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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商 (“參展商”) 資料:  

參展商之資料將放在是次展覽之會刊及 BRIFE 2018 網頁上。  

* “公司名稱” 應與商業登記證上相同，並將作為製作展台名牌及參展商名稱之用。 

*公司名稱 

英文: 

 

中文: 

郵寄地址: 

 

城市 / 縣 / 省: 郵編： 國家： 

 

電話：           /            / 
         國家區號           城市區號                        號碼 

傳真：           /            / 
         國家區號           城市區號                        號碼 

公司電郵： 公司網站： 

商業登記證號碼: 請附上商業登記證副本  

 

帳戶資料: 

聯絡人 (先生 / 女士)： 

 

職位： 

聯絡人電郵： 

 

聯絡人電話：         /           / 

手提電話:            /           / 

                  國家區號           城市區號                       號碼 

發票郵寄地址 (如與上述不同): 

 

城市 / 縣 / 省： 

 

郵編： 國家 / 地區： 

參展產品 / 服務 / 品牌:             

*下面填寫之資料將用於是次展覽之會刊和BRIFE 2018網頁之產品分類中。 

產品 服務 

 小食 
 餅乾 
 海鮮 
 肉類 
 家禽肉類 
 減肥食品 
 清真食品 
 乳製品 
 穀面類 
 健康食品 
 罐裝食品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機食品 
 急凍冰鮮食品 
 麵包 
 脫水食品 
 帶酒精飲品 
 非酒精飲品 
 醬油調味 
 加工食品 
 甜食 
 鮮果蔬菜 
 方便食品 
 糧油食品 

 物流 
 銀行服務 
 會計 
 稅務 
 電子商貿 
 法律服務 
 金融服務 
 投資基金 
 食品包裝 
 質檢認證 
 食品處理機器 

 食品設備及技術 
 銷售代理  
 銷售代表 
 製造商 
 零售  
 批發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業務範圍 (請列明國家及地區): 
 

品牌: 請附上品牌登記證及商標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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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價格 

展台類型 標準展台1 特級展台2 空地 (最少18平方米及為9之倍數 ) 

單邊開 HK$31,980  
US$4,100  

x _______ 
x _______ 

HK$35,490  
US$4,550  

x _______  
x _______ 

HK$ 3,127 / 平方米
 
 

US$ 400 / 平方米
  

 

x _______ 
x _______ 

兩邊開 

展台位置均須由主辦機構最後確認。 

HK$33,560  
US$4,305  

x _______ 
x _______ 

HK$37,440  
US$4,800  

x _______ 
x _______ 

收費 (A) 合共:  ________  (B) 合共: ________ (C) 合共: ____________ 

聯合參展商費用 (聯合參展商必須單獨註冊，並受本文所包含的協議條款所約束) 

(D) 每名聯合參展商費用 HK$780 x _________ / US$100 x _________  

實付 (A+B+C+D) = HK/US$ ___________ 

請列出其他要求 (主辦機構保留展位位置之最後分配權): 

訂金，付款條件及退展 

 
先以港幣/美元提交付相等於展覽費用百分之五十的合同訂金，於2018年4月30日或之前付清餘下百分之五十的費用。 
 
在2018年4月30日或之後所收到的申請，必須支付全額展覽費。退展的條款和條件在背頁所列的協議條款中列出。 
 

請將支票 / 銀行匯票 / 電匯至: 
恒揚展覽策劃有限公司: 
銀行名稱及地址: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港幣帳戶號碼: 016-478-7833330070 
美元帳戶號碼: 016-478-7802807510 

人民幣帳戶號碼: 016-478-490224328 
銀行代碼: DHBKHKHH 
地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99號中環中心十六樓 

 
*所有經由銀行收取的手續費，須由參展商支付。 

 

若您有興趣參與展覽會提供的附加推廣活動，請在下面有興趣之項目中加√， 

  舉辦專題演講 

  成為贊助商 

  其他推廣機會 

 

吾等特此同意在上列注明日期或之前支付有關費用，並遵守本參展申請表及其背頁所規定的協議條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簽名 

 

姓名 (請用正楷填寫此表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內部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2] 詳情請參照「首屆香港一帶一路國際食品展」網站 (www.brifexpo.com)                                                                                                

  

 

 
公司蓋章 

http://www.brif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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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條款 
 
1 定義 - 除非本協議條款或上下文另有規定，本協議條款內所使用的下

列術語和短語具有本條規定的含義： 

1.1 條款是指本協議條款。 

1.2 主辦機構指 “FMC Exhibition Co., Limited” 亦即恒揚展覽策劃有

限公司。 

1.3 參展申請表是指附有說明“BRIFE 2018 參展申請表”作申請展覽會攤

位的申請表格。 

1.4 展覽是指 2018 年 6 月 25 日至 29 日在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的「首

屆香港一路一帶國際食品展」。 

1.5 合同是指本協議條款，連同參展申請表和合作參展商表格。 

1.6 參展商是指參展申請表上指定的參展商，包括參展商的任何和所有代

表、董事、經理、員工和代理，以及由主辦單位事先以書面形式批准及

接受的聯合參展商，以及其任何和所有代表、董事、經理、員工和代理。 

1.7 技術機構是指由主辦機構指定以協調展覽的公司。 

1.8 展覽地點指香港的亞洲國際博覽館。 

1.9 展覽費是指參展商在展覽場地所獲分配展台，以及添加聯合參展商的費

用。 

1.10 參展商手冊指主辦機構不時提供予參展商在指定的網址內下載之有關

參展資訊的手冊，該手冊提供展覽會和展覽場地不時增加或變更的資

訊、參展規定、約章及其它有關事項。 

 

2 申請，變更和退展 

2.1 展台或展覽空間的所有申請必根據展覽合同進行。主辦機構有權接受或

拒絕參展申請並作出分配展台，但會儘量考慮參展商的意願。 

2.2 主辦機構保留提前、推遲、轉變或更改展覽地點、展台位置及面積、及

展館平面圖安排的權利。參展商不得對主辦機構有任何索賠。 

2.3 經申請表提出的參展申請，一經接受後，參展商不得退出或減少所申請

的展台面積，亦不得藉此改變或寬減本應付的參展費或其他費用。 

2.4 參展商須以書面形式通過郵件、傳真或電子郵件向恒揚展覽策劃有限公

司或 brifexpo@fmcexhibition.com 提出退展申請，否則參展商的退展

會被視為無效。在 2018 年 4 月 30 日或之前退展的參展商，須付相當

於已取消展覽空間總成本百分之五十的取消費用。 在 2018 年 4 月 30

日之後退展的參展商，須付相當於已取消空間總成本的百分之百的取消

費用。 所有未付的取消費必須在退展確認後立即支付予主辦機構。 

2.5 如參展商未能履行合同所規定的義務時，主辦機構有權在沒有事先通知

或違約的前提下，立即終止合同，並不會為參展商因此而引起直接或間

接的任何損失承擔責任。 

2.6 不限於上述規定，當參展商宣佈破產，接管人被委任或參展商以其他方

式停止其活動時，參展商將被視為未能履行合同所規定的義務。 

2.7 如非主辦機構的過錯而出現所分配的攤位不可使用，亦沒有其他類似攤

位可以提供的情況，參展商有權要求退還已繳付的參展費（不含利息）

作為定額賠償。除此之外，參展商同意不會提出進一步的索賠要求，主

辦機構亦不對其他損失負責。 

 

3 付款方式 

3.1 參展商應按照主辦機構的指示支付所分配展台租金的總費用。 

3.2 於提交申請表所付金額為參展費的百分之五十的按金，該按金在參展商

的申請被主辦機構接受後，將會被視為百分之五十的參展費，並不可退

還。主辦機構將向參展商發送參展費的付款通知。餘數百分之五十的參

展費於 2018 年 4 月 30 日或付款通知上注明的期限內（如有者）到期

繳付。 

3.3 當參展商未能及時履行其付款義務時，逾期支付的款項將逐日計收利

息，年利率為香港滙豐銀行有限公司不時指定的港元貸款最優惠利率加

百分之三。 

3.4 主辦機構保留隨時要求參展商額外提供無息保證金或提供其它形式的

擔保的權利，以支付展覽費或實際或潛在損失的費用的擔保。 

3.5 展覽費以外及參展商手冊中所述的任何其他相關服務費用，以相關付款

通知書上的方式支付。 

3.6 所有款項及匯款，不得扣除任何銀行手續費、貨幣兌換費、政府費用或

稅項，均須按照參展申請表格中的規定，以美元或港幣支付於恒揚展覽

策劃有限公司。 

3.7 當參展商未能支付全部或部份應付款項，主辦機構擁有參展商展台內設

備及展品的留置權。參展商授權主辦機構將留置物品變現或出售，以支

付未付款項。主辦機構將不為由於變現或出售留置物品而引起的損失或

損壞承擔任何責任。 

3.8 如繳款通知書根據參展商的要求發送給協力廠商，參展商仍為主辦機構

的主債務人，直到發票完全付清。 

3.9 如參展商未能按協議條款規定付款支付任何款項，主辦機構有權終止合

同或以其它方法將有關攤位另行處置。 

 

4 展覽空間和展台 

4.1 參展商應保持其展覽空間及展台於展覽其間開放、整潔、整齊。不可進

行任何產品零售。 

4.2 參展商不能分租部分展覽空間或展台。 

4.3 參展商應安排並備妥所有關於在展覽期間施工必要的許可證/牌照、批

文和其他文件，以便在展覽期間為其展覽場地或展台，按主辦機構要求

及在指定時間完成施工。 

4.4 展覽場地或展台的施工，必須經主辦機構或其正式授權的人員批准。 由

主辦機構提供或通過主辦機構提供或由技術機構提供的施工項目，只能

由主辦機構或其技術機構指定或批准的人員操作。 

4.5 不得在展覽期間展示涉及危險或爆炸性或瀕危動物及植物或侵犯任何

第三者的智慧財產權的產品。 

4.6 任何易燃、帶有刺激性氣味或展示時產生噪音、氣味或強光的展品須經

主辦機構的書面批准方可展出。 

 

5 展台搭建、裝修及撤展 

5.1 除非申請表格另有規定（並規定訂購標準展台和其他服務，裝配和安

裝），主辦機構提供標準展覽空間及展台，不包括任何附加服務、裝置

或配件安裝。 任何額外的服務，裝置或配件安裝應由技術機構提供或

事先獲得主辦機構批淮。 

5.2 展覽場地及展台的施工安裝、營運和拆卸以及展品的展示須與主辦機構

協商進行。主辦機構或其正式授權的人員有權就相關事宜發出指示並制

定約章。 

5.3 合同成立後，參展商會獲得參展商手冊，其內容包含有關展覽的進一步

資料，包括有關展台的搭建、安裝及和裝修（例如電話連接，電器安裝

等）、服務和附加配件的訂購表格。此等服務和附加配件將由技術機構

或其代表提供報價單。 參展商必須按照技術機構的指示訂購服務和購

置附加配件，並及時支付相關費用。 

5.4 主辦機構及其技術機構會以書面形式通知參展商，可供搭建、裝飾、必

須完成展場及展台及撤展的日期和時間。 除主辦機構指定的日期和時

間外，不允許進行施工、安裝及搬運。 相關日期和時間可由主辦機構

變更。 

5.5 如果參展商因任何原因未能按照主辦機構規定的日期和時間移除其所

有物品，或不能騰出展覽空間，參展商須承擔所有主辦機構因此而產生

的罰款或任何其他損失。 在不影響主辦機構的任何其他權利或補救措

施的情況下，主辦機構可於指定時間從展覽場地移除參展商的任何財

物，費用由參展商負責，主辦機構對此類財物的損失或損壞不承擔任何

責任。 

5.6 非技術耭構所提供的任何拖工、裝飾及裝配計畫，以及參展商預計活動

的概要，應及時提交主辦機構批核。主辦方可以對參展商的施工計畫、

展台裝飾和參展活動進行必要的修改。 未經主辦機構事先書面批准，

不得進行展台施工、裝飾或進行展覽活動，參展商不得更改已由主辦機

構批核的展台施工、裝飾及參展活動計畫。參展商負責支付其擬議計畫

相關的所有額外費用。 

 

6 責任，賠償及保險 

6.1 在任何情況下，主辦耭構對由參展商造成或承擔的任何費用、損失及損

毀、或對其相關的任何人造成的傷害一概不承擔責任。 

6.2 主辦耭構在展覽期間，對任何或部分技術裝置的正確操作，不承擔任何

責任，也不對由相關操作而造成的任何損失負責。 

6.3 參展商須對由其直接或間接引起，在展覽會場館或協力廠商財產造成的

任何損失，承擔全部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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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參展商須承諾就其在展覽期間在展覽場地或展台內所有有關但不限於

因施工、裝飾、營運、活動或拆卸所造成索償、訴訟的身體損傷、傷害

或死亡，對主辦機構作出賠償。 

6.5 所有因參展商違反合同規定，由主辦機構所引起的法律程式、法律和其

他專家援助的費用，均由參展商承擔。  

6.6 參展商應對其財產和人員購買相關保險，對其財產或其人員的一切損

失，以及由其財產及人員對展覽場館財產或其他協力廠商的所造成的損

失，作出賠償。 

6.7 在 BRIFE 2018 展覽會進行期間, 所有參展商均須遵守主辦機構所制

定有關熱帶氣旋 (俗稱 "颱風") 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的緊急應變措施。 

如 BRIFE 2018 展覽會的開放或運作受到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或黑色

暴雨警告信號影響, 主辦單位不會承擔任何由惡劣天氣所引起的責任, 

損失, 損害, 成本和費用。 

 

7 宣傳 

7.1 非參展商不得以任何免費或付費形式宣傳。未經主辦機構事先書面許

可，參展商不得在展覽空間或展台以外放置或派發展品及廣告材料，不

得就展覽經由電台或電視廣播作任何公告，也不進行商業錄音。 

7.2 參展商允許主辦機構及其所授權的人員或法律機構，就參展商所提供之

資料出版展覽目錄。參展商須按主辦機構指定的方式及時間，向主辦機

構提交所需資料。主辦機構對所出版的展覽目錄中的任何錯誤及遺漏，

不承擔任何責任。 

 

8 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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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

何各方面均沒有違反或侵犯任何第三者的權利，包括所有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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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商須同意並遵守主辦機構所制定參展資訊手冊中有關保護智

慧財產權及投訴程式的條款和規則。 遇有任何違反智慧財產權之事

項，主辦機構有權即時中止本合約並對參展商作出追討，及保留一切法

律權利。 

 

9. 雜項 

9.1 展覽場地及展台的餐飲活動和餐飲相關活動，僅在主辦機構事先書面批

准後方可進行。若參展商於展覽空間或展台內儲存從主辦機構指定之餐

飲部門提供之飲料及食品，則可豁免而不需提出申請。主辦機構可向參

展商徵收與餐飲活動有關的額外費用。參展商須同意主辦機構所制定參

展資訊手冊中有關食物安全的條款和規則。  

9.2 主辦機構及其授權的人員，可免費進入所有展台及展覽空間。參展商應

遵守相關人員的指示。其中，消防、員警或類似的政府機關的官員、主

辦機構所授權的保安人員，均被視為合同所授權的人員。 

 

 

 

 

 

 

 

 

 

 

 

 

 

 

 

 

 

 

 

 

 

 

9.3 如參展商直接或間接在展覽館造成滋擾，主辦機構有權關閉其展覽空間

或展台，並要求相關參展人員或產品離開會場，以恢復會場秩序。發生

此類事件時，主辦單位有權立即終止參展合同，參展商將不會獲得任何 

得到賠償的權利。參展商須對一切由其所造成之滋擾而引起的費用，以

及相關的措施，負全部責任。 

9.4 展覽場地的協定條款是本協定條款的補充。如有衝突，除非主辦單位另

有規定，則以本協議條款為准。 

9.5 如參展商者未能履行根據合同對主辦機構的義務，主辦機構有權: 

    .在未經法院事先介入的情況下，留置或寄存參展商在展館內的貨 

物，相關費用和風險由參展商承擔，以促使參展商履行其義務。 

 

10 一般條款 

10.1 參展商同意接受本協議條款的約束。任何其他協議，個別許可或安排，

須由主辦機構書面確認。 

10.2 在展覽場館組織展覽的規則，已納入本協定條款。如有衝突，除非主辦

機構另有規定，以本協議條款為准。 

10.3 本協議條款的適用法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參展

商同意香港法庭具有非專屬性質的司法管轄權。 

10.4 其他條款和條件，除已經由書面形式向主辦機構提出並獲接納，並不適

用於本協議條款 

10.5 主辦機構有權對本協議條款尚未規定的所有事項進行裁決，及對其進行

必要的修改或補充，並對參展商具有約束力。 

10.6 本協議條款的不同語文版本，若出現不一致的意思或內容有偏差時，以

英文版本為准。如果上述某項條款無效或失效，將不影響本協議條款其

他條款的效力。 

10.7 本協議條款，申請表及參展商手冊及所有其他由參展商與主辦機構簽訂

的合同，及協定將構成完整的合同。任何其他陳述或口頭協議不被視為

合同的一部份。如本協議條款與申請表或其他合同和協議出現不一致，

應以本協議條款為准。 

10.8 參展商在展覽會結束後的六個月之後或申請表上注明的日期的九個月

後（以較早的日期為准）對主辦機構提出任何的索賠均不得受理。主辦

機構在本合同中對參展商的賠償責任上限，為主辦機構從參展商收到的

費用總額。 

10.9 參展商將承擔主辦機構為追回該參展商應付款或為實施本協定條款而

發出的與參展商有關的一切費用和成本（包括支付全部法律費用）。主

辦機構有權以對該參展商的應付款抵銷對該參展商的應收款。 

10.10 本協議條款並不構成主辦機構與參展商之間存在租客與業主關係、合

夥關係或委託代理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