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SL2022 本土动漫创作作品展 

通用参展手册 

(2022 年 2 月 10 日版) 

 

感谢阁下及贵组织参加 ADSL2022 本土动漫创作作品展（简称 ADSL2022），为帮助阁下更加便捷地

参与大会，特制定本手册以供指引，请按照手册内相关规定、安排及指引，做好各项参展准备工作。参

展的机构除遵守特别活动中的指引安排和规定。 

本手册适用于同人誌展区、GK 手辦展区及独立游戏展区，是个人、小型独立工作室、业余社团等

非商业性组织使用。 

 

由于疫情防控常态化，为保障各位与会人士的身体健康， 

所有与会人士（包括但不限于：参展商、社团、观众、工作人员） 

均需提供【绿码】、【48 小时核酸（紫标）】方可进入会场。 

 

一、 展会日期 

2022 年 7 月 30 日至 7 月 31 日 

二、 展会地点 

广州南丰国际会展中心 http://www.nanfungicec.com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630-638 号 

三、 时间安排 

2022 年 7 月 29 日,  15:00-17:00,  参展组织报到/布展 

2022 年 7 月 30 日,  08:30-09:00,  参展组织入场 

 同日,  09:00-17:00,  对公众开放 

 同日,  17:00,  清场，是日活动结束 

2022 年 7 月 31 日,  08:30-09:00,  参展组织入场 

 同日,  09:00-16:30,  对公众开放 

 同日,  17:00,  清场，本次活动结束 



 

四、 出售物品注意事项 

1、 可出售物品 

1) 原创/二次创作的同人志及原创/二次创作的动漫周边 

2) 原创/二次创作的获授权的 GK 手辦雕像潮玩、模型、改件零件、成品 

3) 原创的概念性产品、设计 

 

2、 禁止出售的物品 

1) 一切与 ACG 行业无关的物品； 

2) 任何市面销售的商品及二手商品； 

3) 任何盗版、剽窃物品； 

4) 一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物品。 

3、 关于同人周边及手工制品的限制规定 

为更好地调配摊位资源，维护创作氛围，提升设计技能，ADSL 的同人活动将不接受【未经授

权直接使用官方 LOGO/ICON，或颜色设定的同人周边及手工品】参展贩售；即官方图标、颜色梗

只能作为【设计元素】，不可用于【创作主体】。 

·补充案例说明： 

1) 把官方 LOGO/ICON 印上 T 恤≠同人周边，不接受参展贩售； 

2) 五色战队的周边，至少要有 5 个角色的形象，不能只有 5 个角色的颜色。 

 

4、 关于 COSPLAY 写真本的参展 

考虑到 COSPLAY 同样属于 ACG 同人文化中的一环，作为一种同人志类型的补充，COSPLAY 写

真本近期亦开始涌现，鉴于大会并非立法、执法机关，无法对其内容进行审查评断，再次提醒各参

展组织应对其作品自负责任，切勿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 

 

五、 展位配置及布置注意事项 

  



 

1、 展位配置： 

配置 

 

D2 

 

D1 

 

D0 

展位面积 2 米×2 米 1 米×2.5 米 1 米×2.5 米 

折椅 2 2 2 

射灯 2 1 无 

电源插座 1 1 无 

公司名称楣板 无 无 1 

适用类型 适用于漫画家、GK 手辦、PVC、

潮玩、原型师类的个人或非商

业团体参展，可销售个人、工

作室产品。 

适用于限独立游戏类参展 适用于同人志、原创漫画、同

人游戏、音乐、动画、游戏、

SD 娃娃展示、COSPLAY、摄

影作品、同好组类非商业团

体或个人参展， 

特别限制 需要提交作品进行审核 需提交作品 DEMO 进行审核 需要在 CPP 上报名，需审核 

 

2、 特别事项： 

由于场馆消防及搭建原因，本次活动不设加桌。 

3、 未经大会许可，不得在场内以任何形式接驳电源。 

4、 展会提供影像设备进行视频展示，有兴趣的组织可以于展会沟通，以便大会提前编排展示预案。 

 

5、 宣传广告提交说明： 

1) 要求： 

D0 类展位楣板广告格式：横构图，自行排版； 

展位图规格（980mm×300mm，144dpi），展位号、参展商抬头位置请见样板 

颜色模式 CMYK，144dpi 或以上，JPG、PNG、TIF、PDF 均可 



 

 

2) 提交时限： 

2022 年 7 月 2 日 23:59 

逾期未交将不作提示，视为自动放弃处理。 

3) 提交方式： 

请打包成压缩包，发送至：server@adslife.com.cn（邮件主题：ADSL2022 宣传图+社团名）。 

 

六、 参展守则 

1、 进场布展 

1) 请注意安全，如需自行搭建背板或其他展示设备，请务必征求左右、背后邻摊的同意，不得影

响邻摊的使用。 

2) 保持场内物品（包括墙面、柱身、地板、桌椅、设备、器材等）的清洁及完整，墙面不得使用

透明胶、双面胶、封箱胶、海绵胶等带粘性的物品，若有损坏、涂污或丢失，一律照价赔偿。 

3) 如需在通道张贴海报等装饰物，请留意贴稳，不要绊倒路人；撤展时请自觉清理、带走，如因

张贴而损坏地面/地毯，一律照价赔偿。 

4) 非活动当日，每展位的布展人员请勿超过 3 位。 

5) 活动当日布展时间紧迫，各参展组织请准时在 08:45 前报到及进场；如有特殊原因需要延后，

请提前知会工作人员。 

6) 活动当日，请务必在 9:15 前完成布展，否则请停止一切装饰性布置，转为迎接公众入场的准备

工作。 

7) 请密切留意、遵守场内工作人员的提示及安排。 

 

2、 展会现场 

1) 禁止携带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进入会场。 

2) 会场内只可进食无汤汁类食品，饮品只限瓶装及有盖的饮料。 

3) 会场内禁止使用气球。 



 

4) 会场内禁止吸烟。 

5) 不得使用扩音器、音响等物品作宣传用途。 

6) 展位设备及人员所发出的音量，不得干扰其它参展组织及入场观众。 

请保持展位前秩序良好，不得干扰其它参展组织正常活动，及不得堵塞通道，否则展方有权暂

停其销售/宣传活动。 

7) 维持展位及其范围信道的整洁，垃圾请自行清理。 

8) 每展位的看守成员请勿超过 4 位（包括亲友团、版娘等）。 

9) 不得挪用场内的各种设备及器材，如椅子等。 

10) 不得擅自改变、拆卸或使用场内的各种设施。 

11) 展方保留随时抽查展位贩售物品的权力，如发现不在贩售物品清单中的物品，展方有权要求参

展组织收起该物品并停止销售。 

 

3、 撤展 

1) 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撤展，否则增加的场地费用自行负责。 

2) 请自觉清理撤展时所产生的剩余物品及垃圾，不能带走的垃圾请自行装入破弃纸箱。 

3) 所遗留下的物品，在撤展时间过后均视为被放弃处理，因此产生一切损失自行负责。 

 

七、 特别提示 

1、 展方安排保安、工作人员负责会场警戒工作，但不保证参展期间（包括布展及撤展期间）参展组织

的财产安全，对参展组织和其它有关人士因展览（包括但不限于偷窃）造成的任何损失（包括其衍

生的损失）、损毁、要求、费用、索偿、收费或其它支出，展方概不负责。 

2、 展期内（含布展及撤展期间），参展组织须始终负责其各自的财产安全，所有物品自行保管，如有

遗失，展方概不负责。 

3、 交易时，参展组织需谨慎留意货币真伪，建议使用验钞设备。 

4、 如发现可疑人物，请立即通知展方及其相关工作人员和保安。 

5、 本版本手册更新时，活动代收物流服务尚未开始，请查阅请留意展会主页发布信息。 

 

八、 场地分配 

1、 展方根据参展组织提交的资料，全权分配场地及展位位置； 

2、 展位使用权只限于《参展报名表》中所列的参展组织，不得转让或以任何形式与第三方共同使用； 



 

3、 展方保留修改展览场地的图则，及必要时调动参展组织已分配展位的权利。 

 

九、 押金退还 

1、 一般情况下，参展社团将会在展后 1 周左右收到主办方退回的押金（直接退回付款时的支付宝账

户）。 

2、 如有以下情况，将无法办理退押手续： 

1) 参展组织名称与登记不符； 

2) 参展物品与填报的参展清单不符； 

3) 违反活动相关规定或条例； 

4) 收到他人合理投诉后未予改善或态度恶劣。 

3、 如因参展组织而造成活动暂停或中止，除没收展位押金外，展方保留追究该参展组织及其负责人的

权力。 

 

十、 不可抗力与免责条款 

1、 不可抗力指合同双方缔结合同时所不能预见、并且它的发生及其后果是不能克服和不能避免的客观

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1) 自然灾害如疫病、洪水、冰雹、海啸、台风、旱灾、火灾； 

2) 政府行为如政府当局颁布的政策、法律、法规和采取新的行为措施导致合同不能履行； 

3) 社会异常现象如骚乱、战争、罢工但不包括双方内部劳资纠纷，所造成的不能履行本合同或

展会延期。 

2、 任何一方无须对上述不履行或展会延期所引起的损失或损害负赔偿责任, 但受影响一方应立即书面

通知另一方。 

3、  由于不可抗力而造成展会延期的，参展费用不予退还； 

4、  如果由于不可抗力而造成展会延期超过 6 个月或取消的，参展费用则部分或全额退还。 

 

为确保展会顺利举行及进行，展方保留随时修订参展守则和加入新条文的权利。以上规则或有更

改，请留意展方通知。 

 

 

  



 

ADSL2022 本土动漫创作作品展组委会 

活动网址 ：http://www.adslife.com.cn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akoadsl 

E-mail ：server@adslife.com.cn 

联系 QQ ：909464332 

mailto:server@adslif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