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展会信息
地点
金光会展 ⎯ 澳门威尼斯人
澳门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 澳门望德圣母湾大马路，路氹金光大道 。
金光会展 ⎯ 澳门威尼斯人平面图
商展地点：L1层 – 展馆A-C
登记地点：展馆A外

日期
会议：2020 年 6 月 8 - 11 日 (星期一至四)
商展：2020 年 6 月 9 - 11 日(星期二至四)

展厅颜色
过道地毯颜色：V4959 蓝色; 首次参展商展区：V0917 灰色
标准展位地毯颜色：V0503 紫色
标准展位图

重要信息及政策
动物
除非获本酒店批准，否则动物和宠物不准进入本酒店。。如欲申请批准，请在 2020 年 4 月 28 日或之前把详
情发送至 Exhibitors@IAAPA.org 提出申请。

气球
有意在酒店任何范围内使用充气式气球，必须先获得本酒店的批准如欲申请批准，请在 2020 年 4 月 28 日或
之前把详情 (包括所用气体) 发送至 Exhibitors@IAAPA.org 提出申请。

儿童
18 岁以下人士严禁于进场及撤场期间进入展馆。18 以下之儿童不得参与特别活动或教育会议。

清洁
澳门威尼斯人将提供公共区域及展厅过道的一般清洁服务。建同展览有限公司将提供标准摊位的一般清洁服
务。光地参展商请与阁下的承办商相讨有关展位的清洁。垃圾桶可于每天展会完毕后放置在展位旁的过道上让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工作人员收取。

压缩空气
压缩空气缸请向建同展览有限公司订购。如展馆未能提供阁下所需之压缩空气，阁下须先得到展馆的批准。请
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前把您将使用的压缩缸规格发送至 Exhibitors@IAAPA.org 提出申请。

煮食
澳门威尼斯人不允许煮食。

危险及有毒物料
本酒店内严禁危险及有毒物料，包括但不限于电油、气樽、放射性物质、激光产品、烟 火、爆炸装置或物料，
和可释出有毒气体或废气或烟雾或毒物的物料。

无人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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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门威尼斯人，參展商可在展位内可操作无人机，但需要得到展館的批准。应当在无人机操作区域设置物理
约束，以防止其他人进入该区域。参展商必须递交航拍活动平面图给金沙中国审批；平面图必须至少显示飞航
区域、起飞及降落范围、 航线及地面控制台及航拍活动责任表格，请把所有信息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前發送
至 Exhibitors@IAAPA.org 提出申请。

电力供应
展台电源会在每天闭馆后 15 分钟切断。详情请参阅这里的第 4 页有关于电力安装。光地和标准摊位如有需要
可订购 24 小时不间断供电服务，请向 AMC 查询。

消防安全
所有参展商及承办商必须遵守由酒店职员建议的消防安全规例。

地面承重
展览馆内地面承重量为：1250 公斤/平方米。
地面承重量是基于平均分布的重量，根据所租用的场地的地面承重量，任何大型物料必须得展馆的预先批准方
可进入。

食物及饮料样本
澳门威尼斯人禁止自行携入食物在酒店内供应及售卖。所有食物及饮料必须经澳门威尼斯人购买并由澳门威尼
斯人供应。摊位餐饮服务必须由酒店提供，这于 2020 年 6 月 4 日前填妥订购表格。
澳门威尼斯人附近的餐厅如下：
澳门巴黎人
https://www.parisianmacao.com/macau-restaurants.html
澳门威尼斯人
https://www.venetianmacao.com/restaurants.html
金沙城中心
https://www.sandscotaicentral.com/restaurants.html
所有食物及饮料样本必须预先得到澳门威尼斯人的批准。请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前填妥食物及饮料样本 – 批准
请求协议并发送至 Exhibitors@IAAPA.org。

网络
金沙度假区已实现 WIFI 全覆盖，开启 WLAN，找到网络名称“sandsresort”，开启浏览器并点按接受“使用
守则与免责条款”即可使用上网。每次连线时间长达半小时，若有中断重新连接即可。有关手机通讯及 WIFI
信息，请查阅这里。你也可於商務中心購買一天使用證。
我们建议需以互联网展示其产品或服务的参展商自行租赁数据线，详情请参见数据线订购表。

保险
所有 2020 年亚洲博览会参展商的合同含标准一般责任险。但如果參展商需要进行以下活动，则要在 2020 年 4
月 14 日之前向 IAAPA 提供保险证明（ISO 表格）至 Exhibitors@IAAPA.org。
1) 展示娱乐骑乘或设备（以 ASTM 747-06 为准）并让公众参与
2) 使用易燃材料或供应食品
保险证书必须包含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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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下方列出的保单总额和每次事故限额、最低保额
将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协会 (IAAPA) 及其实体、附属机构、代理、代表、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志愿者
和员工列为 2019 年 6 月 8 至 15 日 IAAPA 亚洲博览会的其他受保人，请在保险证书上列明 IAAPA,
The Venetian® Macao, AMC (Exhibits) Ltd., APT Showfreight Ltd, their entities, subsidiaries, agents,
representatives, officers, staff,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are additionally insured for IAAPA Expo
Asia 2020, 5-12 June 2020*
参展商公司名称和“经营”名称，若适用
证书保单编号
生效日期
证书持有者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协会(IAAPA)的名称和地址：IAAPA, 4155 West Taft Vineland Road,
Orlando, FL 32837, USA.

具体的保险要求取决于所展示的产品/服务的类型，并遵循ASTM 747-06对娱乐骑乘或设备的定义（例如：击球
笼、攀爬墙、气模等）。 请查看以下的ASTM 747-06定义和保险要求，以确定您需要的保险级别。
ASTM 747-06:
娱乐骑乘或娱乐设备： 一种设备和几种设备或元素的组合，此类设备主要为娱乐目的运送、牵引某人通过
固定或专门的路线或既定区域。
保险要求：
保险类型

展示展品
必须投保
娱乐骑乘或设备
（以ASTM 747-06 为准）

使用易燃材料或
供应食品

保单总额下限 （合并总额）

3,000,000 美元

3,000,000 美元

每次事故

2,000,000 美元

2,000,000 美元

其它

证书必须声明不排除参与者的承保范围。

建议投保
火灾损害赔偿

300,000 美元

300,000 美元

医疗保险

10,000 美元

10,000 美元

人身与广告伤害

1,000,000 美元

1,000,000 美元

产品保险和完整的操作保单

2,000,000 美元

2,000,000 美元

如果您需要获得保险的帮助，中国公司请联系：
PICC Property and Casualty Company Limited Zhongshan Branch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
市分公司
Mr. Manzi Chan 陈敏琪先生
Account Manager
Tel: +86-760 8841 5288
Fax: +86-760 8830 9132
Mobile: +86-135 2712 8999
E-mail: 1416249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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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有些与会者只能以中文沟通。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协会 (IAAPA) 建议参展商配备能同时以英文和中文沟通的展位
工作人员。若需聘请即时传译员，请参见订购表。

激光产品
如果您计划在展位内展示激光或激光标签产品，请在 2020 年 4 月 28 日之前将详细信息提交至
Exhibitors@IAAPA.org ，供澳门威尼斯人审批。

布展
直接运到展会现场的货物只能在 2020 年 6 月 5 日之后或在展台搭建之前运达展厅。 仅限 APT Showfreight
Ltd. 安普特物流有限公司 (大会指定货运公司及现场装卸代理) 获主办方允许可在展会期间有充份的权利管理现
场物流。
只有大会指定之货运公司才允许于卸货区和展馆内操作机械搬运设备，如手推小车、液压车、液压千斤顶、
地狗、液压搬运车、叉车等。
参展商必须在 2020 年 6 月 8 日(星期一)下午 5 时前布置好展位供检查，旁边的过道不得堆积任何设备/杂物。

有关更多布展信息请参见展会流程 。

大会指定承办商
为确保更有效、更规范地搭建和拆卸，我们为各类服务指定了承办商。详情请参见大会指定承办商 名单。除非
另有说明，否则：
• 为确保遵守安全规定，只有大会指定承办商可以提供电源、压缩空气和排水及管道安装服务
• 参展商可以指定自己的承办商提供展位设计和施工服务，但必须支付一笔可退还的损毁押金。若发现有
损坏，将扣除服务费和损坏赔偿金。 详情请参见 非大会指定搭建商/参展商指定搭建商要求。参展商须
对其指定承办商的行为负责，确保其遵守所有规则和规定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第三方承办商必须预先申请施工人员证件及停车证。详情请见非大会指定搭建商/参展商指定搭建商要
求。
• 参展商必须在截止日期之前向相关方交还全部表格，否则现场服务可能无法保证。
• 大会指定承办商的服务仅为方便参展商提供，展会管理层对参展商和此类承办商之间因任何此类人士、其
服务人员和代理的疏忽或违约造成的责任概不负责。
• 若需要在展厅内进行机械化装卸，只能委任大会指定货运公司代进行。.

香港/澳门的管制物品
如果货物中包含香港/澳门政府的任何管制物品，我们强烈建议在货物从原籍国出发之前，将综合商业发票和装
箱单发送给 APT Showfreight Limited 进行检查。
如果需要，APT Showfreight Limited 将代表参展商申请必要的许可证，但在任何情况下 APT Showfreight
Limited 均不能保证将授予该许可证。
根据香港/澳门海关条例，在香港/澳门转运以下物品需要获得香港/澳门政府的进出口许可证：
-

动物、鸟类和爬行动物及其身体部分，濒危动植物物种
管制化学品

-

管制药物

-

应课税品：酒精类酒，烟草，碳氢油和甲醇（香港/澳门的关税和税款将根据支出从参展商的帐
户中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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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鲜/冷冻肉

-

光盘母带和复制设备

-

无线电发射设备
战略/高科技/通讯商品
车辆等

如果需要进出口许可证，参展商必须在货物离开原籍国至少十四天之前向 APT Showfreight Ltd 提交以下文件/
信息，以在香港/澳门申请许可证。
a.
b.
c.
d.

商品目录/手册
产品原产国家/地区签发的出口许可证
原产地证书
商业发票和装箱单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以下网站： http://www.tid.gov.hk 及 http://www.customs.gov.mo

光地参展商
所有光地参展商必须完成以下事顶：
• 递交押金及所需表格至建同展览有限公司，详情请见 这里。
•

在 2020 年 4 月 17 日前递交建议摊位设计图至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协会 (IAAPA)，详情请见这里。

保安
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协会将由布展开始提供 24 小时的一般保安服务。参展商及其工作人员非工作时间不得在展
厅逗留。
展厅的所有工作人员任何时候都必须佩戴胸章。请保护您的胸章，以防丢失或被盗。重印胸章将收取费用。
请注意，您不能使用自己的工作人员或任何其他保安机构的工作人员提供展位内的保安服务。
为保安和安全起见，展会期间严禁搬运任何产品进出展厅。
对于参展商展位或展厅任何类型的物品、物件、商品或材料损失或丢失，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协会和/或澳门威尼
斯人概不负责，除非此类损失或丢失的原因是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协会和/或澳门威尼斯人的员工有意偷盗。为方
便参展商，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协会与澳门威尼斯人将提供某些保安服务，包括提供保安措施建议，但参展商任
何区域、产品和财产的保安和安全责任由参展商负责。

销售规则
参展商严禁在展位内以现金或信用卡进行商品交易活动。不得展示出售展位内的陈列商品并同时在现场交易陈
列品的指示牌。参展商只可接受订单及于展会后安排送货给买家。

声音控制
参展商于展览会进行期间须把音量级别维持在合理级别。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协会保留判断有否因声音过高、音
乐过大及展出活动而干扰其他参展商洽谈商务之权利。未能维持合理分贝级别的参展商(声音音量级别不得超过
75 分贝)，IAAPA 展会管理层有权要求该参展商把声音音量级别维持在特定分贝级别。展厅内的分贝级别将于
展览会期间被监控。违规者需立刻把音量级别降低，否则有机会遭受其他处罚。

车证
非官方承辦商必须从 AMC Exhibits Ltd.获得“车证”，而参展商应从 APT Showfreight Ltd.获得“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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