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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 C 展 商 明 白 
参 展 带 来 的 效 益

参 展 机 遇

Cathleen Gorby
广告和展商销售
913-780-6923
cgorby@ascendmedia.com

Maureen Mauer 
广告和展商销售
913-780-6633
mmauer@ascendmedia.com

Bridget Blaney
广告和展商销售
773-259-2825
bblaney@ascendmedia.com

Scott Murphy
企业关系经理
214-706-1660
scott.murphy@heart.org

Amy Miller
非正式分设活动
214-706-1922
amy.miller@heart.org

营 销 
团 队

超过 三分之二的展商表示对参加中风展
会的体验感到满意或极度满意。 

74% 的展商表示对会议期间的纯展览
展示时间的数量感到满意或极度满意。 

74% 的展商表示对其触达受众的能力
表示满意或极度满意。

超过三分之二的展商表示在会议期间达成的 
销售额为

1000-500000 美元
数据摘自2018年ISC展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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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前 
研讨会 

• 中风护理最新科学研讨会

• 现实世界中的中风：血色将至——
ICH管理和治疗

• 实验世界中的中风：关于逆转中风
的转化研究——从床边到实验室，
再回到床边。

数 字 
显 示
60% 
83% 
79% 
21% 

的参展者参观了 
科学技术大厅

为国内参展者

的参展者具备 
购买能力/影响力

为国际参展者

1600+
推介演示覆盖

22个方面 

52
最新科学文摘

220+
中风科学界内 
领军人物应邀 

进行的推介演示

1300+
经接纳且 

通过口头或 
海报形式 

推介的摘要 

4300+
专业人士参展者

50:1
参展者与展商比率 

 98%
参展者对ISC 

“极度满意”或“满意”



3 exhibitatstroke.org

Cathleen Gorby
广告和展商销售
913-780-6923
cgorby@ascendmedia.com

Maureen Mauer 
广告和展商销售
913-780-6633
mmauer@ascendmedia.com

Bridget Blaney
广告和展商销售
773-259-2825
bblaney@ascendmedia.com

Amy Miller
非正式分设活动
214-706-1922
amy.miller@heart.org

展 会 
团 队

参 展 者 ：

2711
医生、心脏病学 
和其他医疗保健 

专业人员  

529
科学研究员 

855
护士/护理师 

263
非医疗保健 
专业人士 

2018年参展十大专业 

行政管理

心脏病学：一般心脏病 

危重病护理/重症监护 

急诊医学  

内科医学 

介入放射学

神经/神经科学：放射学 

神经/神经科学：中风 

神经/神经科学：手术 

放射学  

2018年专业人士参展者总计： 

4358

医生和护士/护理师占 

近80%的2018年ISC参展观众 



展厅日期
周三  2019年2月6日  早上8:30至下午3:00 
周四  2019年2月7日  早上8:30至下午3:00 

展示空间价格
至2018年8月1日止  .  .  .  .  .  .  .  . 每平方英尺35美元
自2018年8月2日起   .  .  .  .  .  .  . 每平方英尺37美元 

最小展位面积为10英尺长x10英尺宽。角落或岛形展位无额外收费。

公共服务展位价格：每平方英尺20美元 

公共服务展示空间视空位情况而定。仅楼层指定非营利区域可享用折扣价格。所有新参展组织在申请时必须 
附上非营利性质的证明。当此区域售尽，按基准价格收费。 

取消时间规定
2018年8月1日前  
AHA/ASA保留50%的合同协定的展示空间 

2018年8月2日起   
AHA/ASA保留100%的合同协定的展示空间 

展商登记
• 登记从2018年10月10日开始

展商住宿

• 住宿安排从2018年10月10日开放
• 住宿安排处理完后发出确认信息

展商服务资料

• 展商服务资料于2018年7月31日可从网上获取

提交申请并不视为得到AHA/ASA的接受或批准。AHA/ASA要求不迟于2018年8月1日交付50%订金，而后才会确认
展示空间。取消或减小展示空间将导致50%罚金。2018年8月2日起，AHA/ASA要求全额支付，若减小或取消展示空
间，AHA/ASA将保留100%的合同协定的展示空间。

展商资格、展示空间分配流程及优先点数安排均包括在AHA/ASA科学大会规章制度内。 
若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exhibitatstroke.org

美国心脏协会/ 
美国中风协会 
7272 Greenville Ave .
Dallas, TX 75231-4596 
strokeconference .org

总承包商
Freeman
714-254-3410

住宿安排
On Peak
855-922-3353
scs@onpeak .com

登记
Convention Data Services
800-748-3583
internationalstroke@xpressreg .net

快 速 参 考 信 息 

展会团队
Cathleen Gorby
广告和展商销售
913-780-6923
cgorby@ascendmedia.com

Maureen Mauer 
广告和展商销售
913-780-6633
mmauer@ascendmedia.com

Bridget Blaney
广告和展商销售
773-259-2825
bblaney@ascendmedia.com

Amy Miller
非正式分设活动
214-706-1922
amy.miller@heart.org

请访问 exhibitatstroke.org 申请展示空间

中场休息
纯展览展厅时间 
（此期间仅进行 
极少其他项目）：

早上8:30至8:45 

早上10:15至10:30 

中午12:00至下午1:30 

下午2:30至3:00

您的赞助和广告费用均可计入展示优先点数。 
请向您的账户经理咨询详情。

exhibitatstroke.org 4 



机会 价位 展示空间截止期限

印刷刊物

最终展会手册 25500美元 2018年11月9日

会展包插页 10500美元 2018年12月3日

ISC中风每日新闻 295-10270美元 2018年12月3日

报刊亭优质广告位 9200美元 2018年12月13日

参展者欢迎指南 11500美元 2019年1月7日

会展中心地图 8000美元 2019年1月7日

数字刊物

住宿确认资料 9500美元 2018年8月3日

登记资料 15500美元 2018年8月3日

U盘摘要 40500美元 2018年10月19日

移动会议指南应用程序 5150-22500
美元

2018 年11月21日

电子预展和电子展会亮点 1300-3145美元 2018年11月至 
2019年2月

文章目录页 1945-2485美元 2019年1月9日

会展中心

步行挑战 50000美元 2018年11月2日

广告横幅 12500美元 2018年11月26日

充电休息区和充电站 15500美元 2018年11月26日

通信中心 15500美元 2018年11月26日

旋转广告亭 6200-15500
美元 2018年11月26日                                                              

科学技术大厅走道标牌 30500美元 2018年11月26日

科学技术大厅长椅 25000美元 2018年11月26日

方凳 25000美元          2018年11月26日

专家影院 25000美元 2018年11月30日

茶歇 10000美元起 2019年1月11日

ISC 护理研讨会茶歇 5000美元 2019年1月11日

酒店

酒店门卡 10500美元 2018年11月9日

个人酒店房间投递 20000美元 2019年1月2日

会展频道 1500美元 2019年1月17日

营 销 机 会 
投资可见度极大的 
营销机会
旨在提升您展位的 
客流量
所有赞助商和广告商均在以下地方获得 
企业提名：

• 最终展会手册

• ISC中风每日新闻

• 位于会展中心高客流量区域的大型官方
捐助者标牌

• 移动会议指南应用程序

赞助和广告机会有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 
营销机会、价格和截止期限若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

这些产品均符合PhRMA标准以及ACCME准则。
所有价格为净价。无中介折扣。取消无退款。
所有数量均基于预计参展人数和预留房间。
Ascend Media建议（并施行）环保印刷，包括回收/可回收纸张和植物制油墨。

您的赞助和广告费用均可计入 
展示优先点数。请向您的账户 
经理咨询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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