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亚洲最重要的公务
航空盛会上参展
请在2019年1月7日，获取特优选位的截止
日期前，提交您的参展申请。

www.abace.aero/2019/exhibit



展会日期：   
4月16日（星期二）– 4月18日（星期四）

展览地点：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展厅和静态展区的展出时间：
» 4月16日（星期二） 10:00 – 18:00
» 4月17日（星期三） 10:00 – 18:00
» 4月19日（星期四） 10:00 – 15:00

参展商特优选位截止日期：  
2019年1月7日 

请及时提交您的申请并全额支付相关款项，以确保您的公司能参加特优选位活动：www.abace.aero/2019/exhibit.

来自50多个国家的业界
代表将参与其中

多国媒体 
将参与报道

与现有公务机运营商 
以及全新买家互相交流

静态展区将展出 
多系列公务机

与会者参加本届展会的六大理由： 
 1 与供应商和同行相互交流

2 掌握业界普遍趋势和热门话题

3 体验最新的产品和服务

4 参观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公司

5 了解公司是否适合使用公务机

6 获取技术信息和相关规则

ABACE与会者特征：
» 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的代表
» 70%对飞机采购流程具有重要影响力
» 57%第一次参加ABACE



本届大会将吸引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务航空领导者、企业家和其他采购决策者。这场活动
在上海举行，为时三天。在此期间，各大公务航空公司将在此与新老客户会面，完成关键业务目
标，为明年打好基础。参展商包括飞机制造商、地面服务商、管理公司、包机公司、租赁公司、
维修服务商、二手飞机销售商和零配件公司等。

本届展会是与上海机场集团(SAA)合作，由美国公务航空协会(NBAA)和亚洲公务航空协会
(AsBAA)联合组办，将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举行。请及时制定参展计划，在这个亚洲发展最迅速
的公务航空盛会上创造商机，为明年打好基础。

亚洲公务航空大会及展览会(ABACE2019)是亚洲最大
的航空盛会，致力于展示各种公务航空展品和服务。



贵宾楼价格*
在去年的展会上，贵宾楼的展出面积扩大至历史的最高水平！请提前预定展位，以享受折扣价。
* 如果在2019年1月7日前提交申请并全额支付相关款项，则可享受贵宾楼的折扣价格。

亚洲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新兴市场，在这里提高我们
公司、产品和服务的知名度至关重要。”
– ABACE 参展商

ABACE2019将提供交钥匙型和定制型贵宾楼。 
欲获取更多详情，请与Joe Hart先生取得联系：jhart@nbaa.org.

单联贵宾楼 双联定制型贵宾楼 三联定制型贵宾楼



展位定价
室内展位
为了获取特优选位资格，参展商必须在2019年1月7日前在参展申

请中选择此选项并全额支付相关款项（不可退款）。

飞机静态展区
机坪展位：每平米49.75美元

机坪展位：每平米33.00美元，适用于活塞飞机和单引擎直升飞机

静态参展面积，根据每架不同飞机的翼展宽度与机身长度来决

定。各家参展飞机，将根据“翼展宽度X机身长度”得出面积来计

算参展面积。静态展示所需的额外费用（包括飞机牵引费）将另

行收取。

由于飞机牵引等服务费用，取决于不同飞机的大小，具体请访问

www.abace.aero/2019/exhibit 了解详情。

如欲查看ABACE2018参展商列表，请访问 www.abace.aero/2018directory.

增值税
中国税务机关要求ABACE代收
代缴ABACE交易产生的增值税
(VAT)。增值税税率为6.45%。
增值税将添加到参展发票之中。
欲获取进一步指导，请咨询税务
顾问。

标摊单联展位 （不包含海报制作）

标摊双联展位（不包含海报制作）

2019年1月7日前的折扣价格

参展商若能在2019年1月7日前提交申请并全额支付相关款项，即可享受 
折扣价。

在1月7日之后，展位价格将明显提升，因此请在截止日期前预定展位。

 标准选位    特优选位 

光地展位** 4,695美元（每3米x3米）   6,190美元（每3米x3米）

内联光地展位 6,095美元（每3米x3米）   8,770美元（每3米x3米）

标摊展位 7,275美元（每3米x3米）   8,770美元（每3米x3米）

** 注：36平米（6m x 6m）及以上面积展位可以预订光地展位。

折扣价



特优选位和展位配置
ABACE2019特优选位和现场在线展位配置将于

2019年1月22日至26日举行。借此，参展商可以

依据现有展位情况选择心仪的展位。参展商将与

ABACE展会工作人员一起在线查看ABACE平面图

以选择展位。

为了获取现场特优选位的资格，参展商请务必在

2019年1月7日这个截止日期前提交参展申请并全额

支付相关费用。在1月7日后，通知将以电邮的方式

发送给参展商。

参展商规章制度
» 所有参展商必须是NBAA或AsBAA的信誉良

好的会员。

» 所有支付给ABACE的款项不可退还或转让，

如果室内展位在2019年4月15日（星期一）

的15:00前没有参展商展出，则ABACE管理

部门将认为参展商取消参展，并不会退还或

转付相关款项。

» ABACE2019参展商必须在为时三天的参展时

间内在其展位上展出，并为展位配置工作人

员。ABACE2019展厅将于展会的最后一天，

即2019年1月18日（星期四）15:00关闭。

» 如果在2019年1月18日（星期四）15 :00

提 前 拆 卸 展 位 的 参 展 商 ， 将 不 得 参 加

A B AC E 2 0 2 0 特 优 选 位 活 动 ， 并 将 被 处 以

8,770美元的罚款。

» 所有价格以美元(USD)计价。

» 参 展 商 必 须 同 意 并 遵 守 所 有 参 展 商 规 章 制

度。

查看参展商规则制度的完整列表，请访问: 

www.abace.aero/2019/exhibit.

参展商信息
访问网站 www.abace.aero/2019/exhibit，获
取最新的参展商信息，其中包括：

» 参展商定价

» 参展商服务手册，包括所有展会支持项目的
定价

» 详细的展览平面图

» 特优选位和展位分配流程

» 参展商规章制度

» 媒体关系和其他营销资源

参展商参加ABACE的五大重要理由：

 1 维持形象，知名度及品牌认知度

2 与现有客户会面

3 获取新的销售机会

4 发布新产品

 5 与对手同台竞争



ABACE proved again, more than ever before, that it is THE must-
attend event for every company that deals with, and every 

individual who is involved with business aviation in Asia.  

–PAUL VAN DER BLOM, DC AVIATION AL-FUTTAIM

ABACE中国办事处
Evelyn Wu
ABACE展会经理
中国上海迎宾七路99号
虹桥国际机场（邮编：200335）
电邮：evelynwxy@163.com
电话：+86 21 2234 1801
 

室内展位
Maureen Cameron 
NBAA展会主管 
电邮：mcameron@nbaa.org 
电话：+1 (202) 783-9453

Sarah Driver 
NBAA展会经理 
电邮：sdriver@nbaa.org 
电话：+1 (202) 783-9369

Rachel Thomas 
NBAA Manager, Exhibits 
rthomas@nbaa.org  
+1 (202) 478-7760

贵宾楼  
Linda Peters 
NBAA展会副总裁 
电邮：lpeters@nbaa.org 
电话：+1 (202) 783-9368

飞机静态展区
Joe Hart 
NBAA静态展区主管 
电邮：jhart@nbaa.org 
电话：+1 (202) 783-9456

Tracy Tippett 
NBAA静态展区经理 
电邮：ttippett@nbaa.org 
电话：+1 (202) 478-7767

赞助商机 
ABACE提供多种提高知名度的赞助方式，将您的品牌置于主要客户、决策制定者和影响者的
面前。如欲最大限度地宣传您的公司，请与 sponsorships@abace.aero取得联系。

酒店预订 
所有酒店预订信息将提前几个月在网上发布。预订酒店房间，请访问网页： 
www.abace.aero/2019/hotel。

展会联系人 

与会者对公司采购决策的影响：

» 41% 可对一个或多个产品或服务的 
         购买进行评估和推荐

» 19% 对采购决策有决定权

» 14% 可指定供应商

49% 高级管理层***
16% 飞行部门人员
14% 销售/营销人员
13% 其他职位
5% 工程师
3% 律师/财务人员

***所有者、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总裁、总经理、合伙人、
首席财务官、首席运营官、副总裁

与会者职位分布：

49+16+14+13+5+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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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ACE2019 室内展位、贵宾楼和静态展示飞机展位申请单/合同书
(承纳能力和格局布置受可用空间限制)

回信至: NBAA-ABACE 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迎宾七路 99, 号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邮编: 200335
联系人: Evelyn Wu  |  电邮: evelynwxy@163.com  |  电话: + (86) 21 2234 1801

所有参展商必须为 NBAA 或 ASBAA 会员 。
ABACE 管理部门依照 ABACE 特位优选程序对展位进行分配。若想参加特位优选，参展商必须在 2019 年1月7日前提交参展申 
请书并全额支付相关费用。  
ABACE 政策是：无论何种情况，若展会因故取消或规模减小，将不退还参展商任何费用。重要事项: 室内和飞机静态 
展区的参展商在 2019 年4月18日（星期四）15:00 展会闭幕前不得撤离参展人员。
早鸟折扣：
ABACE 管理部门为室内和贵宾楼参展商提供特殊折扣价，前提是参展商必须在2019年1月7日前提交申请并全额支付相关费用。 
在 2019 年1月7日后将无任何折扣优惠。定价：所有展示价格的单位为美元(USD)。

室内展位  参展商希望预订 ________ 米x ________ 米的展位
 光地展位价格：               5,215美元x ________ (3米x3米预订展位的数量)= ________           
 内联光地展位价格：          6,770美元x ________ (3米x3米预订展位的数量)= ________ 
 标摊展位价格：              8,085美元x ________ (3米x3米预订展位的数量)= ________

 特优选位配置  1,495美元x _______(3米x3米预订展位的数量)=__________                总计: 

参展商只有在2019年1月7日前提交申请并全额支付相关费用才可享受以上价格。 

贵宾楼

 单联交钥匙型贵宾楼价格 142,000美元 
 双联定制型贵宾楼价格  192,000美元
 三联定制型贵宾楼价格  283,000美元     

参展商只有在2019年1月7日前提交申请并全额支付相关费用才可享受以上价格。

停机坪展位价格：参展商要增加参展飞机时应附上一张单独的表格，标明每架飞机的有关信息。 
1号飞机 : ____________ 翼展 x ____________ 机长 = 所需总面积 ____________ X 49.75美元每平米 ____________
2号飞机:  ____________ 翼展 x ____________ 机长 = 所需总面积 ____________ X 49.75美元每平米 ____________

活塞飞机和单引擎直升飞机的特殊价格：
3号飞机 : ____________ 翼展 x ____________ 机长 = 所需总面积 ____________ X 33.00美元每平米 ____________
4号飞机 :____________ 翼展 x ____________ 机长 = 所需总面积 ____________ X 33.00美元每平米 ____________                      
    总计:

非会员:          额外支付545美元（用于NBAA/AsBAA会员会费 总计:

早鸟折扣价: 
 光地展位折扣价：  每3米x3米减去520美元=__________           
 内联光地展位折扣价：  每3米x3米减去675美元=__________ 
 标摊展位折扣价：  每3米x3米减去810美元==__________
然而，享受这些优惠的前提是在2019年1月7日前提交申请并全额支付相关费用。                 总计:

    小计:

增值税（VAT)*： 小计金额 x 6.45% = (增值税将转交至中国税务机关）                       增值税:

以上合计金额   总金额:



   ABACE2019 室内展位、贵宾楼和静态展示飞机展位申请单/合同书
(承纳能力和格局布置受可用空间限制)

回信至: NBAA-ABACE 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迎宾七路 99, 号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邮编: 200335
联系人: Evelyn Wu  |  电邮: evelynwxy@163.com  |  电话: + (86) 21 2234 1801

*增值税：中国税务机关要求对ABACE上产生的所有费用征收增值税。增值税的税率为6.45%,该费用将加入购买的发票之中。 
在某些情况下，参展商可以减除支付给中国税务机关的增值税汇款中的增值税。关于进一步的指导，请咨询税务顾问。 
签订这个申请单/合同前，参展商需接受ABACE参展商合同条款。相关合同条款在本申请单/合同背面列出。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字体请勿连写 （所有与参展有关的信件均应发送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称（该名称将出现于相关签名和打印材料之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州 邮编 国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手机 

支付方式:

请注意：需要发票的参展商必须在支付相关费用前通知ABACE管理部门，这样计费信息才能以人民币为单位的形式提供。通过银行电汇支
付费用需缴纳30美元的手续费。若信用卡支付额度超过20,000美元，则将收取3%的手续费。所有参展商必须是AsBBA和NBAA的注册会员
才可获得预订ABACE2019展位的权利。

银行电汇说明：美国华盛顿特区西北15号大街730号美国银行，邮编（20005)；账户：美国公务航空协会；银行汇款代码#: 026009593；
账号#: 2404389；银行国际代码：BOFAUS3N；请与Maureen Cameron (mcameron@nbaa.org)取得联系，以确保在银行电汇前获得发票
号码。

银行卡类型:  o 美国运通       o 万事达      o Visa       o 发现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卡号     有效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签名    ABACE 管理部门

ABACE管理部门在 
此批准上述  
ABACE2019申请:



ABACE2019 参展商合同条款和条件

英语版本的申请单可在www.abace.aero下载。此版本和英语版本间产生的差异将
以英语版本为准。

亚洲公务航空大会及展览会(ABACE2019)(“展会”）是与上海机场集团合作，由美
国国家公务航空协会股份有限公司、NBAA-ABACE中国有限公司（总称“展会管
理部门”）和亚洲公务航空协会联合主办。本次活动定于2019年的4月16日至4月
18日在上海虹桥机场霍克太平洋商务航空服务中心（“举办场地”) 举行。总体来
说，“参展商”指的是在本次活动中申请参展的实体。是官方授权代表 (“代表”）的
实体，这个实体代表以自己的名义（在适用情况下，以该实体管理人员、员工、
承包商和代理的名义）履行本合同。

1. 法律效力。此合同在展会管理部门接受参展商的申请后具有约束力。展会管理
部门为保证活动的最大利益有权无条件拒绝申请者的申请。

2.  会员身份；资格。在从申请到参展的整个期间，参展商应保留AsBAA或NBAA
的会员身份。若参展商未能保留会员身份，则依据第4款规定，展会管理部门可
能会认为参展商取消展位预订。而且，参展商只能展出或促销有关公务航空业的
产品或服务。

3.  展位配罝。展会管理部门认可后，参展商将按照展会管理部门规定的程序分配
展位。参展商在未按合同交付应付款项的情况下不得安排展位。参展商对展会管
理部门不得有未履行之义务。展会管理部门为保证活动的最大利益有权随时调整
或移动展位。参展商同意本合同（包括其注销规定条款）在展会管理部门对展位
进行调整和移动后仍然生效。

4． 取消预订。参展商要求取消预订或减少展位空间前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申
请。合同双方确认在合同生效之日起，参展商取消预订或减少展位空间造成的实
际损失难以估算，展会管理部门很难证实实际损失。因此，合同双方同意参展商
仍应承担原有参展费，其产生的损失应被认作为损失赔偿金而不是罚金。

5.  通行证注册。展会管理部门将规定“官方时间”。在此期间，参加展会的所有个
体都必须进行注册，并持有有效的活动通行证。按照本合同全额支付所有应付费
用后，展会管理部门将按指定发给参展商一个免费注册分配表。免费注册表可用
于注册参展商的管理人员、员工、承包商、代理商和嘉宾。参展商额外注册将产
生费用，费用的价格由展会管理部门决定。管理部门可能要求参展商提供额外的
详细信息，包括参展人员的身份证件或护照号码。

6.  目录：公示。展会管理部门可以用目录和其他宣传材料的方式列出参展商的名
称、商标名称、产品名称、代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展会管理部门不承担在相关
目录和其他宣传材料失误和忽略参展商的责任。展会管理部门可拍摄或以其他方
式记录参展商展位、展台、飞机和工作人员，并可任意使用这些照片或录像。参
展商同意展会管理部门及其合作伙伴可拍摄或记录任何参展人员，并可以任意使
用这些照片或录像，而无需事先通知。

7.  共享：分配。在没有获得展会管理部门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参展商不得转让、
共享或转租其分配的展位。展会管理部门可以让参展商与其他实体（实体即一个“
联合参展商”)分享展位的条件如下：（1）联合参展商达到展会管理部门的要求，
包括满足获取有关会员资格的要求；（2）参展商及联合参展商都需填写所需表
格，并支付相应的费用；和（3)参展商和联合参展商之间已建立了业务关系。

8.  展位管理。参展商必须按照参展商服务指南规定的规则和时间表对其展位进
行安装和布罝。参展商如果有飞机参展，则必须遵守展会管理部门规定的飞机进
场和离场程序和时间表。参展商必须以专业方式设计和管理展品，并尊重其他参
展商和与会者的权利，保持合理的标准礼仪。所有的展台、展示材料和产品演示
必须在展位内进行，不得在任何时间挤占交通过道。禁止在大会现场直接出售产
品。参展商在征得展会管理部门的书面许可前，不得参与任何与大会保险条款相
冲突的活动。参展商在征得展会管理部门的书面许可前，不得在展会现场其展位
外散发任何广告或促销材料。参展商在表演、展示相关受版权保护的活动前，应
先获得相关授权。

9.  遵守法律；大会规章制度。参展商应遵守国家和地方法律、规则、大会规章制
度，包括工会劳工工作规则和消防安全规定。参展商必须获得在大会参展所需的
许可和批准，并有责任交纳在大会活动中产生的所有相关税金。

10. 专门服务。展会管理部门任命官方指定承包商为参展商履行相关服务（这些
服务请参见参展商服务指南里“专门服务”一节）。参展商不得使用任何其他承包
商提供的专门服务。

11. 参展商指定承包商。参展商可使用参展商服务指南外承包商（EAC)的条件：
（1）EAC提供的服务不是专门服务：（2）参展商提交到展会管理部门一份表明
完整意图的EAC使用表格以任命EAC；(3) EAC向展会管理部门递交一
份完整的EAC申请表，并遵守申请表内包括保险和赔偿的所有规则；(4)在适合
的情况下，大会任命批准EAC提供服务。参展商有责任确保满足以上这些要求。
如果没有满足这些要求，则展会管理部门可拒绝EAC进入大会。展会管理部门为
保证活动的最大利益的情况下，也可拒绝EAC进入大会。展会管理部门将不承担
参展商因此产生的任何损失或损坏。每个EAC在进场前需提供符合承包要求的证
明，并交纳展位建设履约保证金。

12．儿童。参展商需认可12岁以下的儿童禁止出席此展会。12岁至17岁的孩子参
加此展会的条件如下：(1)只有在官方时间可参加活动，且（2)他们必须(i)注册并
支付相关费用，及（ii）有成人全程陪同。

13. 飞机参展商的保险要求。若参展商将在其展位内展示一架或多架飞机，则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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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款的所有条款。参展商在包括入场和撤场的整段参展期应遵守下列规章：
（1)商业综合责任保险，包括广泛形式的合同责任保险，每次人员伤害和财产
损失合并单一保险总额至少为5,000,000美元，产品完工操作累计险额至少为
2,000,000美元，人身和广告伤害的保险额至少为1,000,000美元，租用场地损失
保险额至少为100,000美元；（2 )飞机责任保险，包括场所责任，每次身体伤害
和财产损失包括乘客伤害的合并单一保险总额至少为5,000,000美元；（3)相当于
飞机全部重罝价值的飞机机身险（全险）；(4)工伤赔偿保险依照法定限制和雇主
法律责任每次事故的保险额至少为1,000,000美元；和(5)如果参展商在现场拥有
或操作任何机动车辆，汽车责任保险的限额应满足所有大会现场参展商机动车辆
的金额，且不低于1,000,000美元。上述所有保险必须为优先保险，并由雇主支付
任何其他保险。参展商应取得受保方受益保险单代位追偿权豁免。参展商在所有
保险单上（即使保险范围超出本款的要求）必须分别指明美国公务航空协会股份
有限公司、NBAA- ABACE中国有限公司、ABACE有限公司、Freeman、上海霍
克太平洋公务航空中心和上海机场集团为附加被保险人。参展商服务指南可含有
额外保险要求。参展商应提供满足本款中展会管理部门所要求的承保证明。参展
商承认本款中的相关要求不会限制其责任。

14. 非飞机参展商的保险要求。若参展商不在其展位内展示飞机，则需要遵守第
14款的所有条款。参展商在包括入场和撤场的整段参展期间内应遵守下列规定(1)
商业综合责任保险，包括广泛形式的合同责任保险，每次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保
险额至少为1,000,000美元，累计险额至少为2,000,000美元，产品完工责任保险
额至少为2,000,000美元，人身和广告伤害的保险额至少为1,000,000美元，租用
场地损失保险额至少为100,000美元；（2 )按照法定限制的工伤赔偿和雇主责任
保险；和（3 )如果参展商在现场拥有或操作任何机动车辆，汽车责任保险的限额
应满足所有大会现场参展商机动车辆的金额，且不低于1,000,000美元。上述所
有保险必须为优先保险，并由雇主支付任何其他保险。参展商应取得受保方受益
保险单代位追偿权豁免。参展商在综合责任保险和汽车责任保险上必须分别指明
美国公务航空协会股份有限公司、NBAA- ABACE中国有限公司、ABACE有限公
司、Freeman、上海霍克太平洋公务航空中心和上海机场集团为附加被保险人。
参展商服务指南可含有额外保险要求。参展商应提供满足本款中展会管理部门所
要求的承保证据。参展商承认本款中的相关要求不会限制其责任。

15. 赔偿；承担风险。参展商应赔偿因其或其在活动中指定承包商的行为或忽略 (
包括但不限于他们在活动中可能进行活动或参展商违反本合同的条款）给展会管
理部门、大会现场、子母公司、利益相关者、商管理人员、员工、代理和承包商
带来的所有损失、损坏、索赔、要求、诉讼、处罚、判决及负债（包括诉讼费和
合理的律师费）。参展商同意全部承担其在大会上或大会之外产生的人身伤害、
死亡或财产损失的风险，无论这种风险是不是由展会管理部门的疏忽或以其他方
式造成。合同双方同意这种赔偿和承担风险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解释。

16. 免除责任。展会管理部门在任何情况都不承担参展商利润损失以及任何偶然
的、特殊的、间接的、惩罚性的或从属性损失，不管此类损失或损害是否具有可
预见性或展会管理部门已被告知此类损失或损害的可能性。展会管理在任何情况
下的最大责任不超过参展商支付给展会管理部门的实际费用。

17．取消活动。如果展会管理部门因不可抗因素取消活动，那么则应依照合同返
还参展商所支付的费用减去展会管理部门产生的费用后全额还给参展商。如展会
管理部门因其他原因取消活动，那么则应依照合同返还参展商所支付的费用全额
还给参展商。如果展会管理部重新排定活动日程，且日期不超过原始活动日程日
期七天，或在同一个大城市选择其他展示地点，那么这种行为不属于取消活动，
管理部门也不会因此返还参展商相关费用。

18. 违规行为。如果参展商违反本合同中的任何条款，那么展会管理部门可采取
以下一项或多项措施：（1 )要求参展商自费对其展位进行修改；（2 )取消参展商
的展位分配；（3 )宣布参展商没有资格在展会管理部门以后组织的活动中获得优
先权；或（4)取消参展商在展会管理部门以后组织的活动的参展权。这些补救措
施仅具有说明性，并不限制展会管理部门以本合同其他内容或依据法律相关内容
来采取任何补救措施。

19． 可分割性。合同双方同意，若本合同任何条款被裁定为不可执行，则应尽可
能最小程度地对该条款进行修改以使其可以实施，且合同的其余部分仍然生效。

20. 代表；通讯。展会管理部门依照本合同和附加规章制度，采取包括电子邮
件、邮寄或专人送达的形式通知代表该活动的相关信息。参展商送达展会管理部
门的通知书（包括指定一个新个体为代表），必须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到ex-
hibits@nbaa.org，或者通过邮寄、快递、专人递送的方式发送到美国华盛顿特区
（邮编20005)，1200G西北大街，1100室美国公务航空协会展会服务部。

21．规章制度。展会管理部门或举办方可随时采用或修改管理本活动的规章制
度。这些规章制度和那些参展商服务指南中的规章制度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并在此作为参考。

22. 豁免；完整协议。除合同双方以书面形式签署授予豁免权外，任何依照本合
同满足条件或未能遵守义务的豁免都不生效。且该豁免不可达成任何满足其他条
件或未能遵守任何其他义务的豁免。依照本合同（包括展会管理部门依照第20节
采用的规章制度），合同双方就本合同主旨达成共识，并取代合同双方之间所有
其他书面和口头上的协议。

23. 适用法律。在没有引起法律冲突原则下，哥伦比亚特区的法律可管制本合同
或参展商参展而引起的所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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