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of 4 

主辦: 

 

Hong Kong Computer & Communications Festival 2021 - eHealth and Sportstech Pavilion 

香港電腦通訊節 2021-健康與運動科技館  

 

Organizer:    The Chamber of Hong Kong Computer Industry  

主辦單位：   香港電腦商會 

Venue:     Hall 3, Hong Kong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re 

場地：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3 號展覽廳 

Date：    20-23 Aug 2021 (Friday - Monday) 

日期：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至二十三日（星期五至一） 

Opening Hours :   20-22 Aug 2021 (Fri - Sun) 10:00 am – 9:30 pm &  

     23 Aug 2021 (Mon)  10:00 am – 6:00 pm 

展館開放時間：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至二十二日（星期五至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九時半 及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 

 

展位預訂詳情 

訂金 參展商須繳付每個標準展位港幣 8,000 元作訂金之用，光地展位訂金為港幣 30,000 元，所有訂金

將不獲退還。 

違規罰款按金 基於防火及安全條例，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自 2012 起開始徵收「違規罰款按金」。參展商須按展位面

積大小去繳付「違規罰款按金」，50 平方米以下的參展商須繳交港幣$7,000， 50 平方米以上則須

繳交港幣$14,000，按金將於「香港電腦通訊節 2021」完結後的 60 天內以支票方式退還給所有未

曾違規的參展商。 

申請手續 填妥附件之申請表格，連同「展位訂金」及「違規罰款按金」支票，親身遞交或郵寄至香港電腦商

會秘書處。 

支票抬頭：「香港電腦商會有限公司」或「The Chamber of Hong Kong Computer Industry Co. 

Ltd.」 

郵寄地址：長沙灣青山道 485 號九龍廣場 10 樓 09 室  

(封面註明：HKCCF 2021 - eHealth and Sportstech Pavilion 展位預訂申請) 

參展商類別 健康科技用品、健康醫療軟件及程式、智能運動配件、運動健身科技器材、運動健身軟件、運動攝

影用品及配件、航拍用品及配件，運動耳機等 

聯絡方式 電話: 27858867 / 電郵: lok.lee@chkci.org.hk or tranky@chkci.org.hk 

與李先生(Lok)或何小姐(Tranky)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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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參展商資料 Exhibitor's Information       

公司名稱 (英文)  

Company Name (English) 
 

公司名稱 (中文)  

Company Name (Chinese) 
 

公司地址  

Company Address  

 

 

聯絡人姓名 Contact Person:  職位 Position:  

電話 Tel:   手提 Mobile:  

電子郵件 E-mail address:  傳真 Fax :  

參展費用 Participation Fee 

每個攤位面積一律為 9 平方米(3 米長 x3 米闊 x2.47 米高)All types of exhibition booths have a unified area of 9 square metres (3m long x 3m wide x 2.47m height). 

標準攤位(3 米 x3 米) Standard Booth (3mx3m)  ____________ 個 unit(s) and/or 展覽光地 Raw Space   ____________ 平方米 sq.m. 

位置選擇 Location Preference 

請參照附件內內之攤位分佈圖，在貴公司參展項目類別的區域，選出心目中攤位位置，然後填上位置編號。 

Please fill in the booth numbers of your preference according to the booth location map. 

首選 1st Choice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次選 2nd Choice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選 3rd Choice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付款細則 Details of Cheques 

支票一：展位訂金 1st Cheque: Booth deposit 

金額 Amount :  銀行 Banker : 

支票號碼 Cheque No. :  備註 Remarks : 

支票二：違規罰款按金 Performance bond deposit 

金額 Amount :  銀行 Banker : 

支票號碼 Cheque No. :  備註 Remarks : 

公司印鑒及簽署 Company Chop & Signature 

本公司同意接納並遵守「參展申請表」及「展覽合約條款細則」內所列所有條款。本公司同意按此等條款付款及參展。 

We agree to accept and abide by all the terms listed on “Exhibition Application Form” and “Terms & Conditions”. 

確認遞交以下表格及款項 Confirm of Application ： 

□ 申請表格 Application Form  □ 展位訂金 Deposit of Reservation fee  □ 違規罰款按金 Deposit of Performance Bond  

負責人姓名 Name :  日期 Date : 

公司印鑒及負責人簽署 

Company chop & authorized signature 
 職位 Position : 

此欄由主辦單位用  For Official Use Only 

攤位號碼 Booth No.: 支票 Cheque: 繳款日期 Paid Date: 

*如非香港電腦商會會員，請連同商業登記副本一併遞交。 

For those non-CHKCI members, please kindly hand in the BR copy together with the application form. 

*以上資料將被納入申請之用，本會並不保證接納所有申請。香港電腦商會保留有關健康與運動科技館 2021 場地分配及修改平面圖之最終決定權。所

有訂金將不獲退回。All data are for application only. CHKCI makes no guarantee to all applications. CHKCI reserves the final discretion on the 

floor plan of eHealth and Sportstech Pavilion 2021 and booth relocation. All deposits are nonrefund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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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展覽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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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 參展費用︰ 

 

Type of Booth 

展位類別 

Booth Height 

Limitation 

展位高度限制 

Original Price (per SQM) 

原價 (每平方米) 

30%off First Session Offer 

(per SQM) 

首屆展覽 7 折優惠 

20%off Early Bird + 30%off First Session Offer 

8 折早鳥優惠 +首屆展覽 7 折優惠 

(Valid on or before 30/04/2021) 

(有效期至 30/04/2021) 

Standard Booth  

標準展位 
3m 米 $3,180 $2,226 $1,780 

Raw Space I 展覽光地 

(minimum 36 sq.m., 

租用面積不可少於 36

平方米) 

4.5m 米 $2,895 $2,026 $1,620 

 

標準展位參考圖 

 

 

 

 

 

 

 

 

 

 

 

 

 

 

 

 

 

 

Remarks 備註: 

1. 展覽光地參展商須自行設計及蓋建攤位，並鋪上地毯。 

Raw Space Exhibitors have to carpet, design and construct their own floor space.  

2. 如於展覽光地建築兩層展位，須另付光地總租金的 50%作附加費。 

Two-tier (double decker) booth will be charged an extra 50% in addition to the raw space r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