并听取他们的建议。

咨询他们是否会为贵重物品（例如电脑设备）提供带锁的储藏柜。如果他们没有，请自

行安排。

 计划好展台搭建和拆除期间到达和离开展馆的时间。

请确保在展台搭建或拆除期间您的展位上至少有两位工作人员。展台拆除的第一天晚

上，请将您的产品和可携带物品带离展台。

 请确保展会期间在您的展台上安排足够多的员工。

这样可以确保随时有人员值班。在您离开去休息时，请不要让临近展台的参展商看管展

位：他们可能很忙，不能帮您照看好展位。

 请在展位上安排一个锁柜。

白天可以用来锁重要的东西，如：移动电话、手包和手提电脑等。如果您很忙，可能就

不会注意到有人拿走了它们。当您夜晚离开时，请再次确认锁柜。

 请不要在展台前部放置任何贵重物品。

您不可能随时看管它们，而且容易被盗。

 雇用夜间警卫或者租赁警报器。

主办方可以提供租赁细节。如果展台上有贵重物品，请在每晚上离开展会时带走。如果

您雇佣了安保人员，请通知主办方。

 在观众离开展览会前，请不要擅自离开您的展位。同样，请确保您的展位有人看管。展

馆每天早上 8 点开馆。

 向主办方或保安公司汇报任何可疑的事情。

从而避免偷盗行为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