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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 CONEXPO-CON/AGG & IFPE（国际工程机械展与国际动力传动展）时，您可以查看

《参展商服务手册》中列出的与展会有关的全部规章制度。通过此类信息，您可以了解不同的服

务提供商及其服务产品，其中涉及的工会及其管辖权，以及根据管辖权，参展商可以或不可以做

哪些事情。  
 
展会供应商  

为了给所有参展商提供一流的展会服务，并使展会实现其最大利益，展会组织方 (AEM) 指派了供

应商作为展会的一般服务承包商和官方服务承包商（又称作官方服务提供商）。  
 
与展区的安装和拆卸或货物移动有关的所有工作都要接受一般服务承包商，即 Global Experience 

Specialists (GES) 的控管。 
 
专属服务 

作为一般服务承包商，GES 是为参展商提供以下专属服务的唯一提供商：  

 物料搬运 

 公用事业（电/管道/水/排水） 

 清洁  

 索具  
 
官方承包商被指派执行以下任务： 

 确保整个展区有序、高效的安装与拆卸。 
 保证按照需要为所有参展商分配适当人力。 

 提供足够人力以满足参展商及展会本身的需求。 

 确定有效保险的适当类型和限制。 

 避免与当地工会和/或展厅规定及要求产生任何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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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专属服务，GES 还将充当官方承包商并提供：  

 压缩空气  
 
其他由 AEM 指定，并在 Las Vegas Convention Center 和 The Festival Grounds 为展会参展商

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官方承包商包括： 

 视听、计算机和办公设备租赁—ON Services  

 雨棚和帐篷—Pavilion Event Services 

 参展商目录和建筑平面图—Map Your Show 

 国内与国外货运—Airways Freight 

 绿植—Floral Exhibits, Ltd. 

 女迎宾员/模特—Judy Venn & Associates 

 住宿—Experient 

 线索捕获工具与信标技术—Experient 

 照相与摄影—Oscar & Associates 

 注册—Experient 
 安保—Special Operations Associates (SOA) 

 班车和 VIP 交通—Production Transport 

 轮椅/行动辅助—Scootaround 

由展会管理方选定的全部官方服务承包商均聘用适当的工会人员。 
 
为各自场馆提供服务的其他专属供应商包括： 

 餐饮及其他优惠活动 @ Festival Grounds—MGM Catering 

 互联网/电信 @ Festival Grounds—MGM Convention Services  

 餐饮及其他优惠活动 @ Las Vegas Convention Center—Centerplate 

 互联网/电信 @ Las Vegas Convention Center—Cox Media  
 

针对其他服务，若参展商希望聘用其他承包商而不是由展会管理方官方指派的承包商，他们可以

参阅《参展商服务手册》的参展商指定承包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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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要的规章制度 

 地面保洁政策 

为了保证所有过道清洁以便及时铺设地毯，本规则规定所有展厅和展区的全部板条箱都必须

贴有标签，而且可在 3 月 8 日星期日 5:00 p.m. 前运走。无论是何状态，未贴标签且无法按

时运走的板条箱都会被移到其他地方。若不遵守本政策，将收取人工和设备费用。所有展厅

和展区的全部纸板箱、纤维板箱和入口存放物品都必须贴有标签，而且可在 3 月 9 日星期一 

1:00 p.m. 前运走。过道上所有产品、货梯、工具箱及其他任何物品都必须清空，以免妨碍在 

3 月 9 日星期一 5:00 p.m. 前最后阶段的过道清洁和地毯铺设。请适当安排您的布展计划。  

 
 禁止展会工人收取小费  

展会管理方和展会承包商制定了严格的“谢绝小费”规定，并且商定拒绝使用任何计时卡以累计

小费。参展商在整个展区安装、展览和拆卸过程中必须遵守本规定。参展商不得向工人、领

班，或任何与设备搬运或展区布置或移除相关的人员提供任何金额的酬金、小费或任何形式

的礼物。任何违反本规定的行为都必须立即被上报给展会管理方、一般服务承包商或楼层经

理。若发生向任何参展商索要酬金的行为，则参展商应该立即向展会管理方或一般服务承包

商的高级管理人员举报。 

 

 展区高度和悬挂标识规则摘要 

根据参展商签约展区空间的规模和类型，针对空间使用、展品最大高度、使用悬挂标识及其

最大高度，以及产品/机械放置和高度限制有不同的规定。见全部规章制度以查看不同展区类

型的详细展区高度和悬挂标识规则摘要。 

 
工会信息 

由于展会特定展区物料搬运必须聘用工会人工，此处将提供关于 CONEXPO-CON/AGG 和 IFPE 
所聘用工人所在的工会及其管辖权的摘要信息。  
 

 Teamsters Union Local #631 有多项管辖权：  
o 安装与拆卸 (I & D)—Local #631 通过与 Global Experience Specialists, Inc. (GES) 签

订劳动协议管辖着展区的安装与拆卸。此管辖权包括非参展商全职公司人员执行的所

有展区的架设、补漆、拆卸和维修作业。此类作业包括墙面装饰、地面铺装、管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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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垂装饰、油漆、标识悬挂和天花板装饰物、所有标识的放置和用于展览目的的架设

平台。  

 参展商可以执行哪些 I&D 任务？在安装参展商展区时可使用全职的公司员工。

如果使用全职的公司员工，他们应该持有明确的公司身份证明，例如，医疗身

份识别卡或工资单。参展商可以对安装和拆卸工作进行监督。本规定禁止聘用

来自非工会代理商或公司的工人。但要注意两种例外情况：1) 可由参展商对工

作进行监督，以及 2) 参展商可以指定独立的展区安装承包商或展区搭建商。 
  

 Teamsters Local #631 的管辖权不包括参展商展品的布置、开启放置有您的产

品的纸板箱，或者演示、测试、维护或维修产品。  

 

o 货物搬运 

Teamsters Union Local #631 通过与 Global Experience Specialists, Inc. (GES) 签订

劳动协议管辖着所有卡车、拖车，常用和合同运输车辆的装卸，以及空板条箱的处理

和物料搬运设备的操作。其管辖权还包括卸载、从板条箱取出、拆卸滑板、调平、油

漆和机械及设备的组装，以及相反操作。  

GES 要负责接收和搬运所有物料和空置板条箱。他们还要负责码头管理，安排车辆顺

利、高效地将货物运入/运出展会。GES 不负责搬运职责范围以外任何物料的搬运。  

GES 将在展会开始前一天提供装载服务。所有装载物品的搬运均由 GES 完成。如需

关于符合卸载条件的车辆类型、展品数量和装载服务费用的更多信息，请发送电子邮

件至 CIFPEservice@ges.com 或拨打 (702) 515-5867 以联系 GES 客服团队 

 参展商可以执行哪些物料搬运任务？若没有物料搬运设备协助，参展商可以人

工搬运物料。如果参展商选择人工搬运物料，他们可能被禁止靠近装货码头/货

舱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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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工会  

电工将执行电气作业、悬挂电子标识和无需调光器的照明设备。电子悬挂标识，包括旋转式

和非旋转式标识，始终应由电工进行悬挂。除非要实时播放，否则须由电工安装视频显示屏

和等离子屏幕。电工会从电源处将电配送到展区空间。若展区内的用电总功率超过 (1) 

20A/120VAC（包括暗线和地毯上/地毯下走线），必须由电工进行配电和连接作业。电工要

负责所有 208V 和 480V 电力的配送和连接。电工要在 LVCC（Las Vegas Convention 

Center：拉斯维加斯会展中心）起降由 Teamster 装配，重量等于或大于 300 磅的标识。独

立的桁架地面支撑，其唯一的用途为架空电力设备布线，必须由电工架设及拆除。装有电动

卷扬机和不可调光且不可程式化灯光照明的悬挂式桁架也应由电工进行架设与拆除。如有关

于电工服务的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IFPEservice@ges.com 或拨打 (702) 515-5867 以联

系 GES 客服团队。 

 
 参展商可执行哪些电工任务？参展商最多可在每个展区悬挂四 (4) 盏小型夹

灯。 
 
 

 舞台工作人员  
舞台工作人员要处理可程式化的舞台灯光、生产、相关索具和视听系统。需要实时播放的视

频显示屏和等离子屏幕应由舞台人员安装。有支架或无支架的悬挂式桁架，若含有可调光或

可程式化灯光、演播室或动画灯光、音响系统投影仪、视频墙、特效设备及激光照明的，应

由舞台工作人员负责安装与拆卸。若桁架没有上述清单设备，则可由 Teamster 或电工安装与

拆卸。配备舞台人员设备的会议室地面支撑桁架的安装与拆卸属于舞台工作人员的职责。 
如有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IFPEservice@ges.com 或拨打 (702) 515-5867 以联系 GES 

客服团队。 

 

边栏 

工会人工定义 
 
停滞时间（又称停工时间或等待时间）—因不可控制因素导致工人无法工作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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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时要求（又称最短付薪时间）—必须向工会支付薪酬的最短工作时间（若在合同中指定）。   
 
管辖权—主管机构按照工会合同的规定履行特定职责。 
 
人工—针对展会，指代提供服务的合约工。 
 
领班—在同一个小组或执行相同作业的工人团队中负责指挥的员工。   
 
加班（又称 OT）—员工在正常上班时间以外或超出标准工作周的工作时间，通常按照平时的 1.5 

或 2 倍计酬。  
 
规定工时（又称 ST）—根据执行的工作所支付的基本时薪。其中不包括加班工资、奖金或其他

报酬差异。 
 
罢工— n.工会在展会期间退出会场。v. 拆除展区。   

工会（又称有组织劳工）—由工人组成，保护双方利益，并集体处理薪资、工时、工作环境以及

与其受聘相关事宜的劳工组织。   
 
工会代表—通常经由选举被选出代表同事与雇主打交道的工会高级干事。又被称作管事或工人谈

判代表。 
 
工作规范—管辖工会工人的工作安排或条件的规定。包括参展商可执行哪些工作，何时属于加

班，清扫时间，休息和午餐的频率和时长，等等。 
 
工作时间—从工人转交给参展商即开始计算的付薪时间；当参展商将其解散时停止，除非有关于

其他付薪活动（如“洗漱时间）的规定。  
 
 
如需更多行业定义，您可在以下链接查看展会词汇表：

http://www.exhibitoronline.com/glossary/index.asp 和 
https://insights.eventscouncil.org/Industry-glo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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