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租用展覽淨地自建展台之特裝參展商須知 

致各特裝參展商： 

 

煩請特裝參展商遵守下列守則搭建 貴司展台，並於 4 月 20 日(星期三)前填妥附件之 表格一 – 承建商資

料申報表 連同展台設計圖(三份)包括展台尺寸、立體圖、平面圖、效果圖，連同電力裝置圖及展台施工圖 

郵寄至本局(地址︰香港灣仔港灣道 1 號會展廣場辦公大樓 38 樓，收件人︰Kara Yu) 及電郵至

kara.ky.yu@hktdc.org 供大會及展館審批。 

 

特裝參展商須知: 

- 展館內的自建展台高度限於 3.5 米或以下。任何參展商的展台若高於 3.5 米，必須先將有關圖則給予

主辦單位審批並獲得主辦單位的書面同意方可施工 

- 標準展台高度擬定約為 3 米 

- 根據防火條例，請不要覆蓋展台天花 

- 請謹記向大會指定承建商申請電力供應，及直接支付有關費用給大會指定承建商/場館 

- 展台須清楚註明公司名稱及展台號碼 

- 大會向特裝參展商只會提供地毯 (不設更換顏色) 

- 特裝參展商須於進場前將有關費用包括特裝參展展台施工押金、垃圾清運押金、場地管理費等直接交

予大會指定承建商/場館 

- 佈展期間，展會場館將有機會向參展商收取特裝管理費及施工証行政費。 

 

請根據下列施工規則及時間表搭建展台: 

消防安全： 

- 展館內嚴禁吸烟，每個特裝展台必須在易見處粘貼 200mmX200mm 正方形禁烟標識，100 ㎡以下不

能少於 2 處，100 ㎡至 300 ㎡不能少於 4 處，300 ㎡以上不能少於 6 處，二層結構的展台在此基

礎上增加 50%。 

- 展館內嚴禁使用易燃（彈力布、稻草等）、易爆物品以及含有輻射、放射、有毒、腐蝕性高揮發物品

等。 

- 為安全起見，於展會期間參展商應妥善安排所有包裝物料，例如紙箱、木箱、塑膠包裝材料等，不可

存放於展位橫樑上或靠近電力裝置、射燈及燈飾展品的地方, 及隨意棄置於展位外。如因此舉構成之

危險，引致火災及展位倒塌，主辦機構將保留追究之權利。一經發現違規處置之包裝物料，主辦機構

將代為處理，不予發還，並不作另行通知，主辦機構一概不會就包裝物料之遺失或損毀負責。請參展

商妥善處置所有包裝物料，參展商有責任自行與貨運安排代為存放，或儲存於展台內。 

- 展館內嚴禁私拉、亂接電源綫；照明燈具、霓虹燈、各種用電設施及材料應具有國家專業安全認證，

應按照國家電氣規程標準施工、安裝和使用。嚴禁使用麻花電綫連接電器設備，應當使用標準的雙護

套阻燃電綫連接電器設備，展台電路、電器必須採用接綫端子連接。電路、電器的安裝必須由持有有

效操作證件的人員進行施工，展會期間電工必須隨身携帶操作證件，以備核查。 

- 請參展商選擇環保和阻燃材料進行展台裝修，不得使用可燃或易燃材料進行搭建和裝修。電源接頭應

採用脫離後無觸點外露的插拔組件連接，如採用端子連接，端子必須完全封閉，不得外露(可採用阻燃

絕綠明裝盒封閉)。所有電源線均應使用雙層絕緣護套銅線，絕緣強度須符合標準。根據用電量選配導

線截面積，連接燈具的絕緣導線最小截面積為 1mm²。易燃材料背面必須刷防火塗料。所有特裝展台

不得做成全封閉形式，以確保參觀人士的正常流動和緊急情況下的人員疏散之需。 



 
 
 
 
  
 
 
 
 

 

 

- 展台燈箱製作，必須採用防火塗料進行防火處理；燈箱內燈具安裝必須要與燈箱主體有一定距離空間；

燈箱製作完畢必須預留散熱空。 

- 特裝展台必須配備合格、有效的乾粉滅火器具(2 公斤起)，滅火器在展台入場施工時必須均勻擺放在

展台區域四周明顯、易操拿的位置，便於消防檢查和使用，滅火器配備標準爲 50 ㎡內 4 具，50 ㎡外

每增加 50 ㎡增加 2 具（不足 50 ㎡按 50 ㎡計算），以此類推。搭建二層建築的展台，滅火器配置

標準在此基礎上增加 50%。爲保障展會安全，必須統一使用場館提供的滅火器材。 

- 所有特裝展台，安裝吊頂裝飾，不得超過展台總面積三分之一，採用紡織品吊頂，在安裝過程中必須

與燈具保持 50 公分以上距離，並要對採用的紡織品做防火處理。 

- 佈展施工必須在自有展台範圍內進行，不得超範圍跨區佈展，施工材料、工具應規範、平整放置在本

展台範圍內，不得竪立、堆碼在展台中市和消防通道，如阻塞通道，展館將視其爲廢棄物料處理。 

- 嚴禁利用展館頂部網架作爲吊裝展台結構的工具，嚴禁在防火捲簾門下搭建展台及堆放物品，嚴禁遮

擋展館消防設施設備（消火栓、紅外對射、監控探頭、消防通道等）。館內嚴禁吸煙，嚴禁使用明火。  

- 展館內禁止電、氣焊（氣體瓶嚴禁入館）等明火作業。如必須使用的單位，需提前向場館施工管理辦

公室書面申請、安全承諾書並附上操作人員的相關證件，申請通過後，在繳納相關動火費用（人民幣

300 元/1 處/1 天）並採取有效的防範措施、配置相應數量的滅火器後方可使用。違者將按相關規定

嚴肅處理。 

 

展台保險: 參展商所聘用的展台承建商必須購買有效之公眾責任保險。每次事故賠償限額不少於港幣 1,000 

萬，而保險期內累積賠償額則須無限。保險範圍應包括但不限於人身傷害、財物損毀。私人承建商必須一

直於展覽期間〔包括進場及離場〕就私人承建商的財物及其活動及其他項目存有生效及充足的保險，包括

盜竊、火災、財物損毀、意外、自然災害、天災以及其他通常由承建商投保的及主辦機構要求投保的風險。

保險有效期須包括進場、展覽期間及離場〔即 2016 年 5 月 10 至 13 日〕。承建商須於指定日期前將其

保險單副本交予主辦機構。 

 

展場限制﹕展台裝修高度為 3.5 米，嚴禁超高。如有違反，主辦單位有權要求其修改。展館地面承重為每

平方米 2 噸，展位及展品不得超過該地面負荷限制。展架後方距展館牆壁須保持 3.5 米距離。在消防器材、

衛生間和配電箱等公共設施處須保持 3 米距離。請勿擅自在展場內的天花懸掛吊垂飾，不得在地板、牆壁

或建築物的任何部份安裝固定裝置。請勿在展廳牆壁面上使用粘膠物，有關搭建的詳細規定請向主辦單位

或大會指定承建商咨詢。因展台搭建和拆除而造成的展場損壞，由參展商負責賠償。 

 

展台界限﹕展台內任何設施不得超過劃定的展台界限，參展商的展品不得妨礙其他展商。 

 

加班申請﹕於施工、佈展及撤展日均不批准加班。 

 

展具運輸﹕如參展商須於佈展前一天夜間將裝載展品、展架的車輛駛進館，期間必須服從展館和主辦單位

統一調度，有序進館。裝卸貨物後，車輛應迅速離開展館，不可進行任何施工。為方便佈展，參展商請將

桌椅、展具隨展架一次性由運輸車輛運進展館。運輸進館安排以場館最後決定為準。 

 

香港貿易發展局 謹啟 

2016 年 3 月 29 日

  



 
 
 
 
  
 
 
 
 

 

表格一 – 承建商資料申報表 (只限特裝參展商) 

致 : 香港貿易發展局服務業拓展部               截止日期 : 2016年 4月20日 （星期三） 

Miss Kara Yu 

地址 : 香港灣仔港灣道 1 號會展廣場辦公大樓 38 樓 

電話 : 2584 4284               傳真：3915 1402 

電郵：  kara.ky.yu@hktdc.org  

 

Custom-built Participation Exhibitors using own contractors to decorate their booths, please inform your 

appointed contractors to comply with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set by HKTDC. Exhibitors or contractors 

MUST submit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特裝參展商，請將「租用展覽淨地自建展台之特裝參展商須知」

交給承建商並確保他們遵從現場施工守則，特裝參展商必須於截止日期前遞交下列資料︰ 

1. The plans of special design (with full dimension) must be submitted for approval. Once the design is 

approved, no alternation would be made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from the Organiser. 所有展台設

計(須列明尺寸)送交主辦單位批核，一經審核，若非得到主辦單位書面許可，參展商不得擅自更改。 

2. No admission for contractors if the deposit has not been paid or if the plans for such work have not 

been received and approved. 關於施工按金，請直接交予大會指定承建商/場館。主辦單位或會場有

權拒絕任何未付清按金及圖則未被批核之人士入埸。 

 

Exhibitor Information 參展商資料 

公司名稱 ：    

展台編號 ︰  面積︰           尺寸：      米 X      米  

 

Contractor Information 承建商資料 

公司名稱 ：     

聯絡人 ︰  職位︰  

地址 ：    

電話 ：  傳真：  

電郵 ：  流動電話：  

會埸監督聯絡人：  流動電話：  

 

I hereby authorise the above-appointed contractor(s) to liaise directly with HKTDC and confirm my acceptance 

of the Rules & Regulations set by HKTDC. 本人特此授權上述承建商直接聯絡香港貿易發展局商量有關事宜及

遵守香港貿易發展局所定守則。 

 

參展公司蓋章及簽署：  日期：  

(參展商蓋章必須與參展表格上的蓋章相同。)  

mailto:kara.ky.yu@hktd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