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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經典、敢於創新：利用“香港品牌效應”協助香港食品企業發展內地市場」項目 
2018 第 9屆武漢糖酒食品交易會 

誠邀參展「香港館」 
 

香港食品委員會成立於1984年，一直以推動本港食品業發展及促進本港與海內外食品業
交流為己任。今年，本會再次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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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資助，執行為期18個月的「傳承經典、敢於創新：利用“香
港品牌效應”協助香港食品企業發展內地市場」項目。本項目其中重點活動乃於國內兩個大型
食品展覽會設立「香港館」，希望借助「香港品牌效應」協助香港食品製造業，特別是中小企
發展品牌及進軍國內市場。現誠邀香港食品企業參與本會於項目第二個展會─2018第9屆武漢
糖酒食品交易會(武漢糖酒會)設立的「香港館」。展會資料如下： 
 

展會名稱 ： 2018 第 9屆武漢糖酒食品交易會 
日  期 ： 2018 年 6月 9日至 6月 11 日（展期共 3天） 
地  點 ： 武漢國際會展中心 (位於武漢漢口繁華的商貿中心) 
  

     武漢糖酒會始於 2013 年，至今已成功舉辦八屆。展場面積達 116,780平方米、累計參展
商 3,141 家、累計專業觀眾 170,618 人次，是內地中部地區酒類食品行業 B2B、B2C 的大型交
易平台。今屆展會預計展出面積達 30,000萬平方米，設 5大展區逾1,200個展商，吸納約 40,000
參觀人次。本會選擇於武漢糖酒會設立「香港館」，基於該展會具備以下優勢： 

 
 國際性展會： 

上屆展會雲集多國展團，包括馬來西亞、非洲、越南、南韓等國家; 而觀眾大部分來自於
湖北省內 13 個地市州及少部分江西、湖南、河南、安徽經銷商；中部各地團購商及加盟
商以及國外的參觀人士等，食品市場發展潛力龐大。 
 

 專業展會服務： 
主辦單位免費為參展商進行商業配對服務，並為參展國家舉辦免費貿易洽談會，著力建立
買與賣的貿易平台。 

 

 強勢宣傳推廣： 
展會廣告覆蓋全國，並與過百家食品專業網路媒體合作於新浪、紅網、騰訊、鳳凰網等作
報導，提升展會知名度。 

 
「香港館」將設有主舞台舉行開幕儀式及宣傳活動、「時光長廊」展示香港百年食品品牌
產品的蛻變、展板介紹本項目、館內參展商及香港地道飲食文化，並會播放項目宣傳片等。
本會作為「香港館」的統籌及執行機構，更會為參展商提供一連串優惠、配套和增值服務，
其中包括：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申請 
參與是次展會的香港食品中小企業可向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申請資助，查詢
詳情請瀏覽 www.smefund.tid.gov.hk/tc_chi/emf/emf_objective.html 

 
 優越館內位置: 

「香港館」座落於主要通道，人流暢旺。 
 

 參展優惠 
獲批核的參展商可享每個標準展位提供 1間鄰近展會的四星級或以上酒店房間，共 3晚免

http://www.smefund.tid.gov.hk/tc_chi/emf/emf_objecti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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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住房（參展人員需提供外籍護照、回鄉卡、港澳居民證等）。獲批核的參展商可免費申
請使用「香港館」主舞台作產品宣傳及推廣活動，大會將視乎申請情況作安排並保留最終
決定權。 
 

 香江特色設計 
本會獲項目資助「香港館」整體設計及搭建，務求打造出既富香江風情，又能凸顯香港特
區及香港食品業過去 20 年驕人成就的「香港館」，並配以懷舊「時光長廊」，裡面將展示
新舊香港百年食品品牌產品，定能吸引無數入場人士前來「香港館」參觀。 

 

 著名品牌支持： 
本會獲得不少香港長青食品企業的大力支持，包括展示產品、拍攝宣傳片及贊助紀念品
等，藉著這些著名食品品牌在內地的知名度，加強消費者對本港食品中小企產品的信心。 

 

 眾多宣傳活動： 
本會將於 6月 9日下午假香港館舞台舉辦開幕儀式及多個烹飪示範，同時於展館設置廣告
橫額及安排宣傳人員進行流動宣傳，協助吸引人流至「香港館」。 
 
歷屆「香港館」參考圖片: 
 

 
 

 
香港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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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經典、敢於創新：利用“香港品牌效應”協助香港食品企業發展內地市場」項目 
2018 第 9屆武漢糖酒食品交易會 

展會及香港館資料 
 

展會資料 

展會名稱： 2018第 9 屆武漢糖酒食品交易會(武漢糖酒會) 

日    期： 2018年 6 月 9-11日(星期五至一)(3 天) 

開放時間： 上午 9時至晚上 5時 

地   點： 武漢國際會展中心 

入場費用： 免費 

香港館 

主    題： 「經典品牌耀香江、見證回歸二十載」 

主辦機構： 香港食品委員會 

撥款資助：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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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機構：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香港中華總商會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館內總面積： 288平方米 (包括主舞台、時光隧道、展示板及「香港館」展位) 

館內宣傳： 
 
 

 6月 9日下午假香港館舞台舉辦開幕儀式及 2場推廣活動 
 香港館廣告豎立於展館正門位置 
 流動橫額及宣傳人員於展館中為「香港館」推銷 

館內展位大小： 每個 3米 x 3米標準展位 

館內展位設施： 
 
 

每個 3米 x 3米「香港館」展位備有： 
 9平方米地氈、1塊公司招牌板、1張枱、2 張椅、3支長臂射燈、1個 500W

日間使用插座及 1個廢紙箱 

招展日期： 即日至 2018 年 5月 18日 

參展費用: 每個標準展位收取港幣 10,500元 

參展優惠: 
3月 16日或之前遞交申請可享早鳥優惠(會員價)港幣 8,800元； 
3月 16日或之前遞交申請可享早鳥優惠(非會員價)港幣 9,800 元； 

參展優惠： 

獲批核的參展商可享每個標準展位提供 1 間四星級或以上酒店房間，共 3
晚免費住房（參展人員需提供外籍護照、回鄉卡、港澳居民證等）。 
獲批核的參展商可免費申請使用「香港館」主舞台作產品宣傳及推廣活動，
大會將視乎申請情況作安排並保留最終決定權。 

申請資格： 
 

申請公司必須為香港食品企業，於招展期內需提交(1)參展申請表格、(2)
公司簡介表，以及(3)香港商業登記證副本。(*有關資料僅供本會審核之用) 

查    詢： 梅小姐(電話：3925 6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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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經典、敢於創新：利用“香港品牌效應”協助香港食品企業發展內地市場」項目 

2018第 9屆武漢糖酒食品交易會 

 

(一)參展申請表格 

 

請填寫此表格，簽名及蓋章後回傳至：香港食品委員會梅小姐  

電話：3925 6808 電郵：minnamui@hkfc.org.hk 傳真：(852) 2537 6864 

 

一：公司資料 (以商業登記證內的資料作準並請以正楷填寫) ： 

 

二：業務性質 (請以號註明) ： 

□製造商 □代理商 □進出口商 □投資促進機構 

□資訊諮詢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參展目的： 

□信息收集  □拜會客戶 □開拓市場 □零售 

□尋找合作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有興趣於展會內參與的貿易活動： 

□貿易洽談會  □產品推薦會 □其它  

  

五 : 參展展品（請詳細填寫每一項，沒有申報的產品現場不允許銷售）： 

(1) 

(2) 

(3) 

(4) 

＊如空間不足，請另附參展展品列表以作申報 

 

公司名稱(中文) : *將使用於公司招牌板 

 
    (英文) :  

  

電話 

 

: 

 

 

 

傳真 

 

: 

 

 

地址 

 

: 

 

   

 

聯絡人 

 

: 

  

職位 

 

: 

 

 

聯絡人電話 

 

: 

  

聯絡人手

提 

 

: 

 

 

電子郵箱 

 

: 

  

公司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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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展產品是否有專利證書：     

□是 □否   

 

七：申請展位： 

展位類型 每個售價(港幣) 數目 金額 

標準展位 (9平方米)    

參展費用總計（港幣）： 
 

「香港館」展位申請專用 － 保證金  

（*保證金將於展會結束後 2個月內退還；如參展商違反大會規定，保證金將會被扣除。） 

每個申請需繳交港幣 2,000 元作展位管理保證金 

(每公司計) 
港幣 2,000 元   

展示的食品或飲品如需於現場經翻熱或進行試食 

試飲等，需另外繳付港幣 1,000元作展位清潔保證金 

(每公司計)  

港幣 1,000 元 

  

保證金總計（港幣）： 
 

註： 

1. 招展期由即日至 2018年 5 月 18日。 

2. 付款方式: 參展商在遞交表格時，需以參展公司劃線支票分別繳付全數參展費用及保證金。 

     支票抬頭：香港食品委員會有限公司或 The Hong Kong Food Council Limited 

3. 申請經批核後，本會將向 貴公司發出一封「參展確認信」。 

 

 

八：參展特別聲明 

 

本公司知悉主辦機構(香港食品委員會)保留一切拒絕參展的權利。本公司已詳問及同意遵守此表格附

例的參展商條款及守則，以及將不時自行留意各政府部門及機構所訂定其他條例及法則，以確保沒有

違反任何規定。任何因違反條款、守則、條例或法則而招致的投訴或訴訟，本公司知悉大會概不負

責，亦無需作出任何賠償。 

 

本公司保證參展商品是本國本地區的合格產品，參展企業具有不可置疑的法律地位，如有不符，將承

擔其法律與經濟責任。 

   

公司蓋章及負責人簽署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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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第 9屆武漢糖酒食品交易會 

 

(二) 公司簡介表 

 

請填寫此表格，於 5月 18 日前簽名及蓋章後回傳至：香港食品委員會梅小姐  

電話：3925 6808 電郵：minnamui@hkfc.org.hk 傳真：(852) 2537 6864 

 

公司/廠房名稱： 

代表人姓名： 職位： 

辦事處地址： 

電話： 傳真： 電郵： 

網址： 

本公司/廠房屬   □ 有限公司   □ 合營公司 □ 獨資經營公司  

開業日期： 僱員人數： 

*商業登記號碼.： 

業務範圍： 

產品/品牌： 

內地設廠/海外投資地區： 

簽署及公司蓋章： 

 

日期： 

  ＊ 請附上商業登記證副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