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  货运、住宿及其他服务资料 
 

5.1  展台货运商 
 
有关本地货运商之资料, 参展商可参考以下资料(排名不分先后)或登入香港展览会议业协会
之网站：www.exhibitions.org.hk/english/members_company_a.php 
 
诚志货运(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九龙深水埗福华街 27 号朝光商业大厦 9 楼 

联络人: 梁凯杰先生 

电话: 852 2396 2518 

传真: 852 3615 6302 

电邮: garrick.leung@achievefreight.com 

 
泛联展览物流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新界葵涌葵福路 93 号中信电讯大厦 21 楼 2105 – 2107 室 
联络人: 赵沛良先生 
电话: 852 2211 8200 
传真: 852 2866 2421 
电邮: bchiu@agilitylogistics.com 
网址: www.agilitylogistics.com 
 
安普特物流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湾仔摩理臣山道 9 号天乐广场 31 楼 
联络人: 萧颖聪先生 (项目经理) 
电话: 852 2877 0538 
传真: 852 2877 0505 
电邮: kenny.siu@aptshowfreight.com 
网址: www.aptshowfreight.com 
 
保昌展览搬运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九龙九龙湾大业街 59 号三湘九龙湾货运中心 1 字楼 A 室 
联络人: 梁宝仪小姐 (销售经理) 
电话: 852 2798 6628 
传真: 852 2796 5606 
电邮: info.hkg@exhibition.baltrans.com 
网址: www.baltrans-exhibition.com 
 
一龙企业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铜锣湾谢斐道 500 号维安商业大厦 15 楼 B 室 
联络人: 黄碧娟小姐 
电话: 852 2836 5166 
传真: 852 2838 4856 
电邮: dragonlk@netvigator.com 
 
金怡国际展运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湾仔谭臣道 98 号运盛大厦 26 楼 
联络人: 林淑芳小姐 
电话: 852 2563 6645 
传真: 852 2597 5057 
电邮: joanna@jes.com.hk / info@jes.com.hk 
网址: www.je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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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斯环球(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九龙弥敦道 430-436 号弥敦商务大厦 16 楼 A&D 室 
联络人: 张妙珊小姐 (项目主任) 
电话: 852 2111 1151 
传真: 852 2111 1150 / 852 2111 1152 
电邮: ada@rogershk.com /info@rogershk.com 
 
全球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九龙湾宏光道 39 号宏天广场 35 楼 
联络人: 何志明先生 (项目主任) 
电话: 852 2585 9688 
传真: 852 2379 9298 
电邮: raymond.ho@dbschenker.com 
网址: www.dbschenker.com.cn 
 

 
 注：以上资料只供参考用。参展商毋须一定聘请其用任何货运商为其服务。主办机构对任何

货运商的表现和信誉概不负责。参展商于选择聘用时，请自行作出权衡。 
 
 重要事项 
 
 请确保展品不要送往香港贸易发展局。 
 

5.2  特惠酒店 
主 办 单 位 特 别 邀 请 了 数 间 酒 店 作 为 大 会 指 定 酒 店 ， 详 情 请 细 阅 网 站 上
（www.hktdc.com/hkfilmart）「参展商中心」内「旅游支援」之「特惠酒店」资料。 
 

5.3 印刷服务 
香港印刷服务一向以优良质量，信誉和合理价钱闻名。参展商只需将设计制作成计算机光盘

或经网上传送，印刷公司便可为目录，传单，手册和名片等输出数码或柯式印刷。此项服务

不但可节省手续和运费，更可提供不时之需的更改服务。有关印刷服务机构可参阅香港印艺

学会(为一间推动香港印刷业的非牟利团体)所提供的网页www.gaahk.org.hk 。 
 
5.4 临时雇员/传译招聘机构(只供参考) 

ADECCO Personnel Limited 
12/F, Fortis Tower, 77-79 Gloucester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Tel: (852) 2895 2616  Fax: (852) 3421 2970 
  
Manpower Services (Hong Kong) Limited 
22/F, Cigna Tower, 482 Jaffe Road 
Causeway Bay, Hong Kong 
Tel: (852) 2281 1200   Fax: (852) 2573 3205 
 
Team Spirit 
Room 608, Capital Centre, 5-19 Jardine’s Bazaar 
Causeway Bay, Hong Kong 
Tel: (852) 2881 0873  Fax: (852) 2890 9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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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dler Macleod 
8/F, Guangdong Investment Tower, 148 Connaught Road 
Central, Hong Kong 
Tel: (852) 2833 4100  Fax: (852) 2152 9921 
 
Williams (Hong Kong) Ltd. 
Unit 15B, 15/F, Winsan Tower, 98 Thomson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Tel: (852) 2845 6777  Fax: (852) 2845 0689 

 
注： 以上机构/公司之资料只供参考用，参展商毋须一定聘请其中任何机构/公司为其服务。主办机构对任何机构/公司的

表现和信誉概不负责，参展商于选择聘用时，请自行作出权衡。 

 

5.5 展台承建商：(只供租用展览空地的参展商参考) 
 有关本地承建商之资料，参展商可参阅「香港展览会展台承建商名录 2016」小册子(Directory 

of Exhibition Stand Contractors in Hong Kong 2016)。  
注： 参展商毋须一定聘请小册子内之承建商为其服务。主办机构对任何承建商的表现和信誉概不负责，参展商于选择聘用

时，请自行作出权衡。 
 

5.6 保安服务 
根据香港会议展览中心许可之标准条款及条件，参展商于展览期间可因应个别须要而选择聘

用护卫员。但参展商必须通过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指定之护卫员承办公司聘用护卫员。 
 

参展商可直接向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保安部申请聘用护卫员。电话：(852) 2582 7192  传真：
(852) 2582 7127   

 
参展商必须于展览会举行前最少三星期申请委聘护卫员，否则将被征收迟交申请附加费。 
 

5.7  大会速递服务  

香港郵政特快專遞是香港国际影视展 2017 的指定大会速递公司。 

 

香港郵政特快專遞 

 香港上环德辅道中 308-320 号富卫金融中心 21 楼 

 电话 : (852) 2921 2277 

 传真 :  (852) 2541 4868 

 电邮 : lily_nl_yeung@hkpo.gov.hk 

 网址 :  www.speedpost.hk 

  

5.8 大会商务中心 
 富士施乐 (香港) 有限公司是香港国际影视展2017的指定商务中心。 

 

富士施乐 (香港) 有限公司 

新界葵涌永业街 22-26 号永丰工业大厦 11 楼 

电话 : (852) 3650-6563 
传真 : (852) 2505-3762 
电邮 : Vincent.Tam@hkg.fujixerox.com 
网址 : www.fujixerox.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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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大会航空公司 

香港贸易发展局己委任国泰航空公司为是次展览会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国泰航空联同姊妹

航空公司港龙航空诚意为您及同行贵宾提供各项商务及经济客位之独家机票优惠。请即登入

国泰航空下列网址: http://events.cathaypacific.com即可查询票价及订票。此外，您亦可向就近之

国泰航空或港龙航空办事处查询。 

 

国泰航空订位部：     (852) 2747 1888 www.cathaypacific.com 

港龙航空订位部：     (852) 3193 3888 www.dragonair.com 

马可孛罗会会员服务中心：   (852) 2747 5500 

「亚洲万里通」服务热线：   (852) 2747 3838 www.asiamiles.com  

 

国家 / 地区 城市 国泰航空订位电话 

澳洲 阿德莱德 / 布里斯班 / 凯恩

斯 / 墨尔本 / 柏斯 / 悉尼 

131747 

巴林 麦纳麦 (973) 1722 6226 

加拿大 多伦多 / 温哥华 1 800 268 6868 

中国 北京 / 上海 400 888 6628 

法国 巴黎 33 (0) 141 437 575 

德国 法兰克福 49 (180) 5 288 285 

印度 班加罗尔 

钦奈 

孟买 

德里 

91 (80) 4008 8400 

91 (44) 4298 8400 

91 (22) 6657 2222 

91 (11) 4354 4777 

印尼 巴里(峇厘) 

雅加达 

0804 1 888 888 

62 (21) 5151747 

意大利 米兰 / 罗马 199 747 340 

日本 福冈 / 名古屋 / 大阪 / 札幌 

/ 东京 

81 (3) 5159 1700 

 

韩国 首尔 82 (2) 3112 800 

马来西亚 吉隆坡 

槟城 

60 (3) 2035 2777 

60 (4) 226 0411 

荷兰 阿姆斯特丹 31 (20) 653 2010 

新西兰 奥克兰 0800 800 454 

巴基斯坦 卡拉奇 92 (21) 521 8081 

菲律宾 宿雾 

马尼拉 

63 (32) 231 3747 

63 (2) 757 0888 

沙特阿拉伯 吉达 

利雅得 

966 (2) 665 3088 

966(1) 479 3232 

新加坡 新加坡 (65) 6533 1333 

南非 约翰内斯堡 27 (11) 700 8900 

斯里兰卡 科伦坡 94 (11) 233 4145 

台湾 台北 886 (2) 2715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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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曼谷 66 2263 060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迪拜 971 (4) 204 2888 

英国 伦敦 44 (20) 8834 8888 

美国 洛杉矶 / 纽约 /  

旧金山 (三藩市) 

1 800 233 2742 

 

越南 河内 

湖志明市 

84 (4) 3826 7298 

84 (8) 3822 3203 

 

5.10 大会货运代理 
韩生展览货运有限公司是香港国际影视展 2017 的指定大会货运代理。 

 

韩生展览货运有限公司 

沙田安心街 19 号汇贸中心 13 楼 13 室 

联络人: 陈瑾宏先生 / 耿达光先生 

电话 : (852) 2367 2303 

传真 : (852) 2369 0479 

电邮 : info@hansenhk.com 
网址 : www.hansenhk.com 

 

5.11 大会流动电话服务供应商 

iFREE Group (HK) Limited 是香港国际影视展 2017 的指定手提电话服务代理。 
iFREE Group (HK) Limited 
香港九龙尖沙咀弥敦道 132-134 号美丽华大厦 19 楼 1906 室 

联络人: Mr. Thim S. Chiew 
电话 : (852) 2473-8888 

传真 : (852) 2433-3996 

电邮 : tschiew@ifreegroup.com 

网址 : www.ifreegroup.com 

 

5.12 摊位清洁 
 主办机构于每天展会结束后，负责各摊位(不包括展品)和通道的一般清洁工作。 
 

5.13 公众停车场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地库设有两个大型时租停车场，入口分别位于港湾道及博览道。 

 

5.14 保安预防措施 
 主办机构及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将采取合理之保安措施，确保展览会可顺利进行。但摊位内之

保安及防盗则仍有赖参展商多加注意。请各参展商遵守下列之保安规定： 
 
 驻守摊位 
 参展商应安排足够职员驻守摊位，并全日提高警觉。不可随便放置展品。留意进入摊位内之

买家，每次展示小量产品，以防被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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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案报告 
 遇有紧急事件或可疑人物，参展商应立即通知： 
 a) 主办机构 （于主办机构办事处当值的香港贸易发展局职员） 
 b)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保安部会场内线 33） 
 
 参展商如需要保安协助或意见，可与下列机构联络： 
 香港警察防止罪案科 
 电话 ：（852）2721 2486 
 传真 ：（852）2200 4368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保安部) 
 电话 ：（852）2582 7192 
 传真 ：（852）2582 7127 
 
 参展商如需安排特别宣传活动，应预先取得主办机构同意。参展商如因疏忽保安，引致罪案

发生以致影响展览会顺利进行，其日后之参展资格将受影响。 

 

5.15 展览会联机上网安排 

如贵公司在展览会期间需要稳定流畅之网路連线作商务洽谈用途（如网页示范、档案下载

或远程連接计算机服务器等），本局强烈建议阁下订购一条独立的宽带上网线路以便在展

位中使用，避免依赖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提供之无线上网服务（申请程序请見「申请表格」

内的表格五）。  

 
各參展商亦必须注意会展中心提供之免费无线上网服务只能为有限的使用者提供轻量及臨

时的上网用途。因此在展览会期间网路可能出现連线失败，不稳定或缓慢等情况，且若連

线后停止浏览网页超过10分钟，无线上网服务亦会自行中止。另外香港贸发局亦会在展览

会的一些指定公众地点设立提供免费宽带服务，为參展商及买家提供多一个免费宽带服务

的渠道。  

 
如阁下在展览会期间遇有无线网路覆盖及使用方法的问题或需要协助，请前往博览道入口

大堂之服务台或致电热线：(852) 2582 1846 / 2582 1849。 
 

5.16 免费宣传机会 

为协助各参展商增强宣传效益，大会鼓励参展商于展会开幕当日准备约 30 份新闻稿连相片

并送往展会的「新闻及网上广播中心」，让海外及本地媒体索取。此服务乃免费供予参展

商。 

 

贵公司之资料能否被采用或刊登由该媒体决定。所交资料，概不发还。 

 

如有疑问，可联络filmart@hktdc.org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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