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函檔號：CCF2101-2475a/SO/at 

「香港電腦通訊節 2021」展位預訂 

「香港電腦通訊節 2021」將於 8 月 20 至 23 日(星期五至一)假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三號展覽館舉行。自 2019 年起，

新型冠狀病毒席捲全球，疫情持續反覆，大會明白疫情期間，對中小企經營影響尤甚，並再次感謝各展商的體諒。大會將

繼續與各大小展商共同面對，本年度所有展位價格將維持不變，場內亦會提供抗疫措施，以確保各展商、工作人員及市民

的健康。 

 

今年除了繼續有一貫創新科技和電競展區外，更新增了健康與運動科技元素。同時，大會將繼續推出百萬「電腦節消

費券」計劃，派發不同金額的現金消費券吸引入場人仕，務求吸引更多市民大眾進場參觀，增添多元化及熱鬧氣氛，共同

振興本地經濟及鼓勵消費。 

 

參與電腦節的展商可申請工業貿易署轄下的「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SME Funding)，可獲資助開支包括：參展租

金、廣告費用、攤位建築、裝修及設計費用等，成功申請可獲就有關活動繳付的核准開支總費用的 50%或 10 萬元。(計劃

最終以政府最後批准之圖則及法律文件為依據)* 

展位預訂詳情 

日期 2021 年 8 月 20 至 23 日(星期五至一) 

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Hall3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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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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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長沙灣青山道 485 號九龍廣場 10 樓 09 室 (封面註明：HKCCF2021 展位預訂申請) 

 

備註 

1. 展位選擇優先權以預訂展位面積多寡而定，分配如下：大會贊助商及光地展商可優先選擇位置，其他參展公司

的展位處理次序則按訂購展位實際面積大小、廣告、贊助項目、過往的參展紀錄等而決定。若預訂展位面積和

實際認購面積有差別時，則以實際認購展位面積為準。 

2. 所有展位預訂必須繳付訂金和違規罰款按金，否則預訂申請將不受理。 

3. 預留展位之公司不得更改參展名稱、轉讓或分租展位。 

4. 確認展位後，需於一個月內繳交餘下租金。 

5. 大會保留隨時更改展覽計劃或場地安排的權利，並可全權分配及規劃各展區場地及展位所在位置，並毋須事先

向參展商作出通知。 

6. 大會有權修改展覽場地的圖則及／或於必須時，調動參展商已獲分配的展位。 

如欲預留展位，歡迎致電 27858867 及電郵至 avis@chkci.org.hk 與謝小姐(Avis)或 bear.chow@chkci.org.hk 與周

小姐(Bear)聯絡，查詢，謝謝。 

敬希垂注！ 

香港電腦商會秘書處 

2021 年 5 月 3 日 



「香港電腦通訊節 2021」展位預留申請表 

Reservation Form of HKCCF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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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銷產品 (必須填寫) Exhibiting Products (Must be filled in): 

□ 電腦及週邊產品 

Computer & Peripherals 

□ 手機及通訊產品 

Mobile & Telecommunications 

□ 高清視聽產品 

HD Audio-Visuals 

□ 智能家電 

Smart Home Appliances 

□ 數碼攝影產品 

Digital Photography 

□ 軟件及商業方案 

Software & Business Solutions 

□ 遊戲產品 

Games 

□ 其他               

Others__________________ 

參展費用 Participation Fee 

每個標準攤位面積一律為 9 平方米(3 米長 x3 米闊 x2.47 米高) Each standard booths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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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照附件內之攤位分佈圖，在 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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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線支票抬頭：「香港電腦商會有限公司」，並郵寄至香港電腦商會秘書處 

Crossed cheque payable to : “The Chamber of Hong Kong Computer Industry Co. Ltd.”  

地址：長沙灣青山道 485 號九龍廣場 10 樓 09 室(封面註明：HKCCF2021 展位預留申請) 

Address: Rm 09, 10/F, Kowloon Plaza, 485 Castle Peak Road, Lai Chi Kok, Kowloon, HK (Please mark:“HKCCF2021 Reservation” on the 

enve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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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資料將被納入申請之用，本會不保證接納所有申請。All data are for application only. CHKCI makes no guarantee to all applications.  

*大會保留隨時更改展覽計劃或場地安排的權利，可全權分配及規劃各展區場地及展位所在位置，有權修改展覽場地的圖則及／或於必須時，調動參展商

已獲分配的展位。The Organiz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cancel, alter in nature, scale, shorten or extend the duration of the Exhibition, amend 

floorplan and reallocate booths at anytime without incurring any liability. 

*所有訂金將不獲退回。All deposits are nonrefundable. 



  附件一 – 「香港電腦通訊節 2021」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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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 參展費用︰ 

Booth Location 

展位位置 

Booth Height 

Limitation 

展位高度限制 

Unit Price Per Sq.m 

每平方米尺價 

Original Price 原價 
CHKCI Members 

香港電腦商會會員 

Early Bird Discount* 

早鳥優惠租訂價* 

Early Bird Discount* 

早鳥優惠租訂價* 

+ 

CHKCI Members 

香港電腦商會會員 

Raw Space I 

展覽光地 I 
6m 米 $4,035 $3,230 $3,630 $2,905 

Raw Space II 

展覽光地 II 
4.5m 米 $2,895 $2,315 $2,605 $2,085 

Premium Area 

綠區 
3m 米 $3,180 $2,545 $2,860 $2,290 

Area A 

黃區 
3m 米 $2,960 $2,370 $2,665 $2,130 

Area B 

紅區 
3m 米 $2,665 $2,130 $2,400 $1,920 

 

Remarks 備註︰ 

1. 標準展位將一律按照大會規劃的展位設計及結構出售 / 展覽光地須自行設計及蓋建攤位，並鋪上地毯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Standard Booths must be referred to Organizer’s Draw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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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會員享有 8 折優惠 

Members = 20% off 

3*. 早鳥計劃享有 9 折優惠 (優惠期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 

Early Bird Discount = 10% off (Valid before 30
th

 April 2021) 

 

附件三 – 角位附加費︰ 

申請相連展位數量 

No. of adjacent booth(s) ordered 

相連展位其中包含角位數量 

No. of corner booth(s) included 

每個相連展位所徵收之附加費 

Surcharge for each booth(s) 

圖例 

Example 

2 2 60% 

 

1 1 50% 

 

3 2 20% 
 

3 2 20% 

 

4 2 10% 

 

2 1 0% 

 

4 2 0% 

 

Remarks 備註︰ 

1. 如租訂角位位置，每個展位須加收 10% - 60%的角位附加費。 

   If exhibitors reserved the booth(s) with corner(s), each booth will be extra charged 10%-60% corner charge. 

 



附件四 – 標準展位參考圖︰ 

 

 

 

 

 

 

 

 

 

 

 

 

 

 

 

 

 

 

 

 

 

 

設施 

Facilities 

詳情 

Details 

公司招牌 

Fascia Board  

楣板，參展公司中英文名稱及攤位號碼 

Fascia with company name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stand number by sticker cutout 

地毯 

Carpet 

9 平方米地毯 

9sqm Color carpet 

圍板 

Wall Panels 

攤位由鋁質支架及三面白色圍板組成，角位攤位有兩面圍板及兩塊楣板，半島型攤位有一面圍板及

三塊楣板 

Three sidewalls (white laminated panels) held by aluminum modular system. For the case of 

corner booth, it will be two sidewalls and two fascia boards. For the case of a peninsular 

booth, it will be one sidewall and three fascia boards. 

家具 

Furniture  

一張詢問桌 

兩張白摺椅 

一個廢紙簍 

One no. of Information Counter 

Two nos. of White Folding Chair 

One no. of Wastepaper Basket 

電器 

Electrical  

一個 500 瓦單相插座（不可用作照明工具之電源） 

兩支 23W 長臂省電射燈（黃光） 

One no. of 13A s/p (max 500W) power socket (Not permitted for lighting connection) 

Two nos. of Long Arm 23W Energy Saving Lamp (Yellow Light) 

 

標準展位參考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