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下述所有问题之外，请注意展会的“规章制度”。请在抵达现场前阅读全文，以免出现任何问

题。  

CONEXPO-CON/AGG 参展商规章制度 

IFPE 参展商规章制度 

基本信息 

1. 参展者可享受哪些展区服务？  

 对在预定日期抵达的所有卡车的所有装箱货件进行卸货与重装。 

 将机械设备和货箱从调度区送往展区，在展会结束时取回同一批机械设备和货箱。  

 拆除入站货件上的所有夹具和锁定装置，包括必要的材料清理。 

 处理出入站的展会材料货件，送交 LVCC（Las Vegas Convention Center：拉斯维加斯会

展中心）、Festival Grounds 或展会的任何其他展区。 

 指定自行式设备的操作员，并提供必要的板材。 

 设备运抵参展商展区后，仅监督完成参展商机械设备或产品的初始安装（前提是初始布

展时参展商代表在场）。 

 在展会结束时，清理、存放和返还展区货箱。 

 在拆卸期间清理垃圾，包括垃圾入箱和人工清理。  

 在每个展会日开幕之前，对所有展区进行大扫除，包括用对地毯/地板进行吸尘/清扫，

以及清空废纸篓。  

 标准/内嵌展区将配备 8 英尺高的悬垂装饰背景和 3 英尺高的悬垂装饰隔板。   

 活动数码升级 -包括有关参展者活动的行为数据，如使用线索捕获工具获取参展者在参

展商展区内/周围的停留时间。  

 参展商营销工具包 - 包括面向 2000 位客户的含邮资直邮明信片、定制电子邮件营销活

动、徽标、网络横幅、信件，以及社交媒体图案和新产品/技术的网页。  
 

统包计划不包含： 

 架设展台和/或机械设备所需的人工。 

 将未装箱或散装货件送往展区所需的人工。 

 展区货箱和/或机械设备拆箱、拆包所需的人工。 

 除初始安装之外，检查参展商展区的机械设备。 

 对出站铁运货件上夹具、锁定装置并进行捆扎。 

 针对参展商的设备和展台提供特殊的清洁和/或搬运服务，以及进行除尘、抛光和总体

外观处理。 

 展区陈设和地面铺装。 

 帷幕和租赁展台。 

 展会日（3 月 10 日至 14 日）期间的装卸或监督。 
 

2. 参展者可享受哪些展位服务？ 

作为参展者，您需要联系展位承办方来获取更多信息。  
 

3. 如果遇到付款、开具发票或展位相关的常见问题，应与何人联系？ 

您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至 customerservice@conexpoconagg.com，或在周一至周五（芝加

哥时间 [中央标准时间，CST]）上午 8 点至下午 4 点 致电 +1 414-274-0644 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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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否在展会期间预订会议室？ 

相关各方必须填写会议场地申请表且必须符合展会会议场地指南的要求。如有其他疑问，

请通过致电 +1 414-298-4136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rkettlewell@aem.org 联系活动服务经理 

Rebecca Kettlewell。 
 

5. 展会是否提供口译服务？ 

您可以前往国际贸易中心 (ITC) N250 室寻求口译译员服务。通常，口译译员提供的语种翻

译服务如下：西班牙语、汉语普通话、葡萄牙语、德语、日语、韩语、法语和意大利语。

口译译员每天的翻译时限为 2 小时。 
 

6. 如何获取展会的签证邀请函？ 

您可以在注册过程中点击“需要签证函”，即可获发签证函；您也可以支付 50 美元，收取

纸质信函。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点击此处。  

 
 

展区 

 

1. 是否必须购买保险？如果是，情况如何？ 

是，参展商必须向展会管理方提供劳工补偿及雇主责任保险凭证，以及综合损害赔偿责任

和机动车责任保险凭证。保单额度下限如下： 

 

A) 劳工补偿及雇主责任保险的保额不得低于 50 万美元，而且必须满足美国内华达州（展

会所在地）规定的要求。 

B) 综合损害赔偿责任险承保总额不得低于 100 万/200 万美元。 

C) 车险必须涵盖所有自有、非自有和租用车辆，限额为 50 万美元的人身伤害险和 50 万美

元的财产损失险。 

 

参展商和/或参展商指定承包商应指定Association of Equipment Manufacturers（美国设备制

造商协会，地址：6737 W. Washington Street, Suite 2400, Milwaukee, WI 53124）为保险凭

证持有者。附加被保险人必须如下所列： Association of Equipment Manufacturers、Las 

Vegas Convention Center、MGM Festival Grounds、National Ready Mixed Concrete 

Association、The National Stone、Sand & Gravel Association，以及 GES。  

 

保险凭证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Rainprotection Insurance： 

电子邮件地址： sales@rainprotection.net 

 

2. 什么是 EAC（参展商指定承包商）？  

参展商指定承包商 (EAC) 是指在展会前、展会期间或展会后参展商希望在展厅内雇用的除

指定官方承包商之外的任何公司。EAC 必须注册以便获取“安装和拆卸徽章”，而且必须通

过 GES 进行注册。详见参展商服务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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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否设立临时展示结构？ 

可以，您可以设立临时展示结构，但一项新的规范已经生效并且会严格执行，所以必须遵

守。。   生效的新规范支持满足以下任一条件的展示结构： 

 层数多于一层（任何多层结构），使用者可在架空地板下方作业 

 总容纳量超过 1000 人 

 单层结构占地面积超过 7500 平方英尺 

 与现有建筑或结构相连并受其结构支撑的临时结构 
 

如果您要设立的架构符合以上任一类别，请务必阅读此处提供的“临时结构”信息并申请 

CCBD 临时结构许可证，以免现场出现任何问题。  
 

4. 如何申请举办展位内活动？ 

希望在展会日（展会前、展会期间或展会后）举办会议的参展商必须提交展位内活动申请

表。在您提交申请并经过审核之后，您会收到我们发送的一封确认电子邮件，通知您展位

内活动申请是否通过。  

 

5. 可否自带食品和饮料向参展者分发？ 

不可以，Centerplate 拥有 LVCC 现场所有食品和饮料（包括瓶装水）的专营权，MGM 

Resorts International 拥有 Las Vegas Festival Grounds 现场所有食品和饮料（包括瓶装水）的

专营权。如需订购食品和饮料，请参阅参展者服务手册。  

物流 

1. 展会提供哪些展位配送及物料搬运选项？ 

提前仓库配送是热门选项之一：您的物品将提前 60 天运出，并存放在展区仓库中直至布

展当天。这有助于防止物品未按时送达，但您需要支付仓储及物料搬运费。  

 

如果您的时间不够充裕，无法选择提前仓库配送，则可以将物品直接运送至展会所在地，

即在布展日当天直接送抵展位或展台。请留意您的预定布展日期，确保货件于当天抵达调

度场，否则您可能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如需了解预定日期，请点击此处。  

 

2. 送货和物料搬运是一回事吗？  

不，送货和物料搬运不是一回事。送货是指将您的物品从所在地送至会展中心或 GES 提前

存货仓库的过程。您要负责雇用运输公司来运送您的物料。   

 

物料搬运是指在会展中心或提前存货仓库接收您的货件并将其送往展位的过程。此项服务

也称为“短驳托运”。GES 是 CONEXPO-CON/AGG & IFPE 2020 官方承包商，可帮助您完成物

料搬运。您只需要承担提前存货仓库收货件的短驳托运服务相关费用。您会收到 GES 就此

项服务开具的短驳托运账单。如需了解短驳托运费用，请点击此处。  

 

3. 对于 CONEXPO-CON/AGG & IFPE 展会相关人工，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参展商必须通过我们的综合服务提供商 GES 来购买电力、人工，索具和其他服务。

CONEXPO-CON/AGG & IFPE 要求使用工会人工，这会严格限制参展商可自行实施的作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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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和作业量。例如，如果您雇用展位搭建商，则必须使用获准使用工会人工的参展商指定

承包商提供的工会人工，或 GES 工会人工。  

 

请注意：工会人工费用会在晚间、节假日和周末迅速上升，因此可取的做法是妥善制定布

展排程，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4. 如果对美国海关有疑问，应与何人联系？ 

您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至 CONEXPO@airwaysfreight.com 或致电 +1 479-442-6301，联系

我们的官方供应商 Airways Freight。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点击此处。 
 

5. 为何不能自行从卡车/拖车/货车上卸货？ 

所有物料搬运设备的操作、所有卸货与重装及空容器的处理均须遵循工会管区的规定。

GES 负责管理所有码头、调度场和所有车辆的调度，以确保顺畅、高效的布展和撤展。因

此，GES 还要负责接收和搬运所有展区材料以及空置货箱。 

 

优化展区 
 

1. 如何编辑在线目录中的公司信息？ 

通过参展商信息中心更新您的免费公司列表，包括产品类别和公司信息。如有任何疑问，

请通过发送电子邮件至 customerservice@conexpoconagg.com 或致电 +1 414-274-0644 联系

我们。  

 

2. 如何让参展者在 CONEXPO-CON/AGG & IFPE 上注意到我的展位？ 

一种方法是确保更新您在参展者信息中心中的公司简介和产品类别，以便参展者有计划地

参观您的展位。  

 

3. 如何在展会前优化展位？ 

官方 CONEXPO-CON/AGG & IFPE 营销工具包可实时使用，可通过“优化展区”选项卡下的 参

展商信息中心进行访问和使用。此款免费营销工具包包含以下项目： 

 面向 2000 位客户的含邮资直邮明信片 - 有效期至 2020 年 1 月 10 日 

 定制电子邮件营销活动 

 定制社交媒体图案 

 

2020 年版全新工具包支持 CONEXPO-CON/AGG 参展商向以下 14 个国家/地区的客户发送多

达500 张明信片：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德国、印度、意大利、

墨西哥、新西兰、秘鲁、土耳其和/或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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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展位销售设备/产品是否需要获得销售许可/执照？  

参展商可在展会结束后接收订单或出售设备，但要负责收缴任何适用的地方、州及联邦税

费，并获得销售商品所需的任何必要执照。  

 

产品不得带有“已售”、“待售”标识或带有价格的标识。永久粘贴的客户名称仅限用于合格

产品，而不可包含于任何标识或印刷品中。 

 

徽章和差旅 
 

1. 如何注册展位人员、客户和经销商？ 

您可以通过参展商信息中心注册展位人员、客户和经销商。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

注册页面或观看我们题为“客户与经销商邀请”的教学网络讲座。   
 

2. 如何安排展会期间不在展位上工作的布展/拆卸人员进入展厅？  

您必须完成此类人员的注册，方可使其进入展区；可通过注册门户网站的参展商信息中心

完成。您只需点击标有“仅限安装和拆卸徽章 - 0.00 美元”的复选框，然后让相应人员在抵

达现场时领取徽章即可。  
 

3. 如何安排展会期间仍在展位上工作的布展/拆卸人员进入展厅？ 

您必须完成此类人员的注册，方可使其进入展区；可通过注册门户网站的参展商信息

中心完成。您只需点击标有“展会日参展商工作人员徽章”的复选框，然后选中“除参展

商工作人员徽章之外添加安装和拆卸徽章”复选框即可。  
       

4. 是否有其他资源可供了解徽章详情？  
是，我们为您提供了以下资源。  

o 安装和拆卸网络讲座 

o 2020 版安装和拆卸徽章信息 

o 徽章领取地点和时间 
 

5. 如何预订酒店？ 

常规参展商住宿服务现已通过参展商信息中心开放。务必通读订房须知并明确任何重要的

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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