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參加“2020 粵澳名優商品展”
為使各參展企業都能在良好的秩序下成功參展，特制定本參展商手冊以供各參展企業參
照和遵守。詳細請閱讀手冊內所列各項規則，並特別留意各項細則、額外設施及服務申請表
上所列明的截止日期。

如有任何查詢或需要協助，請與敝司聯絡。

謹祝

貴機構展出成功。

2020 粵澳名優商品展
大會承辦機構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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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料
主辦機構：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地址：澳門友誼大馬路 918 號世界貿易中心四樓
電話：(853)2871 0300
傳真：(853)2859 0309 / 2871 0304
網頁：www.ipim.gov.mo
廣東省商務廳
地址：中國廣州市天河路 351 號廣東外經貿大廈
電話：(86)20-38802165
傳真：(86)20-38802219
網頁：www.gddoftec.gov.cn
特邀支持單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外貿發展局
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協辦機構：
廣州市商務委員會
汕頭市商務局
河源市商務局
汕尾市商務局
江門市商務局
茂名市商務局
潮州市商務局
佛山市順德區經濟和科技促進局

深圳市經濟貿易和信息化委員會
佛山市商務局
梅州市商務局
東莞市商務局
陽江市商務局
肇慶市商務局
揭陽市商務局

珠海市商務局
韶關市商務局
惠州市商務局
中山市商務局
湛江市商務局
清遠市商務局
雲浮市商務局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
澳門廠商聯合會
澳門付貨人協會
澳門中小企業協進會
澳門廣告商會
澳門旅遊業議會
澳門酒店協會
澳門旅行社協會
澳門百貨辦館業商會
粵澳工商聯會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局
澳門出入口商會
澳門銀行公會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
澳門會展產業聯合商會
澳門飲食業聯合商會
澳門酒店旅業商會
澳門美食同業聯合會商會
澳門餅食手信業商會
澳門歸僑總會

澳門中華總商會
澳門紡織商會
澳門建築置業商會
澳門展貿協會
澳門旅遊零售服務業總商會
澳門中小型餐飲業商會
澳門旅遊商會
澳門金業同業公會
澳門供應商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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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料
承辦機構：
大會承辦機構-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廣東省承辦機構- 廣東省對外經濟貿易企業協會
大會總承建：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地址：澳門士多紐拜斯大馬路 63B-65A 號地下
電話：853 – 28976198
傳真：853 – 28976197
電子郵件：sales@creation.com.mo
大會酒店：
澳門探索號文化旅遊
大會貨運服務：
金柏國際展覽運輸(澳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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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簡介
1.1 展覽會名稱
2020 粵澳名優商品展
1.2 地點
澳門威尼斯人-展館 A
1.3 展覽會日期及開放時間
展覽期間：2020 年 12 月 11 日至 12 月 13 日（星期五、六、日）
開放時間：每天 10：00 – 20：00
1.4 開幕典禮
2020 年 12 月 11 日假澳門威尼斯人-展館 A 舉行。
1.5 入場券
於會場大門入口處免費派發入場券。
1.6 展覽場地貨運限制
樓層負重 : 每平方米 1.2 噸
貨梯 : 1 部
貨用通道 : 闊 5.5 至 9 米, 高 4.3 米
1.7 佈展及撤展時間表 (只適用於室內展位)
相關工作

日期
12 月 8 日
大會設施及標準展位搭建 12 月 9 日
12 月 10 日
12 月 9 日
一般承建商搭建展位
12 月 10 日
參展商佈展
12 月 10 日
活動開幕儀式
12 月 11 日
展位終止供電
12 月 13 日
12 月 13 日
展品離場
12 月 14 日★
12 月 13 日
大會設施及標準展位撤展
12 月 14 日
一般承建商展位撤展
12 月 14 日
▲資料僅供參考，以大會最後公佈為準。

時間
09:00 - 23:00
09:00 - 23:59
09:00 - 13:00
09:00 - 22:00
09:00 - 13:00
13:00 - 22:00
10:00 (待定)
20:00
20:00 - 23:59
09:00 - 12:00★
20:00 - 23:59
09:00 - 18:00
09:00 - 15:00

備註 :
★ 參展商如於 12 月 13 日未能將展品撤離現場，須事先與承辦單位聯絡，申請撤展時間延長至
12 月 14 日中午 12 時前。
1.8 大會網頁
www.guangdongmacaofair.com 爲大會網頁，大會最新消息將於網站發佈，請參展商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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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展覽館平面圖

*此圖僅供參考，以大會最後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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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展須知
2.1 定義
a. 「大會」指於 2020 年 12 月 11 日至 12 月 13 日舉行的粵澳名優商品展。
b. 「參展商」指任何以政府、商會、獨資經營、合夥人或有限公司名義參展粵澳名優商品展者，或
其代表、代理及僱員，其參展之申請已被大會正式接納者。
c. 「會場」指澳門威尼斯人會展中心指定範圍內的地方。
d. 「大會總承建」是大會指定進行/管理大會設施及標準展位搭建，並負責展場用電規劃、電器設
施接駁，提供租用展具服務之機構。
e. 「本手冊」指本參展商手冊。
2.2 參展資格
a. 參展商必須為澳門或中國註冊公司。大會有權要求參展商提交其有效的商業登記/營業執照證明
副本。
b. 參展商向大會遞交參加表格後，大會將根據申請表格的要求及條款細則考慮其申請。大會擁有
絕對的決定權利，在不給予任何理由或解釋下接受或拒絕申請者有關展覽的申請。
c. 參展商必須接受申請表格一經簽署後，即代表其同意遵守此規則內的所有條款，及大會所有額
外條款及規則，並同意承擔所有有關責任。
2.3 參展費付款方式
a. 澳門企業之申請獲評審後，大會將作通知，申請企業隨即須於 2020 年 11 月 16 日或之前以支
票或銀行本票方式全數繳付展位租金。支票抬頭請寫：廣告天地有限公司。如參展商未能於指
定期限前繳付參展費，大會有權將展位收回。
b. 廣東省企業之申請獲評審後，大會將作通知，申請企業隨即須於 2020 年 11 月 11 日或之前以
匯款方式全數繳付展位租金。如參展商未能於指定期限前繳付參展費，大會有權將展位收回。
帳戶資料請參閱下表：
廣東省企業付款方法 (直接存款或電匯至以下戶口)
直接存款或電匯至以下戶口
戶名：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銀行名稱：中國銀行澳門分行 (雅廉訪支行)
帳號 A/C No.：0018-17-01-20-014957-8 (澳門元 MOP)
0018-17-11-20-020890-6 (港元 HKD)
Swift Code：BKCHMOMX
銀行地址：澳門雅廉訪大馬路 20 號地下
備注 : * 銀行匯款手續費及聯繫行費用由客戶支付。
* 匯款後請將匯款單傳真(853-2897 6197)或電郵(offcon@macau.ctm.net)
至廣告天地有限公司會計部，並請在上標明公司名稱及展位編號。
c.
d.
e.

大會擁有是否接納參展申請之權利，倘不接受該參展申請，大會將退回有關資料及支票（或銀
行本票）予申請人。
參展商如取消參展或減少所預訂展位之數目，有關的訂金將不予退還。
倘於開展前發生非大會所能控制的不可抗力事故（如火災、水災、災難、疫症、地震、貿易制
裁、民眾暴動、政府規限等）而導致不能如期舉行，大會保留對展會之取消、更改性質、規模
及展覽日期長短之權利，參展商不能因此向大會追討任何損失，而大會亦無須承擔任何責任。
有關之參展費將扣除大會之運作成本後，按比例退還予參展商（不包括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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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
b.
c.
d.

場地分配
大會保留隨時更改展覽計劃或場地安排的權利，並毋須事先向參展商作出通知。
大會可全權分配及規劃各展區場地及展位所在位置，參展商的一切有關投訴將不獲受理。
大會有權修改展覽場地的圖則及/或於必要時，調動參展商已獲分配的展位。參展商不得向大會
追討任何賠償。
為保持展會之整體形象，對於在大會開幕的第一天沒有如期到場參展的空置展位，大會有權將
其封存或作其它用途，並毋須事先向參展商作通知。對此，參展商不得向大會追討任何賠償。

2.5 參展商進場及撤場守則
a. 參展商必須依照經大會批准之設計圖則準時進行安裝自建展位，及須於大會指定之時限內完成。
大會保留權利改建或清拆任何不符合已提交的圖則、大會所訂定之標準或展會規則的展位，毋
須給予通知，相關費用一概由參展商負擔。
b. 參展商必須避免於進場、撤展及展覽期間損毀會場之物品或任何第三者之財物。否則，當事人
必須為其造成之損毀作出一切賠償。
c. 參展商不可在牆上、地面或該建築物任何部分之表面裝嵌固定物件。其次，參展商在使用任何
物件配置時必須注意公眾安全。
d. 會場內不得使用噴漆、燒焊器或電鋸。
e. 參展商撤展必須向大會索取展品離場許可證。大會將授權保安人員檢查擬撤離展館之商品。
f.
主辦機構不負責接收或貯藏任何參展品或展位物料，參展商應自行安排職員負責。
2.6 大會證件類別
大會為識別進入會場的人員身份，分別印製三款工作證件：
a. 第一款：參展商工作證
每個展位免費獲發三個參展商工作證，於展銷會期間（包括佈展及撤展）
，參展商必需配戴該證
件進出。所有參展商工作證嚴禁轉借他人使用，大會保安人員有權查核持證人的身份。參展商
工作證可透過使用手冊內之表格三或於大會網頁下載該表格，填妥後傳真至大會承辦機構。
b. 第二款: 大會工作人員證
為確保財物安全，所有進出入會場的有關工作人員均需配戴有效證件，大會保安人員有權查核
持證人的身份。
c. 第三款: 承建商工作證
供非大會指定承建商或特裝展位承建商使用，於搭建展位及拆卸展位時使用。所有承建商工作
證嚴禁轉借他人使用，大會保安人員有權查核持證人的身份。承建商工作證須向大會承辦機構
申請，可透過手冊內之表格七或於大會網頁下載。
2.7 展台搭建及佈置
a. 展台搭建及佈置必須符合澳門特區政府現行的法例及大會總承建的要求。否則，大會有權終止
有關工程，而所衍生的任何費用將由參展商及其承建商所承擔。非大會總承建工作證須事前向
大會總承建申請。進入會場後到大會總承建櫃檯登記，領取承建商工作證。
b. 參展商對原有的標準展位搭建結構不能自行改動，一切的展位維修及改裝必須先獲得大會批准，
由大會指定之服務供應商負責。如於展會期間，須在開放時間過後方可進行工程。
c. 所有用以搭建和裝修展位或設施的材料須具防火功能及符合澳門特區政府消防安全規則。
d. 廣東館、澳門館、高度超過 3.9 米的展位，必須先獲大會承辦機構批准後方可搭建。
2.8
a.
b.
c.
d.
e.
f.

展品運輸
有關展品運輸和現場服務等事項，請參展商與大會貨運服務商徵詢。
所有的運輸事宜由參展商委託運輸代理負責，大會對此不負任何責任。
參展商需自行安排接收或貯存參展之展品、貨物及展位物料。
貨運工人需由一名參展商代表陪同方可將貨物搬進會場。
展會最後一日即 2020 年 12 月 13 日下午 4 時後，發放展品離場許可證，請各展位留人簽收。
貨品需在晚上 8 時展會結束後才可撤離。
展會正式開幕後至展會結束前不得將展品搬離會場。如攜帶展品離場，必須經主辦機構特許批
准，並向保安員出示已被大會批核之展品離場許可證，方可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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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廢物處理
a. 租金不包括其清理及處理空盒、木箱、大型廢物、展位構件及其他物品之費用，參展商必須自
行清理。任何遺留於展覽場內之包裝物品及展品等均被視為棄置物，當大會代為清理後將會向
有關參展商徵收清潔費用。參展商必須在每日展會開始前清理所有帶來的包裝空盒及木箱等。
b. 參展商所聘用之承建商必須將自建的展位及裝潢物料自行帶離會場，不得將其放置或棄置在會
場內。
c. 大會將於展品進場及展會期間每日派員工清潔會場，但基於保安理由，大會清潔人員不會進入
參展商的展位範圍內進行清潔。參展商請於每日展銷會完結後將細件廢物擺放在展位外，以便
大會清潔人員清理。
2.10 接駁車服務
大會將安排接駁車服務，於早晚來回酒店及大會指定地點。班次詳情將於佈展期間公佈。
2.11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在搭建及拆除展位期間，參展商或其承建商必須遵守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a. 確保僱員在工作時的安全及健康；
b. 提供安全作業裝置及工作系統並確保其操作正常；
c. 委派一名安全督導人員在場監管搭建及拆除展位的施工。
d. 為確保安全，展覽期間展館內禁止任何人士使用高度超過 2 米梯子。對於所有在離地 2 米或
以上高度進行的展位搭建或拆卸工程，承建商必須使用金屬棚架等高空工作設備。同時，工人
在離地 2 米或以上高度進行建築活動時，必須佩戴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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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展守則
3.1 展位使用
a. 參展商不得將展位轉讓、分租或以任何形式供第三者使用。同時，非參展公司之職員不得在其
展位工作。大會可毋須通知而即時終止違規者的參展權。同時大會有權著令有關公司即時將所
有展品遷離會場，所有搬遷費用由參展商自行承擔，大會並將有關公司列入特殊名單，禁止其
日後參加大會舉辦的展覽活動。
b. 參展商不能在所屬展位範圍以外地方擺放或操作任何用作推廣及銷售物件(如產品、宣傳架、搖
控玩具及電動車等)。倘因參展商違規引起任何意外或法律訴訟等事宜，參展商必須承擔所有責
任。大會亦有權要求參展商撤走有關物品，而毋須給予任何理由及承擔任何責任。一切有關的
撤移費用均由參展商負責。
c. 參展商不能在所屬展位範圍以外地方進行影響他人的活動，包括：擺放 / 售賣/推銷貨品 / 派
發宣傳單張等。參展商不得佔用所屬展位範圍以外的地方。並須保持會場的整潔及注意防火安
全。
d. 如參展商安排的活動（如簽名會、拍賣、抽獎、宣傳、産品示範等）引致通道阻塞或阻礙參觀
人士前往鄰近展位，甚至涉及觀眾安全問題，大會將有權終止有關活動。倘若需要舉辦該類活
動，事前必須取得大會的書面批准。
e. 參展商須自行將本身的包裝箱儲存於適當的地方。
f. 會場內不得進行/舉辦任何有虐畜成份的活動，例如撈金魚等。
g. 參展商所使用之所有影音器材所產生之聲浪均不得對其他參展商或參觀人士造成任何滋擾或不
便。若大會認為音量超出可接受標準，如經大會勸喻後情況未見改善，展位使用權將會即時被
終止。
h. 參展商必須確保展位最少有一名公司職員負責看守展位，倘現場管理人員發現展位長時間沒有
職員看守，大會有權將展位暫時封存。展會期間一概不能把展品提早撤出展場。(參展商如需特
別協助可與主辦機構駐場辦事處聯絡 )
i. 展會結束前，不得拆卸展位或撤展。
j. 大會有權對其認為不適當的行為進行制止或處理，亦可要求參展商離場。
k. 參展商不得在會場內使用任何性質的易燃液體/物料或本地法例禁止使用的裝飾材料。
l. 參展商須全權負責因其展品之任何移動或運作時對公眾造成之損傷。參展商須安排合資格人士
於現場操作或看管其有一定潛在危險性之展品 (如:激光產品等等)，若參展商欲展示此類展品，
必須事先得到大會之書面同意。
m. 參展商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使用壓縮氣體所填充之氣球。
n. 參展商一律不得於展覽場地內進行公開拍賣。
3.2 展品展示及銷售
a. 在展覽會舉行期間，參展商展示及展銷的產品（包括贈品）/服務，必須與參展表格內申報的展
品內容及品牌相符。如參展商未能於申請參展時提交展示及展銷產品/服務的詳細資料，所有補
充資料必須於開展前最少 1 個月提交至大會作審批，大會擁有唯一及絶對酌情權決定是否批准
有關申請。
b. 倘主辦或承辦機構發現參展商展示或展銷未經申報及/或非大會認可的品牌、產品及產品類型，
主辦或承辦機構有權採取行動，要求參展商即時停止展示及售賣有關展品，或終止其參展權，
參展商不得向大會追討任何賠償。
c. 所有在現場作銷售及陳列的貨品，應清晰標示其貨品名稱和售價。
d. 所有含酒精飲品必須以密封式包裝售賣，不得以杯裝或已開瓶的形式供應或銷售。
e. 參展商不得向十八歲以下人士售賣或提供含酒精飲品試飲服務。
f. 參展商應向消費者提供珠寶及玉石產品之可在中國內地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認可的鑑定機構
之質量證明的核對副本，並可於展會現場隨時向主辦單位、承辦機構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執法機
構隨時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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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參展商宣傳活動
a. 參展商在會場內舉辦各項活動期間，必須自行負責管理由活動而產生的排隊及參觀人群，如隊
尾超過展位自有寬度，必須自行安排足夠數量及具經驗的工作人員及/或自費聘用大會保安人員
維持秩序，並確保有關人群不會阻礙鄰近展位的正常營運。如人群嚴重阻礙大會通道及影響場
內公眾安全，參展商需自備排隊繩，以控制人群及秩序。
b. 為了保障參觀人士的安全及不妨礙其他參展商的權益，大會有權隨時因應現場的情況而終止任
何事先批准的活動。
c. 參展商不得提供/舉辦任何有賭博成份的遊戲或售賣任何有博彩成份的獎券。
3.4 派發贈品及試食須知
a. 參展商只可在指定展位內陳列食品及飲品，並必須保持食物、飲品及地方清潔整齊。所有售賣
或試食的食物或飲品，必須在符合衛生要求的環境下儲存及處理，以確保適合食用。
b. 參展商派發及試食之物品必須在物品有效期內，如發現參展商派發過期或變質之食品或用品，
大會有權禁止該參展商一切試食及派發贈品之行為。
c. 如參展商採用試食及試飲等推廣方式，或售賣雪糕、食品及飲品等，需自備足夠垃圾筒及垃圾
袋，以收集棄置的器皿及容器。如發現地上有倒瀉食品、飲料、湯水或垃圾，參展商需自行定
時清潔或自付費用聘請大會指定清潔承辦商處理。
d. 為避免場內人士被鋒利竹籤刺傷，大會特為參展商免費提供試食時使用較安全之竹籤。
e. 大會嚴禁任何明火煮食。倘有違規，大會有權要求參展商即時終止有關行為。
3.5 保安及保險
a. 參展商須自行負責個人及展位內的財物安全，並為僱員、財物、展品、公眾責任及任何因參展
而有可能出現之損失，有責任購買有關保險。主辦機構及承辦機構對展品或個人物品的遺失、
損壞等情況不承担任何財務或法律責任。
b. 於展位內須有足夠職員負責看守展品。
c. 請確保所有陳列櫃均上鎖及避免擺放現金及貴重物品。
d. 會場的保安將由大會安排，特派保安人員巡邏會場，如發現任何可疑人物，請立即通知大會或
場館內之保安。
e. 展品入場及離場期間，參展商須特別注意展品的保安。如有需要，參展商可個別聘請保安員同
行。
f. 如有貴重物品，必須預先通知大會並在參展進場前自行投保。
3.6 商業及個人操守
a. 大會禁止所有售賣未經國家注册之藥物、藥品、中西藥及保健品的企業參展，倘於展會期間發
現參展商售賣上述物品，大會有權要求參展商即時終止有關活動，並向參展商追究相關法律責
任。
b. 參展商嚴禁在會場內售賣、展示或擺放任何盜版或未經授權生產的物品，會場內絕對禁止任何
侵犯知識產權。倘有充分證據顯示參展商售賣或展示上述產品，將被視作違規行為處理，大會
有權終止其展位使用權，並交由海關或有關政府部門處理，並把違規參展商列入特殊名單內，
禁止其日後參加大會舉辦的展覽活動。
c. 參展商務必有良好的商業操守，不得在會場內推介意識不良、侵權、劣質、假貨、過期或有問
題的貨品。大會有權要求參展商停止展示、售賣或派發任何大會認為有問題的展品、貨物或宣
傳物品。
d. 如大會認為參展商進行不恰當的商業活動、使用有問題的宣傳手段、以不正當手法經營或進行
與澳門特區政府法律相抵觸的活動，大會有權要求參展商即時終止有關活動，並交由警方處理。
e. 參展商在會場內必須自律，不能對其他參展商及參觀人士構成任何滋擾，例如：派發問卷、攔
途兜售貨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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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g.

所有參展商必須確保其工作人員行為良好。參展商及其職員，如非經邀請或同意，不得擅自進
入其他參展商的展位。參展商被發現及證實其行為可能損害祖國、澳門特區、展會、大會或其
他行業之聲譽，大會有權即時終止其參展商之參展資格。其範圍包括產品安全、知識產權、勞
工權益及環境保護等相關法例。
參展商不得作出任何有損「粵澳名優商品展」形象及聲譽的行為。大會有權要求參展商終止有
關行為，並向參展商追討任何損失及法律責任。

3.7 特別展品展示/銷售及宣傳限制
a.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局《展覽用藥品的進口及供應指引》:“在展覽會場內不得向公眾售
賣、贈送或派發任何藥物。”（商品展示除外）
b. 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局要求：大會禁止售賣醫療保健儀器（商品展示除外）
。另如需展示
上述展品及藥物，參展商需預先向澳門衛生局備檔，並將產品之詳細資料交予衛生局作審批。(倘
貨品已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局註冊可免此手續)
c.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局《展覽會期間發佈保健食品廣告的應遵指引》:“主辦單位須於活
動開始前十五天將有關產品廣告送交衛生局備案，否則，不可在展覽場地內展示或派發。”
d. 根據澳門《標籤法》第三條的規定，(1)所有展品包裝上必須詳細列明公司名稱、公司聯絡電話、
產品成份資料、淨重、生產及有效日期。(2)參展商如代理沒有在澳門註冊之商品(指符合澳門特
區政府銷售條例之商品)倘需在展銷區內出售，需在包裝上貼上代理商(參展商)的詳細聯絡資料。
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海關要求，所有展示/展銷之電器商品必須印有 CCC 或其他國際安全標
準標誌才能展銷。
* 倘於展會期間發現參展商有違以上的規條，大會有權要求參展商即時終止有關活動，並向參展商
追究相關法律責任。
3.8 進場限制
任何參觀者、參展商或其代理，如被大會認定為精神不健全、醉酒或會對展會、其他參展商或參觀
人士造成騷擾或不便，大會有權禁止其進入會場。
3.9 標語及海報
會場內不得張貼任何有損大會形象或與展覽會利益有衝突之標語及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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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
4.1 惡劣天氣及颱風警告
a. 如在展位搭建、展品進場、展位佈置及展會期間，如氣象局在上午八時三十分前懸掛八號風球
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會場將會暫停開放。
b. 如氣象局於當日下午一時前除下/改掛較低風球或暴雨警告訊號，會場將於兩小時後重開。
c. 倘若氣象局於當日下午一時後才除下/改掛較低風球或暴雨警告訊號，會場將會關閉一天。
4.2 免責條款
a. 倘參展商違反大會「參展商手冊條款」的任何部份，一經被取消參展資格，所繳交的參展或其
他費用或物品（例如：廣告及贊助禮品等）將不獲發還。同時亦不得因此向大會追討任何賠償，
參展商須自行承擔因違規而衍生的一切費用及損失。
b. 任何因天災、戰爭、醫療衛生的憂慮(例如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恐怖襲擊、恐嚇、暴
亂、示威、內亂，不可避免的意外或任何不受主辦機構及管理機構控制範圍以內的成因，所引
致或構成的死亡及人物傷害，均不會被視作主辦機構及承辦機構或其員工的疏忽。
c. 參展商於展會期內或期後進行的商業交易，及一切引致的後果，大會一概毋須負責。
d. 任何情況下，參展商不能就大會的決策 / 行動及其所引致的損失要求賠償，大會不會對參展商
及其展品及財物之安全負責。
e. 大會有權扣押參展商於展覽場地之展品及財物，以抵銷結欠之參展及有可能被索償之金額。
f. 參展商須保證其參展的展品不會引起任何投訴或訴訟。如有發生，參展商須自行負責一切賠償
或訴訟所引致的一切損失。
g. 個人資料處理：參展商於參展報名時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僅供「粵澳名優商品展」使用。如有查
詢，可與大會聯絡。
4.3 知識產權
a. 參展商嚴禁在會場內售賣、展示或擺放任何盜版或未經授權生產的物品，會場內絕對禁止任何
侵犯知識產權。倘有充分證據顯示參展商售賣或展示上述產品，將被視作違規行為處理，大會
有權終止其展位使用權，並交由海關或有關政府部門處理，並把違規參展商列入特殊名單內，
禁止其日後參加大會舉辦的展覽活動。
b. 參展商如在展位內使用任何視聽作品(包括播放錄音或錄像製品等)，須確保有關作品已取得著作
權或相關權利人的許可。
4.4 預防流行性疾病或傳染病
a. 大會如認為情況需要時，所有參展商、參觀人士及工作人員須量度體溫後方可進場。
b. 大會如認為情況需要時，大會將派發口罩及提供消毒洗手液，並宣佈所有參展商及參觀人士必
須配戴口罩方可進入展館。
c. 所有售賣食品及飲料及安排試食的參展商，在保持公眾衛生的情況下，應配戴口罩及手套後方
可接觸食物。如廁或接觸廢物後，必須清潔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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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a.
b.
c.
d.
e.
f.
g.

其他
參展商不得做出任何有損大會形象及聲譽的行為。
大會保留更改展覽計劃及場地安排的權利，參展商不得因此追討任何賠償。
大會在無需任何解釋的情況下，保留取消參展商的參展資格與調動展位位置的權利。
大會有權對其認為不適當的行為進行制止或處置，亦可要求參展商離場，並保留對本守則的解
釋權。
參展商如有違反大會所定的守則，一經被取消參展資格，所繳交之參展費用將不獲發還。
大會對不遵守參展商條款/違規之企業將進行記錄及警告。主辦機構擁有絶對酌情權禁止參展商
參加主辦機構以後所舉辦的任何展覽會。
對參展展品（包括贈品）/服務與申報的展品內容及品牌不相符之企業，大會將進行記錄及警告，
並保留取消參展商參展資格的權利，一經被取消參展資格，所繳交之參展費用將不獲發還。

4.6 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
澳門特別行政區經第 9/2017 號法律修改的第 5/2011 號法律〈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已於 201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新控煙法訂明所有室內及戶外空間(除指定吸煙區外)禁止吸煙(包括電子煙)。違法者
可被罰款最高澳門元 1500。有關條例資料及詳情，請瀏覽衛生局-煙草控制資訊
www.ssm.gov.mo/News/smokefree 或查詢熱線+853 285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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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展位設施及設計
5.1 標準展位：
所有標準展位的設施均由大會承辦機構所指定之標準展位承建商提供。
規格：3 米 × 3 米
設備包括：展位圍板、展位名牌(單面入口 1 套、雙面入口 2 套)、有鎖詢問枱 1 張、摺椅 2 張、有
鎖儲物櫃 2 組、層板 2 件、13Amp/220V(1000W)電插座 1 個(每個電插座只供一件電器使用)、23W
節能射燈(100W 光度) 2 支、廢紙箱 1 個。
說明：
a.
b.
c.

d.
e.

參展商訂購兩個或以上連續排列的標準展位，除非參展商特別要求，否則大會將拆除置於兩展
位間之圍板。
展位內不得釘上任何釘子或隨便加裝任何裝置，否則參展商須賠償有關費用。
參展商裝設的電器設備（包括照明裝置）須經大會承建商批核。參展商不得使用電路不合規格
的電器裝置。如需要額外的傢俱及電力設施供應，或對展位內設施擺放的位置有特別要求，請
參閱本手冊「額外設施及服務申請表」內之表格五 A、五 B、五 C 及五 D。
大會有權將開關掣及過載保護分線箱放於展位內的適當位置。
展會完結時，所有展品、展位物料必須在主辦機構規定的指定時間內立刻清理。任何展品、展
位物料擱置於展覽會場將視為棄置物品，主辦機構有權向參展商收取所須的清理費用。

標準展位 A（澳門展區）

標準展位 D (馬來西亞展區)

標準展位 B（廣東省各市展區）

標準展位 C (泰國展區)

標準展位 E (緬甸展區)

標準展位 F (印尼展區)

額外設施：
參展商如需額外設施，如傢俬設備、陳列設施、電力設備等，請填寫「額外設施及服務申請表」
內之表格五 A、五 B、五 C 及五 D 申請租用，所有費用請預先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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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光地展位搭建
選擇這種參展方式的參展商，獲分配展覽光地。參展商須自行設計及承建展位，並須遵守規則以及
主辦機構在展出前或舉行期間的其他規定。
a. 設計草圖
如特裝參展商需要聘請非大會總承建代為設計及搭建，請於 2020 年 11 月 13 日前將展位設計圖則
（一式三份）呈交至大會總承建。圖則比例須不少於 1：100，並須註明真實尺寸及附上平面佈置圖、
展位正及側立面圖、應用之物料、顏色、電話（如需要申請）
、電力裝置及視聽器材等資料。如對展
位建築高度限制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大會總承建。大會有權拒絕設計圖則，或要求參展商作出修改。
有關該展覽展位結構的安全（包括搭建、展期及拆卸期間）由參展商及其承建商完全負責。
b. 防火措施
所有用以蓋建或裝修的展位物料，必須具防火功能及符合澳門特區政府的消防安全條例。所有為特
裝展位施工的承建商需在工作範圍附近當眼處放置一個有效的滅火筒。
c. 電力裝置
所有電力裝置必須由合格電器技師安裝，電力裝置圖及圖則需於 2020 年 11 月 13 日前交至大會總
承建審批。安裝完畢後必須呈交完工紙，經測試合格，方可供電。
d. 高度限制
參展商如欲搭建超過 3.9 米高的自建展位或雙層展覽展位，請預先以書面向大會總承建申請，並必
須獲得大會總承建書面批准方可施工。有關該展位結構的安全(包括搭建、展期及拆卸期間)由參展商
及其承建商完全負責。同時上述展位必須獲由本澳政府認可工程師簽發之安全證明書，並必須將有
關證明書於 2020 年 11 月 13 日前交予大會總承建存閱。
此外，所有 72 平方米或以上及高於 4.5 米的展位必須向大會總承建商另外提交由澳門注冊土木工程
師簽發之結構穩定性數據證明。同時，大會總承建商有權要求承建商所自行聘請合資格的工程師現
場驗證後簽發上述兩項文件。
倘若不遵守此規定，大會總承建將有權禁止所有人士進入該展位或終止該展位的供電。
e. 工程施工及清理廢物按金
為確保所有空地自建展位的參展商及其承建商能按大會規定時間內，如期搭建、拆卸空地展位、撤
離廢棄物；以及加強工程進行時的管理及執行，參展商或其承建商必須於 2020 年 11 月 13 日前向
大會繳交「工程施工及清理廢物按金」。所有租用空地展位的參展商或其承建商，須繳交澳門元
200.00/平方米(最低保證金為澳門元 5,000.00)作為保證工程施工及清理廢物按金，以保證展銷會完
畢後，所有大型展位設施及廢物清理妥當。空地參展商或其承建商必須在其攤位拆卸後，撤離展館
前向大會總承建索取《特裝攤位撤展檢查表》
，並按現場情況簽署相關文件，以完成整個撤展程序。
倘因搭建或撤離工作導致展場內任何設施受損，或有任何廢物棄置／任何物料黏附在場館內／將廢
物丟棄在場館外，當大會代為清理後將向有關參展商或其承建商徵收清理費或直接在所交付之工程
施工及清理廢物按金中扣除。倘有關按金不足以抵扣該等費用，參展商或其承建商須負責支付餘款。
其他屬遺規情況之行為及對應的扣款詳情請參閱附件（一）《工程施工及清理廢物按金扣款制》。如
有關參展商或其承建商於展銷會結束後把展位物料及廢物清理妥當及施工場地無任何損壞，按金則
於 45 個工作天內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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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參展商須提供、安裝及佈置其面向展位內、通道及毗鄰展位的圍板，而圍板四面的裝飾須達到可
接受的標準。

g. 展場內嚴禁噴漆、燒焊及使用電鋸。
5.3 承建商
a. 展位承建商均需要聘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許可之合法工人為其搭建展位，亦需按照澳門政府
規定為該等人士購買勞工保險。倘有違規，大會有權要求停止搭建工作，如屬非法勞工事件，
將交由勞工事務局及相關政府部門處理。參展商或其承建商須自行承擔因違規而產生的一切責
任。參展商須填寫手冊內之表格六「承建商資料申報表」，為其承建商進行申報，參展商或其承
建商須填寫手冊內之表格七「承建商工作證申請表」申請工作證(詳細資料,請參考表格七)。辦理
證件時除塡寫手冊內之表格七「承建商工作證申請表」外，並需提供承建人員身份證副本 1 份
及近照 1 張。不受理個人的獨自申請。提交資料與申請資料不一致的，不予受理。
b. 承建商必須避免於進場、撤展及展覽期間損毀會場之物品或任何第三者之財物。否則，當事人
必須為其造成之損毀作出一切賠償。
c. 承建商必須向大會總承建提交進場、展期及撤展期間的第三者責任保險副本，方能入場進行工
作。
5.4 工程施工及清理廢物按金扣款制
在未能遵從《工程施工及清理廢物按金扣款制》所指明的條文情況下，主辦機構及大會總承建可扣
除指明款額/百分率的工程施工及清理廢物按金。相關罰則條文請參考附件一《工程施工及清理廢物
按金扣款制》。
5.5 電力供應
a. 為保障安全及電力供應之穩定性，所有電力安裝必須由大會總承建施行。
b. 大會將會提供展覽館內的基本照明服務。會場內的標準電力供應為：
單相 220 伏特(V) 50 赫(Hz)
三相 380 伏特(V) 50 赫(Hz)
展位電力供應將於每日展覽會完結後三十分鐘關閉。
c. 每個電插座只能供一種電器使用，切勿使用電拖把。
d. 若參展商需使用多種電器，應按照電器數量、電器瓦數向大會申請相應瓦數的插座。以免電器因
啟動時超出租借瓦數。(例如. 冷凍類電器) (表格五 B)
e. 倘參展商因違規用電而遭大會中斷展位電源，參展商除需向大會繳付相關的電源重新接駁行政費
外，另需同時繳付額外申請接駁電源費用。大會將於 24 小時內完成重新接駁電源。
f. 24 小時用電必須預先向大會總承建申請。
g. 非大會總承建如需要在展位建築及展位拆卸期間用電，請預先向大會總承建申請臨時電力供應，
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大會總承建。
h. 參展商不可使用超過項目上已標明總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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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大會貨運服務、酒店、交通及其他服務
6.1 大會貨運服務
金柏國際展覽運輸(澳門)有限公司
1. 大會運輸澳門辦事處
金柏國際展覽運輸(澳門)有限公司
JES Logistics (Macau) Limited
地址：澳門新馬路 99 號南華商業大廈 8 樓 F 室
電話 Tel：(853) 2838 9486
傳真 Fax：(853) 2835 6533
電郵 E-Mail：kerry@jes.com.hk
聯絡人 Ctc：Kerry Leong 梁穎杰
大會運輸廣州辦事處
廣州金怡展覽服務有限公司
Guangzhou JES Exhibition Services Limited
電話 Tel：(86) 20-8355 9738
傳真 Fax：(86) 20-8355 3765
電郵 E-Mail：you@jes.com.hk / qi@jes.com.hk
聯絡人 Ctc：Chen Xing You 陳興友 / Zhou Qi 周齊

:

( 853 )

2838 9486

:

( 853 )

2835 6533

:

( 853 )

2838 9486

A. 展品運輸指南與費率: (廣州倉庫集貨至澳門展位)
1a. 展品承運商澳門公司
金柏國際展覽運輸(澳門)有限公司
地址：澳門新馬路 99 號
南華商業大廈 8 樓 F 室
電話：(853) 2838 9486
手提：(853) 6283 2643
傳真：(853) 2835 6533
電郵：kerry@jes.com.hk
聯絡人：梁穎杰先生

展品承運商廣州公司
廣州金怡展覽服務有限公司
地址：廣州市東風中路 501 號
東建大廈西座 2005 室，郵編：510045
電話：(86) 20 - 8355 9738
手提：(86) 1360 246 7623
傳真：(86) 20 - 8355 3765
電郵：you@jes.com.hk / qi@jes.com.hk
聯絡人：陳興友先生 / 周齊先生

2a. 展品運輸途徑：參展商可將展品自行安排發運到大會運輸之廣州指定集貨倉庫。送貨前請與大
會運輸聯繫及由該司提供廣州入倉通知單（表格八 A）等資料：
廣州公司 (出口報關文件)
廣州市海珠區倉頭西站街 1 號
廣州金怡展覽服務有限公司
東泰方正產業園方向(端榮倉庫)
電話：(86) 20 - 8355 9738
倉庫聯系人：
傳真：(86) 20 - 8355 3765
陳鑒波 手提電話：(86) 1371 172 9541
聯絡人：陳興友先生 / 周齊先生
譚錦輝 手提電話：(86) 1501 174 2941
手提電話：(86) 1360 246 7623 / 1591 586 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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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國内展品出口報關要求方式:
(a) 展品採用 ATA 臨時出口報關(展品須原數回運)

(b) 展品採用一般貿易出口報關(展品不回運)

1. 普貨類展品裝箱清單

(表格八 B）

1. 普貨類展品裝箱清單

(表格八 B）

2. 電器類展品裝箱列表

(表格八 D）

2. 乾貨食品類展品裝箱列表

(表格八 C）

3. 展品托運表格

(表格八）

3. 電器類展品裝箱列

(表格八 D)

4. 廣州入倉通知單

(表格八 A）

4. 展品托運表格

(表格八）

5. 產品說明書及相片

(如有請附上）

5. 廣州入倉通知單

(表格八 A）

6. 電器類展品 3C 商驗證

(如有請附上）

6. 產品說明書及相片

(如有請附上）

7. 保險單

(如有請附上）

7. 電器類展品 3C 商驗證

(如有請附上）

8. 報關,報檢委託書及保函

(如有請附上）

8. 食品原產地貨物檢驗檢疫證明

(如有請附上）

9. ATA 單證冊

(如需)

9. 保險單

(如有請附上）

10.報關,報檢委託書, 核銷單及出口許可證(如需）

4a. 不接受承運的物品:
‧ 展品中如有澳門或中國海關控制出入口產品，展商需自行辦理出入口許可證或其他手續。
‧ 藥物, 軍用器材或武器等澳門或中國海關嚴禁按展覽商品出入口。
‧ 所有酒類、冷凍及急凍食品、活海鮮、牛丸、鮮肉類、新鮮生果蔬菜類等，以及需溫度控制的食品。
‧ 所有飲品和酒類, 如酒精含量超過 15%, 需預先與金怡廣州辦事處聯絡跟進.
5a. 展品裝箱清單截止 / 展品廣州集貨日期:
‧ 展品裝箱列表及委託書(表格八,八 B,八 C &八 D)
‧ 展品抵達廣州集貨倉庫(表格八 A,八 E)
B. 服務項目及收費標準:

2020 年 11 月 13 日
2020 年 11 月 19- 20 日( 09:00 -17:00 )前

(每件展品不超過 200 長 x 200 寬 x 180 高 cm 或 500 公斤計算)
(展品裝箱清單文件的重量必須與展品及貨運單提單相同)

B1.去程段

(廣州至澳門 )

‧ 主辦機構為每個參展商免費提供 3 立方米之貨物運輸費，額外之貨物運輸由參展商負責支付。
‧ 倘需徵稅之貨物由參展商負責支付相關費用。
* 由海關批核展品是否需要徵稅，另展品如需要申請出入口證或特別許可證，費用實報實銷。
展品從廣州指定倉庫集貨，裝卸儲存，運至澳門展臺就位，包含國內，澳門制單清關手續。
a) 普貨、電器及乾貨類展品 (採用一般貿易出口報關，展品不回運)

澳門元 2,300.00 / 立方米 /
展商

‧ 乾貨類食品 - 請提供原產地貨物檢驗檢疫證明。
‧ 電器類產品 - 請提供產品 3C 商驗證。
‧ 非乾貨食品類或受管制出口的貨物，並需要辦理特殊的出入口許可證及確認批准才可入口者，展商必須預
先聯繫大會貨運，以便按其特殊服務要求個別的安排及另作報價。

‧ 不接受承運酒類、冷凍食品、活海鮮、鮮肉類及新鮮水果蔬菜類展品由國內托運至澳門服務。
‧ 商檢證明- 按國家質檢總局的規定，出境產品應向產品生產地的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按規定進行產品的檢
驗檢疫，合格後簽發[出境貨物換證憑單]，在報關地由檢驗檢疫機構驗證, 再換取[出境貨物通關單]，才能
完成貨物出口報關手續。

‧ 出境貨物如不需要法定商檢證明的，可用一般貿易方式報關。
b)

ATA 單證冊報關費 ( 展品原數回運 )

澳門元 3,600.00 / 單證冊 / 展商

代展商申請 ATA 單證及按貨值押金費用.

另作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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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回程段 (澳門至廣州)

‧ 預先申報 ATA 單證冊來回程貨品與去程段費用相同。
‧ 預先申報單程貨品，不接受展期內提出回運服務。
備註:
I.

上述費用不含國內發票稅金，貨物全程保險，展場加班費，冷凍倉儲設備及展場倉儲費用等。任何上述
以外的貨運服務，必須預先通知大會貨運，以便按其服務要求個別安排及將再另行報價。

II.

如貨物在運輸途中遺失、損壞、短缺、延誤交貨等情況所引起的索賠，金柏將負責索賠的部份，而賠償
金額不超過每立方米澳門元 500.00。

III.

計費標準按貨物體積或重量擇大計算，即體積大按體積計，重量大按重量計。

IV.

展品的重量或體積引起的爭議，應遵循國際的有關規定重新丈量以確定計費重量。

V.

由於不可抗力原因包括地震、海嘯、颱風、火災、水災、罷工、政府禁令使展覽會更改展期或展覽館，
我司則保留修改費率之權利及且不保證送貨至展臺時間。

VI.

我司所提供的一切服務和經營活動皆遵照金柏國際展覽運輸(澳門)有限公司標準營業貿易條款進行。若
要查閱我司標準營業貿易條款，請登入 www.jes.com.hk 或備索。

備註：有關展品托運委託書、廣州入倉通知單及展品裝箱清單等表格請查閱本手冊內之表格八、
八 A、八 B、八 C、八 D、八 E 及注意事項請查閱第 54 頁之大會運輸指南。

6.2 大會酒店
請參考本手册內表格四-“酒店預訂服務申請表格”上有關大會酒店之資料。

6.3 大會交通安排
大會將安排免費穿梭巴士到達展場。

22

7 訪澳旅客須知
7.1 地理位置
澳門位於中國東南沿海的珠江三角洲，與東北偏東的香港相約60公里。
澳門地區由澳門半島，氹仔和路環兩個離島組成，總面積共29.9平方公里。
澳門半島與氹仔之間由三條大橋連接。經澳門半島最北面的關閘可到達中國的珠海市和中山市；經
位於路氹城的蓮花大橋可到達珠海的橫琴島。
7.2 人口及語言
目前，澳門人口約 64.8 萬，其中大部份居民住在澳門半島，兩個離島人口較少。澳門居民以華人為
主，佔總人口的 94%，葡國人及其他外國人只占 6％左右。
中文和葡文是現行官方語言。居民日常溝通普遍為廣東話。英語通常用於貿易、旅遊業和商務。
7.3 政治背景
澳門自 1999 年回歸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依據澳門基本法實行高度自治。
在“一國兩制”政策的指引下，澳門社會和經濟方面的特色會予以保留得以延續。澳門特區更是一個自
由貿易港及獨立稅制區域。
7.4 簽證
以下國家地區可享免簽證待遇
持有毛里求斯、丹麥、日本、巴西、比利時、以色列、立陶宛、列支敦士登、冰島、匈牙利、安道
爾、西班牙、多米尼克、克羅地亞、希臘、坦桑尼亞、拉脫維亞和黑塞哥維那、阿爾巴尼亞、波蘭、
法國、芬蘭、佛得角、南韓、英國(6 個月)、保加利亞、埃及、挪威、馬其頓、馬耳他、馬里、格林
納達、捷克、荷蘭、斯洛文尼亞、斯洛伐克、黑山、塞浦路斯、奧地利、意大利、塞爾維亞、愛沙
尼亞、愛爾蘭、瑞士、瑞典、葡萄牙、蒙古、墨西哥、德國、黎巴嫩、盧森堡、羅馬尼亞護照人士
可逗留不超過九十天；持有土耳其、加拿大、印尼、印度、南非、美國、泰國、烏拉圭、納米比亞、
馬來西亞、基里巴斯、智利、菲律賓、聖馬力諾、塞舌爾、新加坡、新西蘭、摩納哥、澳大利亞、
薩摩亞、俄羅斯、護照的人士可逗留不超過三十天；持有以色列、塞浦路斯護照人士可逗留不超過
3 個月；持有文萊護照人士可逗留不超過 14 天；持有葡萄牙當局所發旅遊證件之非葡籍人士；持有
法定有效進出澳門證件之中國籍人士，包括內地居民、香港居民、臺灣同胞及海外華僑可逗留不超
過三十天；持有“香港身份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回港證”的人士，在澳門逗留最長可達一
年；持有外交護照或聯合國簽發之“Laissez Passer”護照之人士；持有澳門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簽
發之外交及領事人員證件之人士。(入境簽證可透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使領館向治安警察局出入境
事務廳申請，並應在有效期內使用，否則即告失效。持有人准予在簽證上所註明之期限在澳門逗留。
簽證也可在抵達澳門時在辦理，逗留期通常不超過三十天）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如有任何更新及修訂，恕不另行通知。詳情請到以下網站瀏覽：www.fsm.gov.mo
國內辦理簽證手續：
1. 參展商需要辦理來澳證件，大會可發出邀請函。
2. 參展商可憑大會之邀請函透過當地之外事辦公室辦理港澳通行證，詳情可向當地之外事辦公室
查詢。
3. 參展商可透過中國國際旅行社辦理，詳情可向中國國際旅行社查詢。
電話 Tel：(756) 212 0028
傳真 Fax：(756) 212 0066
地址：珠海市鳯凰南路 103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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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格 截 止 日 期 須 知
表格
一

表格類別

請電郵或傳真回

Email 或傳真號碼
傳真：(853) 2897 6197
電郵：sales@creation.com.mo
傳真：(853) 2897 6197
電郵：sales@creation.com.mo
傳真：(853) 2897 6197
電郵：offcon@macau.ctm.net

11 月 13 日

大會承辦機構

11 月 13 日

大會承辦機構

11 月 16 日

大會承辦機構

11 月 16 日

廣東省承辦機構

傳真：(86) 020 38815577
電郵：gdshipper@163.com

11 月 16 日

大會承辦機構

傳真：(853) 2897 6197
電郵：offcon@macau.ctm.net

11 月 27 日

大會旅行社

傳真：(853) 2851 9822
電郵：info@macauexplorertravel.com

11 月 13 日

標準展位承建商

傳真：(853) 2897 6197
電郵：sales@creation.com.mo

11 月 13 日

標準展位承建商

傳真：(853) 2897 6197
電郵：sales@creation.com.mo

11 月 13 日

標準展位承建商

傳真：(853) 2897 6197
電郵：sales@creation.com.mo

11 月 13 日

標準展位承建商

傳真：(853) 2897 6197
電郵：sales@creation.com.mo

11 月 13 日

標準展位承建商

傳真：(853) 2897 6197
電郵：sales@creation.com.mo

光地展位電力項目申請表

11 月 13 日

大會總承建

傳真：(853) 2897 6197
電郵：salestb@creation.com.mo

六

承建商資料申報表格

11 月 13 日

大會總承建

傳真：(853) 2897 6197
電郵：salestb@creation.com.mo

七

承建商工作證申請表格

11 月 20 日

大會承辦機構

傳真：(853)2897 6197
電郵：offcon@macau.ctm.net

八

展品托運表格

11 月 13 日

八A

廣州入倉通知單

11 月 20 日

八B

展品裝箱清單
(普通類展品)

11 月 13 日

八C

展品裝箱清單
(乾貨食品類展品)

11 月 13 日

八D

展品裝箱清單
(電器類展品)

11 月 13 日

八E

參展展品標簽

11 月 20 日

二
三A
三B
三C
四
五A
五B
五 C1
五 C2
五 C3
五D

展位類型表格

截止日期

贊助商表格
(特別宣傳推廣活動）
澳門參展商工作證及
入場券申請表格
廣東省參展商工作證及
入場券申請表格
泰國展區、馬來西亞展
區、緬甸展區、印尼展區
參展商工作證及入場券
申請表格
酒店預訂服務申請表格
標準展位額外傢俱項目
申請表格
標準展位額外電力項目
申請表格
展位設備位置圖
(澳門展區)
展位設備位置圖
(廣東各市展區)
展位設備位置圖
(泰國展區、馬來西亞展
區、緬甸展區、印尼展區)

大會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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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傳真︰(86) 20-8355 3765
電郵：you@jes.com.hk(國內)
qi@jes.com.hk(國內)
kerry@jes.com.hk (澳門)

請交回：大會承辦機構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少迎 小姐
何敏慧 小姐
電話：(853)2897 6198
傳真：(853)2897 6197
電郵：sales@creation.com.mo

表格一
截止日期
13 / 11 / 2020

展位類型表格

展位搭建安排及須知事項
請選擇 貴機構之展位搭建安排(一)或(二)，並在空格 □ 內填上「」

(一)  自建特裝展位，_______________平方米

*參展商自行設計及承建展位，並須遵守參展商手冊內之規則以及主辦機構在展出前或舉行期間的其他
規定。
*如特裝參展商需要聘請非大會總承建代為設計及搭建，請於 2020 年 11 月 13 日前將展位設計圖則(一
式三份)呈交至大會總承建。圖則比例須不少於 1:100，並須註明真實尺寸及附上平面佈置圖、展位正
及側立面圖、應用之物料、顏色、電話(如需要申請)、電力裝置及視聽器材等資料。如對展位建築高度
限制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大會總承建。大會有權拒絕設計圖則，或要求參展商作出修改。有關該展覽
展位結構的安全（包括搭建、展期及拆卸期間）由參展商及其承建商完全負責。

(二)  標準展位搭建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聯 絡 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

銜：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

真：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蓋印及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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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一
截止日期
13 / 11 / 2020

展位類型表格

請交回：大會承辦機構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少迎 小姐
何敏慧 小姐
電話：(853)2897 6198
傳真：(853)2897 6197
電郵：sales@creation.com.mo

標準展位（以 9 ㎡計算）
一 ) 標 準 展 位 － Ａ 、 B、 C、 D、 E、 F
呎吋：3M(寬) × 3M(深) × 2.5M(高)
每組展位設備包括：
* 標準展位圍板
* 公司眉板 (雙面入口 × 2 幅，單面入口 × 1 幅)
* (1W × 0.5D × 0.75H)M 有鎖儲物櫃 2 個
* 層板 2 件
* 有鎖詢問枱 1 張配 2 椅連美工噴畫
* 23W 節能射燈 2 支
* 13Amp/220V(1000W)插座 1 個

標準展位 A（澳門展區）

標準展位 D (馬來西亞展區)

標準展位 B（廣東省各市展區）

標準展位 C (泰國展區)

標準展位 E (緬甸展區)

標準展位 F (印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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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二
特別宣傳推廣活動表格
截止日期
13 / 11 / 2020

編號

贊助項目

請交回：大會承辦機構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少迎 小姐
何敏慧 小姐
電話：(853) 2897 6198 / 8291 6738
傳真：(853) 2897 6197
電郵：sales@creation.com.mo

贊助金額/項目(澳門幣)
產品名稱(1)_____________，市場價格(澳門元/產品單位)__________
現以_______ 折出售，折扣後售價為(澳門元)__________________

1



名優商品大折扣

產品名稱(2)_____________，市場價格(澳門元/產品單位)__________
現以_______ 折出售，折扣後售價為(澳門元)__________________
產品名稱(3)_____________，市場價格(澳門元/產品單位)__________
現以_______ 折出售，折扣後售價為(澳門元)__________________

2



幸運大抽獎

贊助禮品：____________________

數量：___________________

單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金額(澳門元)：__________

備註：
1. 上述贊助名額有限，以先到先得方式分配，敬請於 2020 年 11 月 13 日或之前提交有關表格，大
會將有專人與參展商聯絡有關事宜 。
2. 上述贊助項目均獲大會提供廣告回贈，而回贈的廣告項目與數量，則按贊助的金額及形式而釐定，
詳情請參閱後頁。
3. 贊助商需自行安排禮品的運輸，並必須於大會指定日期前把禮品送往會場。
4. 大會保留篩選及安排禮品贊助的最終決定權。
5. 具體贊助詳情將由大會訂定，請參閱有關資料。
6. 大會有權改動贊助項目之形式或增減內容。
7. 若有任何爭議，大會保留最終決定權。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聯 絡 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

銜：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

真：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蓋印及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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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交回：大會承辦機構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少迎小姐
何敏慧 小姐
電話：(853)2897 6198 / 8291 6738
傳真：(853)2897 6197
電郵：sales@creation.com.mo

表格二
特別宣傳推廣活動表格
截止日期
13 / 11 / 2020

特別宣傳推廣活動（一）
“名優商品大折扣”

活動形式：由粵澳兩地參展城市之參展商選出其自身的名優產品（可多於一項）以低於市價甚至底價的
形式在其展位內銷售。該等商品可以限量發售的形式售賣，大會將對參加“名優商品大折扣”
活動之參展商號提供專項宣傳，並印製“名優商品大折扣”宣傳單張，讓入場觀眾能按圖索驥，
快捷地到達參與活動之參展商展位。
參展商宣傳機會：
‧ 名優商品大折扣宣傳單張
‧ 大會整體統一宣傳
‧ 大會網站、手機應用程式宣傳
‧ 大會焦點話題
‧ 專題報章廣告
宣傳費用 : 全免

特別宣傳推廣活動（二）
“幸運大抽獎”

活動形式：每張入場券均印有編號，副聯為抽獎券，參加者只需撕下抽獎券的副聯投入幸運抽獎箱內即
可參加抽獎。入場券之正聯需保留作對獎之用。獎品分為頭獎、二獎、三獎、四獎、五獎五
項大獎。另設優品獎 50 名。贊助禮品金額總值越高，廣告版位越前。
大抽獎贊助禮品總值

澳門元 20,000 以上免費刊登全版電子會刊廣告
澳門元 10,000 以上– 20,000 免費刊登 1/2 版電子會刊廣告
澳門元 5,000 以上–10,000 免費刊登 1/4 版電子會刊廣告
*以上各項獎品由參展商贊助。

參展商宣傳機會
‧ 大會現場廣告牌和投影屏幕廣告宣傳
‧ 免費刊登電子會刊廣告
‧ 大會整體統一宣傳
‧ 大會網站、FACEBOOK 專頁、手機應用程式宣傳
‧ 大會焦點話題
免費刊登電子會刊條件一覽：
大抽獎贊助禮品總值
澳門元 5,000 以上 – 10,000
大抽獎贊助禮品總值
澳門元 10,000 以上– 20,000
大抽獎贊助禮品總值
澳門元 20,000 以上

全版
電子會刊廣告

1/2 版
電子會刊廣告

1/4 版
電子會刊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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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三 A
截止日期
16 / 11 /2020

澳門參展商工作證及入場券
申請表格

請交回：大會承辦機構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電話：(853)2897 6198
傳真：(853)2897 6197
電郵：offcon@macau.ctm.net

參展商工作證
本公司現申請參展商工作證________________張 (三個免費證件/標準展位)
請列出 貴公司配戴工作證之人員名單：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參展商在佈展、展覽及撤展期間進入會場均必須佩戴大會發出的工作證，以作身份確認。同時，持證
者必須向保安員出示有效的工作證，以及於會場內佩戴上述工作證。
1. 參展商可從主辦/承辦機構獲取參展商證，每一標準展位獲發三個免費證件。超出每個需額外繳付澳
門元 10.00；
2. 大會將於開展前於會場詢問處把印有參展商公司名稱、展位號碼及工作證編號的參展商工作證供
參展商領取(參展商請小心保管，遺失者不獲補發)。
免費入場券
本公司現申請入場券

張(限取 50 張)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聯 絡 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

銜：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

真：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蓋印及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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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三 B
截止日期
16 / 11 / 2020

廣東省參展商工作證及入場券
申請表格

請交回：廣東省承辦機構
廣東省對外經濟貿易企業協會
聯絡人：彭曉瑜 小姐 / 王紫嫣 小姐
電話：(86)20-38819873 / 20-38874812
傳真：(86)20-38815577
電郵：gdshipper@163.com

參展商工作證
本公司現申請參展商工作證________________張 (三個免費證件/標準展位)
請列出 貴公司配戴工作證之人員名單：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參展商在佈展、展覽及撤展期間進入會場均必須佩戴大會發出的工作證，以作身份確認。同時，持證
者必須向保安員出示有效的工作證，以及於會場內佩戴上述工作證。
1. 參展商可從主辦/承辦機構獲取參展商證，每一標準展位獲發三個免費證件。超出每個需額外繳付澳
門元 10.00；
2. 大會將於開展前於會場詢問處把印有參展商公司名稱、展位號碼及工作證編號的參展商工作證供
參展商領取(參展商請小心保管，遺失者不獲補發)。
免費入場券
本公司現申請入場券

張(限取 50 張)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聯 絡 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

銜：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

真：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蓋印及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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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三 C
截止日期
16 / 11 / 2020

泰國展區、馬來西亞展區、
緬甸展區、印尼展區
參展商工作證及入場券
申請表格

請交回：大會承辦機構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電話：(853)2897 6198
傳真：(853)2897 6197
電郵：offcon@macau.ctm.net

參展商工作證
本公司現申請參展商工作證________________張 (三個免費證件/標準展位)
請列出 貴公司配戴工作證之人員名單：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參展商在佈展、展覽及撤展期間進入會場均必須佩戴大會發出的工作證，以作身份確認。同時，持證
者必須向保安員出示有效的工作證，以及於會場內佩戴上述工作證。
3. 參展商可從主辦/承辦機構獲取參展商證，每一標準展位獲發三個免費證件。超出每個需額外繳付澳
門元 10.00；
4. 大會將於開展前於會場詢問處把印有參展商公司名稱、展位號碼及工作證編號的參展商工作證供
參展商領取(參展商請小心保管，遺失者不獲補發)。
免費入場券
本公司現申請入場券

張(限取 50 張)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聯 絡 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

銜：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

真：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蓋印及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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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交回：
澳門探索號文化旅遊
澳門電話：(853) 2856 5028
傳
真：(853) 2851 9822

表格四
酒店預訂服務申請表格

截止日期
27 / 11 / 2020

酒店名稱

威尼斯人
酒店
★★★★★

皇都酒店
★★★★★

麗景灣酒店
★★★★★
駿龍酒店
★★★★

電

聯絡地址

地址：澳門望德聖母灣
大馬路，路氹金光大道
www.venetianmacao.com

地址：澳門得勝馬路 2-4 號
www.hotelroyal.com.mo
地址：澳門史伯泰

郵：info@macauexplorertravel.com

供應日期
房型

10/12

11/12

12/12

13/12

房價

1,220

1,220

1,640

1,220

大床

(

房價

)間

(

1,440

雙床

(

)間

(

1,440
(

680

房價

)間
)間

)間

(

1,860
(

680

)間

)間
1,440

(

680

)間

(

)間

(

)間

(

)間

(

)間

雙床

(

)間

(

)間

(

)間

(

)間

900

900

1,300

900

海軍將軍馬路 2 號

大床

(

)間

(

)間

(

)間

(

)間

www.regencyhotel.com.mo

雙床

(

)間

(

)間

(

)間

(

)間

地址：澳門氹仔沙維斯街

房價

700

700

800

700

36-58 號

大床

(

)間

(

)間

(

)間

(

)間

www.taipasquare.com.mo

雙床

(

)間

(

)間

(

)間

(

)間

澳門探索號文化旅遊為「2020 粵澳名優商品展」指定大會旅行社，提供優惠酒店房間預訂服務。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入住客人姓名 1_____________入住客人姓名 2_______________

銀行匯款資料

戶名 :『探索號文化旅遊』

澳門元(MOP)
銀行名稱：中國銀行(澳門分行)

姓 名 拼 音 1 _____________ 姓 名 拼 音 2_______________

賬號：00182101105169578

聯絡人姓名及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名稱：中國銀行(澳門分行)

港元(HKD)

帳號：00182111105004929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 註 :
1. 所有訂房以收到匯款作實，訂房一經確認不作任何退款及改動。
2. 早餐份數根據入住人數作安排，如需加購請提前預購。
3. 酒店入住時間為當日下午 3 時後，退房時間為翌日上午 11 時前。
4. 大會備有穿梭巴士接載住客往澳門威尼斯人。
5. 優惠房間以先到先得為原則。截止日期過後，房價將有所浮動。
6. 如有任何更改，以大會最後公佈為準。
7. 澳門中銀付款碼支內地居民使用支付寶及微信支付，澳門元及人民幣
匯率以銀行當天匯率為準
8. 本社未能就訂房費用提供內地發票，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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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購早餐
每份 195
澳門元

680

大床
房價

備註
1. 每晚房價
以澳門元
計算

1. 每晚房價
以澳門元
計算
2. 所有客房

含早餐

表格五 A
標準展位額外傢俱項目申請表格

截止日期
13 / 11 / 2020

項目

請交回：大會承辦機構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少迎 小姐
何敏慧 小姐
電話：(853) 2897 6198
傳真：(853) 2897 6197
電郵：sales@creation.com.mo

11 月 13 日或 11 月 14 日- 11 月 21 日之前
11 月 20 日
12 月 6 日

內容

租用價格
( 澳門元 )

租用價格
( 澳門元 )

FW01 詢問枱 950mm (闊) x 500mm (深) x 800mm (高)

280.00

365.00

420.00

FW02 有鎖詢問枱 950mm (闊) x 500mm (深) x 800mm (高)

340.00

440.00

510.00

FW03 圓枱 Ø60cm x 680mm(高)

180.00

235.00

270.00

FW04 方枱 600mm (闊) x 600mm (深) x 750mm (高)

310.00

400.00

465.00

FW05 灰色圓型會議枱 Ø90cm x 770mm(高)

310.00

400.00

465.00

FW06 詢問枱配綠色枱裙 1800mm (闊) x 750mm (深) x 750mm (高)

350.00

455.00

525.00

FW07 矮身儲物櫃 1000mm (闊)X500mm(深) X750mm(高)

500.00

650.00

750.00

80.00

105.00

120.00

FW09 紅色扶手客椅

210.00

275.00

315.00

FW10 低背座椅(灰色)

210.00

275.00

315.00

FW11 吧椅-A 款

260.00

340.00

390.00

FW12 吧椅-B 款(黑/白色)

290.00

380.00

435.00

FW13 嘉賓座椅配椅套(米色)

230.00

300.00

345.00

485.00

630.00

725.00

970.00

1,260.00

1,455.00
1,940.00

FW08 灰/黑色摺椅

FW14 雙座位梳化(粉紅色) 1300mm(闊)

× 520mm (深)
2000mm(闊) × 750mm (深)

FW15 雙座位真皮梳化 1350mm(闊)
FW16 三座位真皮梳化

× 600mm (深)

租用價格
( 澳門元 )

1,295.00

1,680.00

FW17 層板-斜/直 1000mm (闊) x 300mm (深)

160.00

210.00

240.00

FW18 矮身展櫃(不設照明) 1000mm(闊) x 500mm (深) x 950mm (高)

715.00

930.00

1,070.00

FW19 高身展櫃(不設照明) 960mm(闊) x 460mm (深) x 2500mm (高)

1,620.00

2,110.00

2,430.00

FW20 屏風板 1m (闊) x 2.5m (高)

130.00

170.00

195.00

FW21 植物 1m (高)

160.00

210.00

240.00

FW22 雜誌架

260.00

340.00

390.00

FW23 廢紙箱

20.00

25.00

30.00

FW24 掛衣架

270.00

350.00

405.00

3,000.00

3,900.00

4,500.00

FW25

背牆 3m (W) × 2.5m(H)珍珠板連電腦噴畫飾面宣傳海報製作
(客戶提供輸出檔)

數量

( 澳門元 )

現場改動標準設備申請
- 拆除現有圍板 (包括重新舖設電線收費 ) : 每塊澳門元 195.00
- 由三件圍板更改為入口，包括重新舖設電線及名牌板 (不包名牌內容) : 每塊澳門元 240.00
- 由入口改為三件圍板 (包括重新舖設電線) : 每塊澳門元 240.00
- 名牌內容 (30 個中文字或英文字母) : 每塊澳門元 240.00
- 改動/拆除層板 : 每塊澳門元 100.00
- 改動/拆除射燈/電力插座位置 : 每個澳門元 150.00

總金額

*如有其他設施需要，可聯絡標準展位承建商，另作獨立報價。*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聯 絡 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

銜：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

真：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蓋印及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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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請交回：大會承辦機構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少迎 小姐
何敏慧 小姐
電話：(853) 2897 6198
傳真：(853) 2897 6197
電郵：sales@creation.com.mo

表格五 A
截止日期
13 / 11 / 2020

標準展位額外傢俱項目申請表格

備注：
1. 有關申請必須連同本頁的付款方法表格、全部款項(包括附加費)及展位設施位置圖一併交回標準展
位承建商，方為有效，否則一概恕不受理。
2. 此表格等同票據。除非參展商提出要求，所有設施租賃均不會另獲發票或收據。
3. 以上項目均為租賃形式，租用人須就該等物品的遺失或損壞負責，並須向大會總承建商支付相關費
用。
4. 請參閱本手冊內之租賃傢俱圖片。
5. 逾期申請, 加收 30%附加費; 2020 年 11 月 20 日以後之申請，附加費為 50% (每項項目)。取消申請
必須書面提出，截止日期後取消申請，需徵收 30%取消費。2020 年 11 月 20 日以後，不可取消任
何申請。
付款方法 (請在適當  內加「」)
 直接存款或電匯至以下戶口
戶名：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銀行名稱：中國銀行澳門分行 (雅廉訪支行)
帳號 A/C No.：0018-17-01-20-014957-8 (澳門元 MOP)
0018-17-11-20-020890-6 (港元 HKD)
Swift Code：BKCHMOMX
銀行地址：澳門雅廉訪大馬路 20 號地下
備注 : * 銀行匯款手續費及聯繫行費用由客戶支付。
* 匯款後請將匯款單傳真(853-2897 6197)或電郵(offcon@macau.ctm.net)
至廣告天地有限公司會計部，並請在上標明公司名稱及展位編號。
 支票付款 (只接受澳門銀行之支票或本票)
支票抬頭: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行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金額：
(澳門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在支票背面寫上展覽名稱、公司名稱及展位號碼。

FOR OFFICIAL US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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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專用

表格五 A
截止日期
13 / 11 / 2020

請交回：大會承辦機構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少迎 小姐
何敏慧 小姐
標準展位額外傢俱項目申請表格
電話：(853) 2897 6198
傳真：(853) 2897 6197
電郵：sales@creation.com.mo
額外傢俱項目參考照片 (部份)
Reference photos of additional Furniture (Par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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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五 A
截止日期
13 / 11 / 2020

請交回：大會承辦機構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少迎 小姐
何敏慧 小姐
標準展位額外傢俱項目申請表格
電話：(853) 2897 6198
傳真：(853) 2897 6197
電郵：sales@creation.com.mo
額外傢俱項目參考照片 (部份)
Reference photos of additional Furniture (Par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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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五 A
截止日期
13 / 11 / 2020

請交回：大會承辦機構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少迎 小姐
何敏慧 小姐
標準展位額外傢俱項目申請表格
電話：(853) 2897 6198
傳真：(853) 2897 6197
電郵：sales@creation.com.mo
額外傢俱項目參考照片 (部份)
Reference photos of additional Furniture (Par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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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五 B
標準展位額外電力項目申請表格

截止日期
13 / 11 / 2020

項目

內

容

請交回：大會承辦機構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少迎 小姐
何敏慧 小姐
電話：(853) 2897 6198
傳真：(853) 2897 6197
電郵：sales@creation.com.mo

11 月 13 日或 11 月 14 日- 11 月 21 日之前
11 月 20 日 12 月 6 日
租用價格
( 澳門元 )

租用價格
( 澳門元 )

E-01

235.00

305.00

350.00

E-02

節能長臂射燈-23 瓦 (輸出等於 100 瓦光度)

250.00

325.00

375.00

E-03

節能光管-28W (輸出等於 40 瓦螢光管光度)

245.00

320.00

370.00

E-04

泛光燈( 小太陽 )-300 瓦

575.00

750.00

860.00

E-05

泛光燈( 小太陽 )-500 瓦

655.00

850.00

980.00

E-06

100 瓦或以下燈具電力接駁

180.00

235.00

270.00

E-07

200 瓦或以下燈具電力接駁

225.00

290.00

340.00

E-08

300 瓦或以下燈具電力接駁

295.00

380.00

440.00

E-09

500 瓦或以下燈具電力接駁

E-10

42 / 37 吋 LCD 電視連 DVD 機(不包括電源插座)

E-10B 電視機座地架
E-11
E-12
E-13
E-14
E-15
E-16
E-17

座地冷凍冰箱(-18 度)(不包括電插座)
1280mm(闊) x 570mm(深) x 915mm(高)
電插座 -機器設備用
(用電量不超過 1000 瓦)(不能用於照明裝置)
電插座 -機器設備用
(用電量不超過 1500 瓦)(不能用於照明裝置)
電插座 -機器設備用
(用電量不超過 2000 瓦)(不能用於照明裝置)
電插座 -機器設備用
(用電量不超過 2500 瓦)(不能用於照明裝置)
電插座 -機器設備用
(用電量不超過 3000 瓦)(不能用於照明裝置)
大電 30AMP/220V 機械動力電源箱
(用電量不超過 5000 瓦)(不能用於照明裝置)

量

租用價格
( 澳門元 )

節能射燈-23 瓦 (輸出等於 100 瓦光度)

E-10A 電視機掛牆背架

數

450.00

585.00

675.00

3,000.00

3,900.00

4,500.00

1,000.00

1,300.00

1,500.00

800.00

1,040.00

1,200.00

2,000.00

2,600.00

3,000.00

565.00

735.00

850.00

900.00

1,170.00

1,350.00

1,170.00

1,520.00

1,755.00

1,440.00

1,870.00

2,160.00

1,620.00

2,110.00

2,430.00

3,240.00

4,210.00

4,860.00

E-18

1000瓦電源插座（24小時用電）

2,100.00

2,730.00

3,150.00

E-19

2000瓦電源插座（24小時用電）

3,900.00

5,070.00

5,850.00

E-20

3000瓦電源插座（24小時用電）

5,700.00

7,410.00

8,550.00

( 澳門元 )

總金額
*如有其他電源需要，可聯絡標準展位承建商，另作獨立報價。*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聯 絡 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

銜：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

真：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蓋印及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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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請交回：大會承辦機構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少迎 小姐
何敏慧 小姐
電話：(853) 2897 6198
傳真：(853) 2897 6197
電郵：sales@creation.com.mo

表格五 B
截止日期
13 / 11 / 2020

標準展位額外電力項目申請表格

備注：
1. 有關申請必須連同本頁的付款方法表格、全部款項(包括附加費)及展位設施位置圖一併交回標準展位
2.
3.
4.

5.

6.

承建商，方為有效，否則一概恕不受理。
此表格等同票據。除參展商要求外，所有設施租賃均不會另獲發票或收據。
以上項目均為租賃形式，租用人須就該等物品的遺失或損壞負責，並須向大會總承建商支付相關費
用。
逾期申請, 加收 30%附加費; 2020 年 11 月 20 日以後之申請，附加費為 50% (每項項目)。取消申請
必須書面提出，截止日期後取消申請，需徵收 30%取消費。2020 年 11 月 20 日以後，不可取消任
何申請。
所有租用插座只限於發動機器之用。參展商或其承建商若自備電燈或光管作展位裝修用途，必須向
標準展位承建商支付接駁費用，而燈具安裝及接駁亦必須諮詢標準展位承建商。擅自接駁燈具於電
源插座上，而導致展位及會場電力終止的參展商，須徵收 100%的費用作行政費。
每個插座或電源只供一件電器或機器使用，不能使用萬能插座及多於一個插頭的拖板。
付款方法 (請在適當  內加「」)
 直接存款或電匯至以下戶口
戶名：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銀行名稱：中國銀行澳門分行 (雅廉訪支行)
帳號 A/C No.：0018-17-01-20-014957-8 (澳門元 MOP)
0018-17-11-20-020890-6 (港元 HKD)
Swift Code：BKCHMOMX
銀行地址：澳門雅廉訪大馬路 20 號地下
備注 : * 銀行匯款手續費及聯繫行費用由客戶支付。
* 匯款後請將匯款單傳真(853-2897 6197)或電郵(offcon@macau.ctm.net)
至廣告天地有限公司會計部，並請在上標明公司名稱及展位編號。
 支票付款 (只接受澳門銀行之支票或本票)
支票抬頭: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行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金額：
(澳門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在支票背面寫上展覽名稱、公司名稱及展位號碼。

FOR OFFICIAL US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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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專用

表格五 B
截止日期
13 / 11 / 2020

標準展位額外電力項目申請表格

請交回：大會承辦機構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少迎 小姐
何敏慧 小姐
電話：(853) 2897 6198
傳真：(853) 2897 6197
電郵：sales@creation.com.mo

標準展位額外電力項目參考照片 (部份)

Reference photos for additional electricity installation (partial)

備註: 每個插座或電源只供一件電器或機器使用，不能使用萬能插座。
Remark: Each socket / power supply is for the use of one electrical appliance / machinery only. No-multi-plug is
prohib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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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交回：大會承辦機構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少迎 小姐
何敏慧 小姐
電話：(853) 2897 6198
傳真：(853) 2897 6197
電郵：sales@creation.com.mo

表格五 C1
截止日期
13 / 11 / 2020

展位設施位置圖
(澳門展區)

澳門展區 9 平方米標準展位

備註：請把電力裝置及層板等之位置標示於上列位置圖上，若參展商未能提交此圖，標準展位承建商將
會在適當位置代為安裝；如須現場拆除或更改位置，電力裝置每個項目澳門元150.00，層板每個
項目澳門元100.00。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聯 絡 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

銜：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

真：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蓋印及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

41

表格五 C2
截止日期
13 / 11 / 2020

展位設施位置圖
(廣東各市展區)

請交回：大會承辦機構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少迎 小姐
何敏慧 小姐
電話：(853) 2897 6198
傳真：(853) 2897 6197
電郵：sales@creation.com.mo

廣東各市展區 9 平方米標準展位

備註：請把電力裝置及層板等之位置標示於上列位置圖上，若參展商未能提交此圖，標準展位承建商將
會在適當位置代為安裝；如須現場拆除或更改位置，電力裝置每個項目澳門元150.00，層板每個
項目澳門元100.00。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聯 絡 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

銜：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

真：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蓋印及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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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五 C3
截止日期
13 / 11 / 2020

展位設施位置圖
(廣東各市展區)

請交回：大會承辦機構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少迎 小姐
何敏慧 小姐
電話：(853) 2897 6198
傳真：(853) 2897 6197
電郵：sales@creation.com.mo

泰國展區、馬來西亞展區、緬甸展區、印尼展區 9 平方米標準展位

備註：請把電力裝置及層板等之位置標示於上列位置圖上，若參展商未能提交此圖，標準展位承建商將
會在適當位置代為安裝；如須現場拆除或更改位置，電力裝置每個項目澳門元150.00，層板每個
項目澳門元100.00。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聯 絡 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

銜：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

真：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蓋印及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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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五 D

光地展位電力項目申請表
（只適用於空地展位）

截止日期
13 / 11 / 2020

項目

內

容

11 月 13 日或
之前
租用價格
( 澳門元 )

請交回：大會承辦機構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聯絡人：梁崇熙 先生
電話：(853) 2897 6198
傳真：(853) 2897 6197
電郵：salestb@creation.com.mo

11 月 14 日11 月 20 日
租用價格
( 澳門元 )

11 月 21 日12 月 6 日
租用價格
( 澳門元 )

E-01

2000 瓦插座(照明用電)

3,150.00

4,095.00

4,725.00

E-02

大電 30Amp/220V(照明用電)

6,750.00

8,775.00

10,125.00

E-03

大電 30Amp/380V(照明用電)

13,500.00

17,550.00

20,250.00

E-04

大電 60Amp/380V(照明用電)

27,000.00

35,100.00

40,500.00

E-05

1000 瓦電源插座（24 小時用電）

2,100.00

2,730.00

3,150.00

E-06

2000 瓦電源插座（24 小時用電）

3,900.00

5,070.00

5,850.00

E-07

3000 瓦電源插座（24 小時用電）

5,700.00

7,410.00

8,550.00

金額
數

量
( 澳門元 )

總金額
備註：
1. 有關申請必須連同本頁的付款方法表格、全部款項(包括附加費)一併交回大會總承建方為有效，
否則一概恕不受理。
2. 此表格等同票據。除參展商要求外，所有設施租賃均不會另獲發票或收據。
3.

以上項目均為租賃形式，租用人須就該等物品的遺失或損壞負責，並須向大會總承建支付相關費用。

4.

請參閱附頁之5.2光地展位搭建。

5.

2020年11月13日以後申請及付款，加收30%附加費; 2020年11月20日以後之申請及付款，附加費為50%(每個
項目)。

6.

取消申請必須書面提出，2020年11月13日以後取消申請，需徵收30%取消費。2020年11月20日以後，
不可取消任何申請。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聯 絡 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

銜：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

真：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蓋印及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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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五 D
截止日期
13 / 11 / 2020

請交回：大會承辦機構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聯絡人：梁崇熙 先生
電話：(853) 2897 6198
傳真：(853) 2897 6197
電郵：salestb@creation.com.mo

光地展位電力項目申請表
（只適用於室內空地展位）

付款方法 (請在適當  內加「」)
 直接存款或電匯至以下戶口
戶名：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銀行名稱：中國銀行澳門分行 (雅廉訪支行)
帳號 A/C No.：0018-17-01-20-014957-8 (澳門元 MOP)
0018-17-11-20-020890-6 (港元 HKD)
Swift Code：BKCHMOMX
銀行地址：澳門雅廉訪大馬路 20 號地下
備注 : * 銀行匯款手續費及聯繫行費用由客戶支付。
* 匯款後請將匯款單傳真(853-2897 6197)或電郵(offcon@macau.ctm.net)
至廣告天地有限公司會計部，並請在上標明公司名稱及展位編號。
 支票付款 (只接受澳門銀行之支票或本票)
支票抬頭: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行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金額：
(澳門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在支票背面寫上展覽名稱、公司名稱及展位號碼。
FOR OFFICIAL US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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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專用

請交回：大會承辦機構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聯絡人：梁崇熙 先生
電話：(853) 2897 6198
傳真：(853) 2897 6197
電郵：salestb@creation.com.mo

表格六
截止日期
13 / 11 / 2020

承建商資料申報表

參展商資料
公司名稱：
聯絡人：

職位：

展位編號：

手提電話：

展位面積

〈平方米〉

尺寸：

米 x

米

請注意：為加強展覽場地的管理，以及確保所有空地參展商及其承建商能按大會規定時間如期搭建、拆
卸空地展位、撤離展位物料及廢物，大會將向所有空地參展商徵收「工程施工及清理廢物按金」，詳情
可參閱手冊《第 5.2e 工程施工及清理廢物按金》。
承建商
公司名稱：
聯絡人：

職位：

電話：

傳真：

手提電話：

電郵：

會場監督聯絡人：

會場聯絡人手提電話：

本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特此授權上述承建商直接聯絡大會商議有關展位搭建事宜及遵守大
會所訂定的規則。

公司蓋印及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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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格七

承建商工作證申請表

截止日期
20 / 11 / 2020

請交回：大會總承建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電話：(853)2897 6198
傳真：(853)2897 6197
電郵：offcon@macau.ctm.net

本表格請認真填寫，本項服務收費，請務必在截止時間前遞交。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編號：________________

聯 絡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務：_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_________________

傳
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承建商工作證 ______個，每個證件澳門元 10.00，(2020 年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5 日辦證每個證件澳門元
30.00，2020 年 12 月 5 日後及現場辨證每個證件澳門元 100.00)，費用共澳門元 ______ 。
 由於現場辨證需時，為避免因輪候而影響 貴公司之工程進度，敬請於截止日期前申請。



承建商人員資料
序號

姓名

國家 / 地區

性別

身份證 / 護照編號

(如空格不敷填寫所有資料，可填寫補充頁)



注意事項

1. 參展商應清付所有參展費用及申請項目的費用後方允許辦理承建商工作證。
2. 為確保所有光地自建展位的參展商及其承建商能按大會規定時間內，如期搭建、拆卸光地展位、撤離廢棄物；
以及加強工程進行時的管理及執行，參展商或其承建商必須於 2020 年 11 月 20 日或以前向大會繳交“工程施
工及清理廢物按金”。所有租用光地展位的參展商或其承建商，須繳交澳門元 200.00/平方米(最低保證金為澳
門元 5,000.00)作為保證工程施工及清理廢物按金，以保證展覽會完畢後，所有大型展位設施之原好及廢物清
理妥當。光地參展商或其承建商必須在其攤位拆卸後，撤離展館前向大會總承建索取《特裝攤位撤展檢查表》
，
並按現場情況簽署相關文件，以完成整個撤展程序。倘因搭建或撤離工作導致展場內任何設施受損，或有任
何廢物棄置／任何物料黏附在場館內／將廢物丟棄在場館外，當大會代為處理後將向有關參展商或其承建商
徵收清理費或直接在其所交付之工程施工及清理廢物按金中扣除。倘有關按金不足以抵扣該等費用，參展商
或其承建商須負責支付餘款。其他屬違規情況之行為及對應的扣款詳情請參閱附件（一）
《工程施工及清理廢
物按金扣款制》
。如有關參展商或其承建商於展覽會結束後把展位物料及廢物清理妥當及施工場地無任何損壞，
按金則於 45 個工作天內發還。
3. 在未能遵從《工程施工及清理廢物按金扣款制》所指明的條文情況下，主辦機構及大會總承建商可扣除指明
款額/百分率的工程施工及清理廢物按金。相關罰則條文請參考附件一《工程施工及清理廢物按金扣款制》
。
4. 辦證時需提供承建人員身份證副本 1 份及近照 1 張。不受理個人的獨自申請。提交資料與申請資料不一致的，
不予受理。
5. 填妥後的表格請遞交下列地址: 澳門士多紐拜斯大馬路 63B-65A 地下，電話：+853-2897 6198，傳真：
+853-2897 6197，電郵：offcon@macau.ctm.net

茲聲明凡配戴本公司/機構所申請之「粵澳名優商品展」承建商工作證者
均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許可之合法工人，
按澳門特區政府規定本公司已為該等人士購買勞工保險。

收件日期：

負責人簽署及蓋印
此部份由大會承辦機構填寫
承建商工作證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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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請交回：大會貨運服務
金柏國際展覽運輸(澳門)有限公司
聯繫人︰陳興友先生 / 周齊先生(國內)
國內電話︰(86)20 - 8355 9738 /13602467623
國內傳真︰(86)20 - 8355 3765
電
郵︰you@jes.com.hk(國內)
qi@jes.com.hk(國內)

表格八
截止日期
13 / 11 / 2020
公司名稱

展品托運委託書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編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司為上述展會之參展商，現委託大會指定展覽品運輸承運商金柏國際展覽運輸(澳門)有限公司 JES LOGISTICS
(MACAU) LIMITED 負責處理及安排我司展品的運輸事項及海關, 商檢開箱查驗事項。我司保證所申報的貨物內
容均屬實，如因不屬實出現的一切後果及額外費用則由我公司承擔。
我司同時亦接受金柏國際展覽運輸(澳門)有限公司所提供的相關服務，皆遵照金怡展運之營業條款執行。我司亦明
白在未付清有關運費或代辦入口徵稅手續費前將不放貨予我司。而費率是按照展覽品的體積或重量來收取, 與展
覽品的價值及保險無關。
□ 代我司購買展品的單程保險 (投保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投保時之保費金額為
0.35%，最低收費RMB400.00/每展商。每次事故絕對免賠額為投保額的10% - 按貨物類別而定。
□ 我司會自行安排購保險。
我司展覽品將委託貴公司用以下方式運抵澳門：
□ 展品從廣州倉庫接貨至澳門展臺就位

☐

單程出口

☐

來回程 (ATA 單證冊)

我司同意在發貨後支付金柏國際展覽運輸(澳門)有限公司相關費用(不含國內發票稅金)。若需辦理回運手續, 請提
前支付回運費用, 未收到貴司預付款前不予辦理托運手續。
(備註：主辦機構為每個參展商免費提供3立方米之貨物運輸費，額外之貨物運輸由參展商負責支付。)
展商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 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 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蓋章及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及職位正楷書寫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場聯絡
我司以下代表將於開展前到達會場並聯絡大會貨運安排貨物裝卸及清關事宜。聯絡資料如下：
先生/小姐/女士(手機號碼：

)

先生/小姐/女士(手機號碼：

)

到達時間及日期：

上午 /下午

公司簽章/負責人簽字及日期：
負責人姓名職務（正楷書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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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交回：大會貨運服務
金柏國際展覽運輸(澳門)有限公司
聯繫人︰陳興友先生 / 周齊先生(國內)
國內電話︰(86)20 - 8355 9738 /13602467623
國內傳真︰(86)20 - 8355 3765
電
郵︰you@jes.com.hk(國內)
qi@jes.com.hk(國內)

表格八 A
廣州入倉通知單

截止日期
20 / 11 / 2020

廣州金怡電話：(86) 20 - 83559738
廣州金怡傳真：(86) 20 - 8355 3765
廣州金怡聯絡人：陳興友 / 周齊

廣州市海珠區倉頭西站街 1 號
東泰方正產業園方向(端榮倉庫)
倉庫聯系人：陳鑒波 (手提：(86) 1371 172 9541)
譚錦輝 (手提：(86) 1501 174 2941)
收貨日期：2020 年 11 月 19-20 日 (09:00 - 17:00)
標籤

件數

體積(長x寛x高cms)

2020粵澳名優商品展

重量
(公斤)

包裝類型

貨名

公司名稱：
展位編號：
總件數

展會名稱：2020 粵澳名優商品展
公司名稱：
展位編號：
電
話：
聯 系 人：
入倉日期：2020 年 11 月
日
簽名人：

日期：

(公司蓋章及簽署)
表格填寫完畢後, 請傳真：(86) 20 - 8355 3765 廣州金怡
聯絡人: 陳興友 / 周齊先生。
** 入倉時請帶備大會運輸入倉通知單一份, 運輸費用不包全程保險, 請展商自行安排購買保險。
** 敬請各展商貨物必須使用木箱包裝, 紙箱包裝要求包裝結實, 適合反覆裝卸, 大會運輸倉庫人
有權拒收外包裝箱已經破損或無外包裝箱和包裝材料的貨物入倉。
** 付貨公司/機構同意大會運輸的運輸指南及費用, 有關費用由公司/機構在進館前支付。

簽收回執：___________________
倉庫共收：貨物______________件
收貨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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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格八 B

展品裝箱清單
(普通類展品)

截止日期
13 / 11 / 2020
参展商
Exhibitor
尺码
Dimensions
包装方式 (择一)
Packing (Tick one)
序号
Item

原产地区
Country of Origin

請交回：大會貨運服務
金柏國際展覽運輸(澳門)有限公司
聯繫人︰陳興友先生 / 周齊先生(國內)
國內電話︰(86)20 - 8355 9738 /13602467623
國內傳真︰(86)20 - 8355 3765
電
郵︰you@jes.com.hk(國內)
qi@jes.com.hk(國內)

展台 Stand
No.
长 Length
宽 Width
高 Height
体积 Volume
(cm)
(cm)
(cm)
(CBM)
□ 纸箱 □ 木箱
□ 胶箱
□ 铝箱
□ 胶卡板
□ 木卡板
□ 其它 ______________
□ carton □ wooden case □ plastic case □ aluminium case □ plastic pallet □ wood pallet □ others _______________
商品编码
H.S. Code

展品明细 Descriptions of Exhibits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注: 请填写准确货物名称、机械品牌、型号、机身编号及其组装配件和件数，均须如实申报。同时所有机械
展品必需提供品牌说明书及其组装配件的相片附装箱清单供海关查验。

数量
Quantity

净重
Net Wt (kg)

毛重
Gross Wt (kg)

箱号 Case No.
总箱数 Total No. of Cases
总页数 Total No. of Pages
单价 (MOP)
Unit Price

总价 (MOP)
Total Price (CIF)

TOTAL

Remarks: For machinery or equipment etc, brand name, model number, serial number and quantity of
equipment / parts must be declared on this form. Also, machine catalogues or photo of equipment / parts
展品处理方式
must be attached with this form for customs inspection.
Disposal
WE HEREBY CERTIFY THE INFORMATION GIVEN ABOVE IS TRUE & CORRECT. 本人证实以上提供的
資料正确无误.

備註 IMPORTANT:
1) 此份表格必須提供電子版（Excel 格式）
。
2) 參展商或其代理必須提供海關商品編碼。
3) 每頁只可用於一箱物品。否則將被海關拒絕接受。
4) 請詳細申報的展品品名，如機器設備型號，序列號；附件明細，展品材質等。
5) 展商自行承擔因不規範申報而導致海關扣貨，延期交貨及額外費用之風險。
6) 本司明白及接受大會運輸之運輸指南及費用，且此表格按其中要求填寫。

消耗 Consumed / Giveaway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簽署 / 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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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展品处理
Disposal

表格八 C

展品裝箱清單
(乾貨食品類)

截止日期
13 / 11 / 2020

参展商 Exhibitor
尺码
Dimensions
包装方式 (择一)
Packing (Tick one)
序号
Item

原产地区
Country of Origin

請交回：大會貨運服務
金柏國際展覽運輸(澳門)有限公司
聯繫人︰陳興友先生 / 周齊先生(國內)
國內電話︰(86)20 - 8355 9738 /13602467623
國內傳真︰(86)20 - 8355 3765
電
郵︰you@jes.com.hk(國內)
qi@jes.com.hk(國內)

展台 Stand
No.
长 Length
宽 Width
高 Height
体积 Volume
(cm)
(cm)
(cm)
(CBM)
□ 纸箱 □ 木箱
□ 胶箱
□ 铝箱
□ 胶卡板
□ 木卡板
□ 其它 ______________
□ carton □ wooden case □ plastic case □ aluminium case □ plastic pallet □ wood pallet
□ others _______________
商品编码
H.S. Code

展品明细 Descriptions of Exhibits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数量
Quantity

注: 请填写准确货物名称、机械品牌、型号、机身编号及其组装配件和件数，均须如实申报。同时所有机械
展品必需提供品牌说明书及其组装配件的相片附装箱清单供海关查验。

净重
Net Wt (kg)

毛重
Gross Wt (kg)

箱号 Case No.
总箱数 Total No. of Cases
总页数 Total No. of Pages
单价 (MOP)
Unit Price

总价 (MOP)
Total Price (CIF)

TOTAL

Remarks: For machinery or equipment etc, brand name, model number, serial number and quantity of
equipment / parts must be declared on this form. Also, machine catalogues or photo of equipment / parts
展品处理方式
must be attached with this form for customs inspection.
Disposal
WE HEREBY CERTIFY THE INFORMATION GIVEN ABOVE IS TRUE & CORRECT. 本人证实以上提供的資料正确无误。

備註 IMPORTANT:
1) 此份表格必須提供電子版（Excel 格式）
。
2) 參展商或其代理必須提供海關商品編碼。
3) 每頁只可用於一箱物品。否則將被海關拒絕接受。
4) 請詳細申報的展品品名，如機器設備型號，序列號；附件明細，展品材質等。
5) 展商自行承擔因不規範申報而導致海關扣貨，延期交貨及額外費用之風險。
6) 本司明白及接受大會運輸之運輸指南及費用，且此表格按其中要求填寫。
7) 商檢證明- 按國家質檢總局的規定, 出境產品應向產品生產地的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按
規定進行產品的檢驗檢疫, 合格後簽發[出境貨物換證憑單], 在報關地由檢驗檢疫機構驗
證, 再換取[出境貨物通關單], 才能完成貨物出口報關手續。

消耗 Consum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簽署 / 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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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eaways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展品处理
Disposal

表格八 D

展品裝箱清單
(電器類)

截止日期
13 / 11 / 2020

参展商
Exhibitor
尺码
Dimensions

长 Length
(cm)

包装方式 (择一)

□ 纸箱

Packing (Tick one)

□ carton □ wooden case

序号

原产地区

Item Country of Origin

請交回：大會貨運服務
金柏國際展覽運輸(澳門)有限公司
聯繫人︰陳興友先生 / 周齊先生(國內)
國內電話︰(86)20 - 8355 9738 /13602467623
國內傳真︰(86)20 - 8355 3765
電
郵︰you@jes.com.hk(國內)
qi@jes.com.hk(國內)

宽 Width (cm)
□ 木箱

□ 胶箱

高 Height (cm)

□ 铝箱

□ plastic case

□ aluminium case

酒类名称 Nature of Goods
中文 (Chinese)

□ 胶卡板

英文 (English)

□ 木卡板

□ plastic pallet

展台 Stand No.
体积 Volume (CBM)

箱号 Case No.

□ 其他 ______________

页数 Page No.

总箱数 Total No. of Cases

□ wood pallet □ others _____________

总页数 Total No. of Pages

酒精强度

容积

数量

毛重

单价 (MOP)

Alchoholic / Vol

ML

Quantity

Gross Wt (kg)

Unit Price

总价

(MOP)

Total Price (CIF)

TOTAL
Remarks: For wine items must be declared nature of goods, degree of alcoholic / vol, ml, quantity and value on
this form.
We hereby accept to pay the customs duty / tax charges for wine items.

展品处理方式
Disposal

A - 回运 Return
B - 消耗 Consumed / Giveaways

WE HEREBY CERTIFY THE INFORMATION GIVEN ABOVE IS TRUE & CORRECT. 本人証實以上提供的資料正確無誤.。

備註 IMPORTANT:
1) 此份表格必須提供電子版（Excel 格式）
。
2) 參展商或其代理必須提供海關商品編碼。
3) 每頁只可用於一箱物品。否則將被海關拒絕接受。
4) 請詳細申報的展品品名，如機器設備型號，序列號；附件明細，展品材質等。
5) 展商自行承擔因不規範申報而導致海關扣貨，延期交貨及額外費用之風險。
6) 本司明白及接受大會運輸之運輸指南及費用，且此表格按其中要求填寫。
7) 請提供產品 3C 商驗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簽署 / 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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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展品处理
Disposal

表格八 E
截止日期
20 / 11 / 2020

參展展品標籤

請交回：大會貨運服務
金柏國際展覽運輸(澳門)有限公司
聯繫人︰陳興友先生 / 周齊先生(國內)
國內電話︰(86)20 - 8355 9738 /13602467623
國內傳真︰(86)20 - 8355 3765
電
郵︰you@jes.com.hk(國內)
qi@jes.com.hk(國內)

廣州集貨 ☐
單程展品 ☐
來回程展品 (ATA) ☐
請在對應的方格內畫 X PLEASE TICK WHERE APLICABLE.
展覽會名稱:
GUANGDONG & MACAO BRANDED PRODUCTS FAIR 2020
EXHIBITION
2020 粵澳名優商品展
2020 年 12 月 11 日 至 12 月 13 日
澳門威尼斯人-展館 A
參 展 商:
EXHIBITOR
展 位 號:
BOOTH NO.
尺碼： 長 L
DIMENSIONS :
箱號：
CASE No.

(cm)

寬W

OF

高 HT

(總件數)

請在每箱展品外貼上此標籤.

重量 WEIGHT(KG)

展位號 STAND No.

PLEASE STICK THESE MARKINGS ON EACH OF YOUR 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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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運輸指南
1. 展品發票裝箱清單填寫需要注意事項:
展品發票裝箱清單必須用中英文填寫，展品所列價值為 CIF 及用 MOP 作為幣值 (表格八 B, 八 C & 八 D)。裝
箱清單必須詳細列出展品名稱，若展品是機械或電子產品以及相應的配件等，均須申報品牌名稱、型號、序號、
件數、商品編碼和原產地。若展品於所在地海關與商檢查驗時，發現清單與貨物不符，展品會被海關扣留或沒
收而不能如時送到展臺，所有責任由參展商自負。
2. 食品及酒精飲料類展品
鑒於澳門海關及民政總署相關部門對於所有食品及酒精飲料類進口管理嚴格，並需要辦理特殊的入口許可證及
確認批准才可入口。參展商如發運此類貨物前，請確認持有效的原產地證明及官方健康衛生證書及準確填報詳
細展品報關清單。而酒精飲料展品，必須提供每款酒類的成份標籤圖片、填寫種類、數量、每瓶酒精含量和容
量及價值等。參展商請務必於指定收貨期前 15 個工作天提供有關文件給我司，以便向相關機構諮詢並申請相
關入口許可證的文件。所有烈酒精類展品均需徵稅及海關查驗，而有關稅款將不會退還。若民政總署確定准許
此類展品入口參展，向有關部門申請入口許可證的文件服務及運輸費用將另行報價。
3. 危險物品, 含放射性材料及戰略性物品
上述物品禁止或限制進入展覽會場。因此, 發運這些物品前請與我司聯繫，提供有關物品的規格、成份、容量
和體積，以便向有關部門申請進口許可文件和安排合適的倉庫與運輸工具。
4. 超重或超大件展品
由於受展覽場地條件的限制，攜帶任何單一件展品重量超於 500 公斤或體積超於(長) 2 米× (寬) 2 米×
(高)1.8 米的展品。請展商儘早與我司聯繫確保展品擺放位置後才可運送。同時也請留意起吊設備和鏟車不容許
在館內操作使用。
5. 包裝及標籤:
 展品可使用木箱，紙箱包裝要求包裝要結實，適合反覆裝卸。 箱內須有防水、防潮內包裝。大件展品需使
用螺絲固定，並在箱外注明吊點重心，鏟點。易碎展品包裝箱外必須注明向上防壓標誌。
 包裝箱材料必須無蟲蛀、無腐蝕、無樹皮。
 如機器、儀器等, 包裝時請將展品說明書，含型號及規格的目錄 2 份貼在展品上，方便海關查驗。
 展品包裝箱外應刷制不易脫落的嘜頭標籤，所有標籤必須用中英文印製在每件展品箱外的二面。
6. 回運展品
在展覽會閉幕前, 我司會派發展品回運委託書給各參展商填寫展品回運方式. 複出口的海關及檢驗檢疫手續
至少需要 7 個工作天的時間。如有任何急需回運或轉展的展品， 請參展商務必事先向我司提供相應運
輸時間和特別的安排。若不按照此程式，我們只能於展覽會結束後辦理。
7. 保險
我司的貨運收費是以展品的體積或重量收取, 而不是按展品的價值來計算。因此，所收取的費用不含保險費在
內。為維護參展商權益，參展商應自行購買展品的全程保險包括展期內保險及責任事故的保險。參展商請備妥
保險合同正本，以備可能在展覽會現場發現短少或殘損時申報檢驗之用。參展商亦可委託我司代購買全程保險。
請提前把詳細展品清單及投保金額電郵或傳真給我司確認投保費用。
8. 特殊費用
所有費率在非大會運輸控制的特殊因素影響而情況下，將會有所調整，如燃油漲價、運費增加、保險費增加等
等。請各展商必須仔細閱讀並嚴格遵守上述各項條款。
9. 付款條款
請參展商在發貨後支付我司相關費用。若需辦理回運手續, 請提前支付回運費用，未收到預付款前我司不予辦
理托運手續。(備註：主辦機構為每個參展商免費提供3立方米之貨物運輸費，額外之貨物運輸由參展商負責支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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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工程施工及清理廢物按金扣款制

大會總承建：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電話：(853)2897 6198
傳真：(853)2897 6197
電郵：salestb@creation.com.mo

工程施工及清理廢物按金扣款制
請確保展位承建商遵守本文中的細則。在不影響主辦機構於本文內及在規例內所指明的賠償及/或付還等權利的情況下，
在未能遵從下文所指明細則的情況下，主辦機構及大會總承建可扣除指明款額/百分率的工程施工及清理廢物按金。
a. 工程施工及清理廢物按金罰則及違規之扣款(%)：
1. 參展商/承建商沒有依照主辦機構及大會總承建商所定之時間進場或離場(100%)
2. 在展覽廳及/或非指定的地方進行噴漆、焊接或使用電鋸。(100%)
3. 儲存建材、工具、空箱及/或其他物品於會場。(100%)
4. 所有裝備沒有在施工時間後擺放於所屬之展位內將會被清理(主辦機構及大會總承建商將不作另行通知)。(50%)
5. 展位結構超逾展位高度上限及/或界限，包括但不限於等離子電視、裝飾燈具、立體字等。(50%)
6. 任何主結構之裝嵌與呈交主辦機構及大會總承建商之圖則不符。(50%)
7. 展位之所有見光位之裝飾未達致平滑及可接受的標準；或該裝飾未能於參展商佈展期前完成。(50%)
8. 在進場期間未能適當/及時處理其產生之垃圾包裝材料及建材。(50%)
9. 以不適當或不安全的方式搭建或拆卸展位。(100%)
10. 僱用不合資格人員於展覽場地工作。(50%)
11. 在展館非指定的地方吸煙。(每次澳門元 1,500)
12. 如展位需要額外用電，必須向大會總承建商申報及繳費。任何非法駁電或所用電力超出其應有數量，除要繳付其差
額及附加費外，另收取行政費用。(每 9 平方米澳門元 1,000)
13. 任何建料、空箱、木結構、展示牌及工具一旦被發現置於攤位以外將會被清理而不作另行通知並收取清理費。(每
立方米澳門元 500)
14. 沒有在展館內佩帶承建商工作證。(每證澳門元 300)
15. 工作證轉讓予他人使用。(每證澳門元 1000)
16. 在圍板上鑽鏍絲、油漆或錘釘。(每件澳門元 500)
17. 任何攤位構件安裝在大會總承建商之物料上。(每連接點澳門元 200)
18. 展館設施損毀(如牆壁、門口、雲石地面、地氈、地板、廣播系統及消防設備等)。(按展館營運者實際收費收取)
19. 任何進場及/或離場超時收費。(請參閱附件-參展商 / 承建商的超時工作收費表)
b. 職業安全條例罰則及違規之扣款：
1. 在展會搭建及拆卸期間進行工作時，沒有穿著反光衣。(第一次強制當事人離場並需穿著反光衣方可入場，凡同一展
位第二次每人每次澳門元 500)
2. 為確保安全，展覽搭建及拆卸期間展館內禁止任何人士使用高度超過 2 米梯子，對於所有在離地 2 米或以上高度進
行的展位搭建或拆卸工程，承建商必須使用金屬棚架等高空工作設備。(如有違反每次澳門元 1000 )
3. 工人在離地 2 米或以上高度進行搭建或拆卸工作時，沒有佩戴安全帶並扣穩。(每次澳門元 500 )
c. 備註：
1. 如工程施工及清理廢物按金不足以抵償實際支出/收費，主辦機構及大會總承建商有權追收參展商/承建商之差額。
2. 參展商/承建商違反其他罰則/條例，主辦單位及大會總承建有權按需要向其發出工程施工及清理廢物按金扣款單並
在其工程施工及清理廢物按金內扣減。
3. 主辦機構及大會總承建商對參展商/承建商因違反罰則/條例而棄置物品之遺失及損失概不負責。
4. 主辦機構及大會總承建商有權禁止慣性違規者及/或其公司在主辦機構所主辦項目之所有工作。
5. 從工程施工及清理廢物按金所作的扣款不應影響主辦機構及大會總承建商根據規例可提出的其他權利及申索。
6. 如有任何爭議，主辦機構及大會總承建商的決定屬最終决定並具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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