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器業協會

哈爾濱工展會

2014 香港時尚產品博覽

免費機會

地點：哈爾濱國際會展體育中心 A 廳
哈爾濱市紅旗大街 301 號
日期：2014 年 9 月 19-24 日

測試產品銷售效果!

「優質家電．香港家電」展館 - 佔地 160 平米
誠邀 HKEAIA 會員參加!

- 每一品牌可獲獨立櫃台 (約 4-9 平米)

*免費展位 - 連當地推廣員 1 位及展台儲物空間 (3 平米)
- 含最多 1 cbm 貨物運輸

(由廣州物流收集中心至展會會場)

具規模香港品牌聯展 極具宣傳效果

瞭解東北市場 尋找商機

東北地區最大的政治經濟中心

查詢詳情：

主辦機構

Organizer

徐小姐

-

電話

黃小姐

-

電話

：2788 6134 ︳
：2788 5877 ︳

電郵

執行機構

：gigichui@hkpc.org
：yoyowong@hkpc.org ︳

電郵

Implementation
Agent

傳真

：2788 6338

主要贊助

Major Sponsor

「在此刊物上／活動內（或項目小組成員）表達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並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或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
金及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機構支援計劃）評審委員會的觀點。」

展銷會背景
香港電器業協會成功獲得香港特區政府的『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簡稱 BUD
專項基金)撥款。為協助港商開拓內地龐大消費市場，本會計劃以東北地區最大的政治經濟中心哈爾濱市
作為落腳點並參與
，藉此協助香港業界瞭解東北市場和尋找
商機，進一步拓展內地業務，深化香港與內地的經貿合作。
「哈爾濱工展會」乃「哈爾濱．香港品牌節」系列活動中的重頭戲，伴隨著大量宣傳及明星表演活動。
由黑龍江省人民政府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合辦，承辦機構為黑龍江省會展事務局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
會展服務有限公司，支持機構包括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香港特區政府工業貿易署、香港貿
易發展局、香港品牌發展局、香港中華總商會及香港工業總會等。

「2014 香港時尚產品博覽．哈爾濱工展會」

參展的好處
-

藉協會的綜合平臺開拓內地市場
直接測試產品市場反應
展示香港電器安全優質的整體形象

參展資格
主辦機構有唯一及絕對酌情權決定是否接納參展商的參展申請。所有參展商必須是根據適用法律在香港
或其本國經營業務的合法註冊的公司 / 商業組織。主辦機構可以要求參展商附上申請表格時 或 隨時出
示最新的商業登記證、公司註冊證書或其他文件。參展商保證交予主辦機構的申請表格及所有其他文件
與信息應真實，完整並為最新的。參展商獲配的展台僅供參展商在展覽會期間作拓展貿易之用。在蓋建
攤位以及展覽會期間，參展商必須以主辦機構滿意的方式使用攤位獲配展區。假若主辦機構不滿意參展
商使用攤位的方式，主辦機構保留權利清除全部或部份已分配給參展商的或者參展商特裝搭建的攤位，
毋須給予通知，所涉費用概由參展商承擔。
哈爾濱工展會場地圖

參展方法
「優質家電．香港家電」展館- 佔地 160 平米，現誠邀各會員參與，共同把握內銷機遇！
「哈爾濱工展會」－「優質家電．香港家電」展館

日期：
地點：
展區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免費
展位

2014 年 9 月 19 日至 24 日
哈爾濱國際會展體育中心 A 廳（哈爾濱市南崗區紅旗大街 301 號）
香港電器業協會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 每一品牌可獲獨立櫃台(約 4-9 平米)

- 連當地推廣員 1 位, 展台儲物空間(3 平米)
- 包最多 1 cbm (1X1X1 米)貨物運輸
(由廣州物流收集中心至展會會場)

註：展位編排需視乎最後參展商數目而定，主辦單位保留展位編排改動權利。

8 月１1 日或之前

參展辦法

有意參與展銷的企業請於
傳真已填妥的參展表格到 yoyowong@hkpc.org。
截止報名日期：
2014 年 8 月 11 日

廣州臨時收集中心：

截止收貨日期：

產品收集詳情
(請自行安排產品運送到設於廣州的臨時收集中心)

廣州市海珠區新港東路 188 號瓶蓋廠內定勝裝卸倉庫自編號 C1

2014 年 8 月 25 日
請在產品箱外貼上下列資料：

2014 Hong Kong Trendy Products Expo, Harbin
c/o AGILITY FAIRS & EVENTS LOGISTICS LIMITED
Name of Exhibitor： 香港電器業協會
Stand Numbers：
B69-81
Case Number：
Gross / Net Weight：
Dimensions：
Company Name:

參加表格

「哈爾濱工展會」－「優質家電．香港家電」展館

哈爾濱國際會展體育中心 A 廳（哈爾濱市南崗區紅旗大街 301 號）
2014 年 9 月 19 日至 24 日（共６天）

傳真：2788 6338

公司資料
公司名稱 (中文)* ：

Company Name(English)*：
地址Address*：
電話Tel*：

傳真Fax：

聯絡人資料
姓名Name*：

職銜Title：

電話Tel*：


電郵Email*：

傳真Fax：

電郵Email*：

本公司有意參加是次展銷活動，並確認以下所提供資料真確無誤。

公司名下已註冊的展品品牌:

請提供下列資料: (可報名參展後再提供)








公司商標
公司中文簡介

(200字以內)

公司聯絡資料

(地址、電話、傳真、電郵及網址)

品牌名稱及產品型號資料
產品中文簡介及零售底價
產品相片

(200字以內)

(最少300 dpi)

註: 當地的臨時推廣員會按展商提供的產品零售底價銷售產品，展商亦可安排公司代表親臨展覽會主持銷售活動，所有
展商的產品、銷售所得的金錢、產品銷售及售後服務之安排或任何其他因素所引致的任何損失及爭拗，香港電器業協會
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將不會負上任何責任。

聲明






本公司確認參展的公司/產品已符合國內銷售要求 (如安全標準、銷售許可等)。
本公司確認參展的產品非侵犯他人知識產權之產品。
本公司確認承擔產品售後問題及因本公司產品而引起的法律責任。
本公司已閱讀並同意「香港優質家電上下九路展銷會」的參展細則。
本公司已閱讀並同意此申請表附錄一 :「上下九路廣場展銷會」的參展細則及免責聲明。

同意聲明

閣下提供之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聯絡電話、傳真號碼、通訊地址和電郵地址）將會用於處理、評估和管理閣下登記出席本活動之用。
閣下有權查閱及修正閣下就你的申請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如有需要，請發電郵至 edm@hkpc.org.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擬使用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聯絡電話、傳真號碼、通訊地址和電郵地址)向您推介本局的最新發展、顧問
服務、活動和培訓課程。如閣下不同意上述安排，請在下面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
□ 本人反對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於任何推廣用途。

轉移個人資料

我們亦擬將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轉移給與參與本活動的合作夥伴。但上述擬作出的用途只會在獲得閣下的書面同意後才會進行。如
閣下不同意上述安排，請在下面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
□ 本人反對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將本人的個人資料轉移給參與本活動的合作夥伴進行任何推廣用途。

負責人簽署及公司蓋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展細則及免責聲明：
1.
2.
3.
4.
5.

除非本局取消活動， 否則已繳交之參展費概不退還。
確實之櫃台位置將於稍後時間公佈。本局有權更改櫃台位置或重新編排展覽場內所有櫃台，恕不另行通知。
本局保留安排櫃台最終權利。
在未經本會同意下，參展商不能將櫃台轉讓，給予或分租予其他商戶。
參展商於展覽會內禁止銷售侵犯他人知識產權之產品。

附錄一 :「2014 香港時尚產品博覽．哈爾濱工展會」參展細則及免責聲明
定義
1. 本細則的詞語除因上下文中另有解釋外，否則定義如下：
「申請表格」指通過參展商遞交的參展表格。
「本細則」指由主辦機構不時予以修訂的申請條款及展覽會規則。
「展覽會」指申請表格內註明的由主辦機構籌辦的展覽會。
「櫃台」指免費品牌獨立櫃台。
「展覽場地」指位於哈爾濱國際會展體育中心 A 廳。
「參展商」指申請在展覽會展出或已獲主辦機構接納參展申請（視乎情況而定）的獨資公司、合夥公司或有限公司。為
免生疑問，「參展商」包括該等獨資公司、合夥公司或有限公司的所有僱員、代表及代理人。
「主辦機構」指香港電器業協會。「執行機構」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承辦單位」指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展覽服務有限
公司。此三個單位負責規管及監控展覽會的所有事宜。
「宣傳品」指參展商擬在展覽會展示、派發或使用的推廣禮品、產品目錄、小冊子及所有及任何廣告及宣傳品等等。
參展資格
2.1 主辦機構有唯一及絕對酌情權決定是否接納參展商的參展申請。未經主辦機構書面接納經遞交申請表格作出參展申請
的參展商，即使已連同申請繳交或被接納全部租金，也不表示已獲主辦機構授權參展。主辦機構保留權利拒絕任何參展申
請，毋須給予任何理由。
2.2 參展商保證交予主辦機構的申請表格及所有其他文件與信息應真實，完整並為最新的。
3. 展覽攤位僅供參展商在展覽會期間作拓展貿易之用。在蓋建攤位以及展覽會期間，參展商必須以主辦機構滿意的方式使
用獲配的展覽攤位。假若主辦機構不滿意參展商使用展覽攤位的方式，主辦機構保留權利清除全部或部份已分配給參展商
的展覽攤位，毋須給予通知，所涉費用概由參展商承擔。除非本細則另有規定，否則參展商不得就展覽攤位的租金或任何
其他已付款額提出退款索償。
4 在以紙質形式遞交申請表格時，每個參展申請必須附有適當的申請費。除非本細則另有規定，否則申請費將不獲退還。
5. 主辦機構保留權利隨時要求參展商繳付額外的無息按金，作為賠償實質或潛在毀壞的保證金。
6. 假若展覽攤位的申請被拒，主辦機構將於發出有關拒絕申請通知後 30 天內，向參展商退還已繳付的申請費，唯不會
支付利息。
7. 假若參展商於收到申請被拒通知前或於申請獲接納後撤回申請，不論理由為何，已繳之申請費將一概被沒收。
展覽攤位的分配
8.1 主辦機構有唯一及絕對酌情權分配展覽攤位予攤位及該等攤位的位置，所有決定均屬最終決定，所有有關更改的要求
均不獲受理。
8.2 參展商如欲在攤位使用與其在申請表格填寫不同的另一名稱，必須在展覽會開始前最少 3 星期向主辦機構發出更改
名稱的書面通知。
8.3 假若參展商的參展申請獲主辦機構接納後，現有的兩名或以上股東實行拆夥，主辦機構有權就展覽攤位作以下安排： (a) 將展覽攤位授予原參展商的最大股東，並准許其使用本身公司名稱參展，唯所展示的產品類別必須與原參展商的相同；
(b) 假若股權均分，主辦機構保留權利終止與原參展商之間的協議，並將展覽攤位重新分配。除非有關股東能就參展權轉
讓事宜自行達成協議，並於展覽會開始前最少 3 星期將有關協議通知主辦機構，則作別論。
9 參展商獲准在展覽會展出及（在非專有情況下）使用展覽攤位或攤位的授權僅屬個人所持有，參展商不得將有關權利轉
讓、轉授、分包、分租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與任何第三者共用。任何參展商如被主辦機構發現以轉讓、轉授、分包、分租或
任何其他方式與第三者共用其展覽攤位或攤位（一切以主辦機構的決定為準），必須立即退出展覽會、拆除其攤位及撤走
展品，費用一概由參展商承擔。
標準展台

10. 標準展台由主辦機構指定的承建商提供，設計劃一。未經主辦機構事先書面許可，不得改動標準展台 ( 包括但不限於
公司名牌、字樣及構件 ) 。
11. 任何裝飾、展台構件或展品的高度不得超過 2.6 米或標準展台的高度，以較低者為準。
電力裝置
12. 無論來自總電源、電池或發電機之電力，一律只能經由展覽場地的指定承建商供應。
攤位的使用及安全事宜
13. 參展商須全權負責採取預防措施以保護公眾人士免受任何移動或運作中的展品所傷，例如安排保安人員或其他保障方
法。此類展品只可由參展商授權的合資格人士操作或進行示範及不得在無該等人看管的情況下運作。參展商如欲展示此類
展品，必須事先獲得主辦機構書面許可。
14. 參展商如欲在展覽會上使用激光產品，必須事先獲得主辦機構書面許可。參展商須於展覽會開始前最少兩個月將有關
申請呈交主辦機構審批。
15. 未經主辦機構事先書面許可，不得在展覽場地進行廣告宣傳或示範，包括舉行時裝表演。
16.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一律不得在展覽場地使用壓縮氣體所填充之氣球。
17. 展覽會期間，參展商必須有一名合資格及認可代表在攤位當值，該名代表必須對參展商的產品及 / 或服務瞭如指掌，
並有權就參展商的產品或服務的銷售事宜進行洽商及簽訂合約。參展商必須交出確認 ( 形式將根據主辦機構合理要求 )
該名代表遵守本細則以及主辦機構或其代理在展覽會舉行前或舉行期間發出的所有指示。
18. 主辦機構有唯一及絕對酌情權撤除或要求參展商立即撤除任何在其攤位或任何範圍或展覽攤位擺放或展示的產品、宣
傳品或其他物件，毋須給予任何理由，有關費用一概由參展商承擔。主辦機構毋須就參展商或任何其他人士因此而招致的
損失、毀壞或開支負上任何責任。
19. 參展商保證展品及產品包裝，以及宣傳品或攤位的任何展示部分，在各方面均沒有違反或侵犯任何第三者的權利，包
括所有知識產權，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已註冊或未註冊的商標、版權、外觀設計、名稱及專利；並同意悉數賠償主辦機構以
及其代理、代表、承包商和僱員因第三者指控參展商及/或主辦機構及/或後者的代理、代表、承包商和僱員侵權而招致的
費用、開支及索償。
20. 未經主辦機構特別批准，不得在展覽會最後一天的正式結束時間前撤除攤位或展品。
21. 所有視聽器材所產生的音量不得對其他參展商或參觀者構成任何滋擾或不便。主辦機構保留權利指定一家或以上獨家
視聽器材供應商，參展商須向該等指定供應商租用器材。
22. 未經主辦機構事先書面許可，參展商不得在展覽場地擅自攝影、錄音、錄影、轉播及廣播，也不得准許他人進行這些
活動。
23. 參展商必須將其所有人員、代理或代表的詳細資料在他們獲准進入展覽場地前呈交主辦機構審批及登記。該等人士一
經認可（「認可人員」），將獲發工作證，以作識別身份及入場許可之用。參展商謹此承諾確保其認可人員：
(a) 在展覽場地時，於顯眼位置佩戴工作證；
(b) 不會將工作證給予他人使用；
(c) 於展覽會結束時按主辦機構要求將工作證交還主辦機構；
(d) 遵守本細則對參展商實施的所有規定；及
(e) 遵守主辦機構為批准他們進入展覽會所實施的所有規定。
攤位物料/宣傳品與展品的進場及撤場
24. 參展商必須按照主辦機構的安排及於指定時間內遷進展覽場地。
25. 運送物品往返展覽場地，以及接收、布置和搬走展品的安排及費用，一概由參展商負責。
26. 參展商必須於展覽會結束後，立即按主辦機構的安排及在指定時間內撤走參展商的所有展品、攤位物料 / 宣傳品及展
台物料等等的擺設。任何遺留在展覽場地的參展商展品或攤位物料 / 宣傳品均被視作棄置物，主辦機構將予以清理，費用
一概由有關參展商承擔。任何因處理該等物品所得的收益 ( 如有的話 ) ，全歸主辦機構所有，主辦機構毋須向有關參展
商呈報收益。
免責條款
27. 除因主辦機構或其僱員疏忽而引致的死亡或人身傷害以外，參展商、其代理、代表、承包商或僱員、或參展商或此等
人士或任何其他參展商或訪客的產品或其他財產，所蒙受或招致的任何損失、傷害或其他毀壞，主辦機構及其代理、代表、
承包商或僱員概不負責。為澄清疑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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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之意外或任何不受主辦機構控制範圍以內之成因所引致或構成之死亡或人身傷害
均不會被視作主辦機構或其員工之疏忽。主辦機構根據本細則所授出的任何批准並不構成主辦機構對批准標的事項任何形
式的認可。

28. 參展商與其他人士在展覽會舉行期間所進行或因展覽會而導致的接觸或交易結果，主辦機構概不負責。
29. 參展商保證按主辦機構、其代理、代表、承包商及僱員的要求悉數賠償他們因參展商在履行本規則項下任何協議時疏
忽、故意失責或進行欺詐，或因參展商違反本細則而蒙受或招致的一切損失、責任、法律行動、訴訟、索償、賠償、費用
( 包括但不限於法律費用 ) 及開支，並承諾於所有時間使主辦機構獲得悉數賠償。
30. 參展商必須負責購買保險，投保範圍包括 ( 但不限於 ) 為其陳列品、展品及展台因失竊、火災、水災、公眾 ( 包括
佔用者責任 ) 及其他任何自然原因引致的損失或毀壞，並須按主辦機構要求出示有關保單。
31. 參展商必須就本細則可能對其構成的所有潛在責任，以及可能因疏忽而招致的法律責任購買保險，並須按主辦機構要
求出示有關保單。任何因參展商或其代理、代表、承包商或僱員的行為或遺漏對展覽場地、其他參展商或主辦機構的任何
財產造成的損失或毀壞，概由參展商負責賠償。
32. 主辦機構保留權利就參展商因展覽會而虧欠主辦機構的一切款項 (包括但不限於賠償申索) ，扣押參展商在展覽場地
的任何財產。
33. 參展商謹此同意主辦機構在本細則項下的最高責任不會超過主辦機構向參展商實際收到的費用。
棄權聲明
34. 主辦機構未有行使本細則賦予的權利，並不等如其後不會執行本細則，亦不等如放棄行使對其後違規行為的權利。
延遲及取消展覽
35. 假若出現主辦機構無法控制的情況(包括但不限於天災、戰爭、醫療衛生的憂慮(例如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禽流感或其他對健康的威脅)、恐怖襲擊的顧慮、暴亂、示威、旅遊限制、宵禁、疫症、禁運、騷亂、法律訴訟、任何形式
的工業糾紛、政府規例、缺乏或被拒絕給予任何政府或第三方批准、執照、同意或許可、主要運輸系統中斷、電訊或其他
電子通訊故障)，令主辦機構認為不可能或不可行或不適宜按原定計劃舉辦展覽會，主辦機構保留權利隨時在其認為適當的
情況下，更改展覽會的日期至其他日子(包括但不限於延期到較遲日子)、或取消展覽會、更改展覽會性質或模式、縮小展
覽會規模、縮短或延長展覽會展期，毋須向參展商負任何責任。參展商不得就主辦機構根據本條款延遲、取消、更改、縮
小、縮短或延長展覽會等行動而向主辦機構、其代理或代表索償，不論是關於損失或毀壞，或要求退還全部或部分已繳款
項。
36. 主辦機構保留權利隨時更改展覽會的圖則、場地性質或地點，毋須通知參展商。在主辦機構唯一及絕對酌情認為適當
的情況下，可能酌情按比例發放攤位租金津貼，但並無責任對參展商作出任何進一步賠償。
免責聲明
37. 參展商同意及明白主辦機構於指定場地所舉辦的展覽會可能受限於有關當局及/或其他第三方的批准、執照及/或許
可。在不影響本規則任何其他條文運作的前提下，主辦機構保留因任何理由未能獲取或未獲發給在原本指定場地舉行展覽
會所需或所要求由政府或有關當局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所需取得的執照、許可或批准，或由於有關原本指定場地之建造、重
建、翻新或改動而引致於原本指定場地舉辦展覽會變得不可行、不切實際或未如理想為理由，其在唯一及絕對酌情權下更
改、重新分配或取消展覽會場地的權利。在根據本條更改、重新分配或取消場地的任何情況下，參展商將有權就任何已直
接支付主辦機構的申請費或與申請有關的款項從主辦機構獲得全數退回。如申請費或任何與該等申請有關的款項是支付予
主辦機構的任何代理人或代表人，則主辦機構在已從其代理人或代表人全數收到申請費及/或款項的情況下方有責任退回該
等任何已付的申請費或款項予參展商。在任何情況下，參展商將無權向主辦機構或其代理人或代表人索討因在本條下更
改、重新分配或取消場地有關之任何性質或以任何形式蒙受或遭受的損失或損害。主辦機構對有關損失或損害概不負責。
38. 參展商確認及同意主辦機構毋須就參展商業務可能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責，並確認及同意主辦機構並無就所提供
的服務作出明示或默示的任何種類保證。主辦機構不保證任何有關可商售性或對某特定用途的適用性。
39. 參展商進一步確認及同意主辦機構毋須就於展覽場地超出主辦機構控制範圍的任何系統機能失常，或電訊或其他電子
通訊故障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