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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貨運、住宿及其他服務資料 

5.1 大會貨運 

韓生展覽貨運有限公司是香港國際影視展的大會貨運代理，為參展商提供清關、保險及貨物
托運等廣泛服務。 

 

  大會貨運代理與參展商的委託貨運協議，能確保所有展品在展覽會日期前到達會場，以進行
清關或拆箱手續。 

 

 海外參展商或代理可直接依下列地址與大會貨運代理聯絡，安排托運事宜，有關詳情請索閱
該公司的服務指南。 

 

 重要事項 

 

 請確保展品不要送往香港貿易發展局。 

韓生展覽貨運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沙田安心街 19 號 

匯貿中心 13 樓 13 室 

電話：(852) 2367-2303 

傳真：(852) 2369-0479 

電郵：info@hansenhk.com 

聯絡人：陳瑾宏/ 耿達光先生 

 

 

5.2 大會速遞服務 

  

 敦豪國際速遞（香港）有限公司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影視展的大會速遞公司，於展覽會期間，
香港郵政之服務櫃位將設於展覽廳 1A 大堂之客務中心。 

 

敦豪國際速遞（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 : 香港九龍灣宏照道 38 號, 企業廣場 5 期第 1 座 26 樓 

電話 : (852) 2400-3398 

電郵 : hkgwebcust@dhl.com 

網址 : www.dhl.com.hk 

 

5.3 大會航空公司 

國泰航空及港龍航空致力連繫世界各地的乘客，讓乘客旅途更添舒適。作為是次展覽會的大

會指定航空公司，國泰及港龍航空誠意為您及同行貴賓提供各項商務及經濟客位之獨家機票
優惠。請即登入國泰航空下列網址：http://events.cathaypacific.com 並輸入是次展覽會代
碼 (MICE XXX)，即可查詢票價及訂票。此外，您亦可聯絡國泰航空或港龍航空，以展覽會
代碼查詢優惠詳情。 
國泰航空訂位部：(852) 2747 1888 www.cathaypacific.com 

港龍航空訂位部：(852) 3193 3888 www.dragonair.com 

馬可孛羅會會員服務中心：(852) 2747 5500 

「亞洲萬里通」服務熱線：(852) 2747 3838 www.asiamiles.com 

 

 

 

http://www.asiamil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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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地區 訂位部熱線 

澳洲 

 
131-747 

巴林 

 
(973) 1722-6226 

加拿大 

 
1 (800) 268-6868 

中國內地 

 
400-888-6628 

法國 

 
0-811-706050 

德國 

 
49 (69) 71008-777 

印度 

 
91 (22) 6657-2222 

印尼 

 
62 (21) 515-1747 

意大利 

 
199-747-340 

日本 

 
0120-46-3838 

韓國 

 
82-1644-8003 

馬來西亞 吉隆坡 60 (3) 2035-2777 

 

檳城 60 (4) 261-8397 

荷蘭 

 
31 (20) 653-2010 

新西蘭 

 
64 (9) 379-0861 

菲律賓 馬尼拉 63 (2) 757-0888 

 

宿霧 63 (32) 231-3747 

卡塔爾 

 
974 4457-4000 

沙特亞拉伯 吉達 966 (12) 655-3088 

 

利雅得 966 (11) 479-3232 

新加坡 

 
65 6533-1333 

南非 

 
27 (11) 064-1100 

斯里蘭卡 

 
94 (11) 233-4145 

瑞士 

 
0848 747-000 

台灣 

 
886 (2) 2715-2333 

泰國 曼谷 66 2-787-3366 

阿聯酋 阿布扎比 971 (2) 742 3311 

 

杜拜 971 (4) 204 2888 

英國  44 (20) 8834-8888 

美國 

 
1 (800) 233-2742 

越南 河內 84 (4) 38 267 298 

 

胡志明市 84 (8) 38 223 203 

 

5.4 特惠酒店 

主 辦 單 位 特 別 邀 請 了 數 間 酒 店 作 為 大 會 指 定 酒 店 ， 詳 情 請 細 閱 網 站 上
（www.hktdc.com/hkfilmart）「參展商中心」內「旅遊支援」之「特惠酒店」資料。 

 

5.5 印刷服務 

香港印刷服務一向以優良品質，信譽和合理價錢聞名。參展商只需將設計製作成電腦光碟或
經網上傳送，印刷公司便可為目錄，傳單，手冊和名片等輸出數碼或柯式印刷。此項服務不
但可節省手續和運費，更可提供不時之需的更改服務。有關印刷服務機構可參閱香港印藝學
會（為一間推動香港印刷業的非牟利團體）所提供的網頁www.gaahk.org.hk。 

 

5.6  臨時僱員/傳譯招聘機構(衹供參考) 

 

ADECCO Personnel Limited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77-79 號華比富通大廈 12 樓 

電話：(852) 2895 2616 傳真：(852) 3421 2970 

http://www.hktdc.com/hkfilmart
http://www.gaa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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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dler Macleod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 148 號粵海投資大廈 8 樓 
電話：(852) 2833 4100 傳真：(852) 2152 9921 

 

Manpower Services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銅鑼灣謝斐道 482 號信諾環球保險中心 22 樓 

電話：(852) 2281 1200     傳真：(852) 2573 3205 

 

 Team Spirit 

 香港銅鑼灣渣甸坊 5-19 號京華中心 608 室 

 電話：(852) 2881 0873 傳真：(852) 2890 9165 

 

Williams (Hong Kong) Ltd. 

香港灣仔譚臣道 98 號運盛大廈 15 樓 B 室 

電話：(852) 2845 6777 傳真：(852) 2845 0689 

 
註： 以上機構/公司之資料只供參考用，參展商毋須一定聘請其中任何機構/公司為其服務。主辦機構對任何

機構/公司的表現和信譽概不負責，參展商於選擇聘用時，請自行作出權衡。 

 

5.7 展台承建商：(衹供租用展覽空地的參展商參考) 

 有關本地承建商之資料，參展商可參閱「香港展覽會展台承建商名錄 2018」小冊子(Directory 

of Exhibition Stand Contractors in Hong Kong 2018 )。 

 
註：參展商毋須一定聘請小冊子內之承建商為其服務。主辦機構對任何承建商的表現和信譽概不負責，參展

商於選擇聘用時，請自行作出權衡。 

 

5.8 保安服務 

根據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許可之標準條款及條件，參展商於展覽期間可因應個別須要而選擇聘
用護衛員。但參展商必須通過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指定之護衛員承辦公司聘用護衛員。 

 

參展商可直接向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保安部申請聘用護衛員。電話：(852) 2582 7195 電郵：
spencerchan@hkcec.com 聯絡人：陳先生。  

 

參展商必須於展覽會舉行前最少三星期申請委聘護衛員，否則將被徵收遲交申請附加費。 

 

5.9 大會商務中心 

 富士施樂(香港)有限公司是香港國際影視展的指定商務中心。 

 

 富士施樂(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 : 新界葵涌永業街22-26號永豐工業大廈11樓 

 電話 : (852) 3650-6563 

 傳真 : (852) 2505-3762 

 電郵 : Vincent.Tam@hkg.fujixerox.com 

 網址 : www.fujixerox.com.hk  

 

5.10 攤位清潔 

 主辦機構於每天展會結束後，負責各攤位 （不包括展品）和通道的一般清潔工作。 

 

mailto:spencerchan@hkc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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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公眾停車場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地庫設有兩個大型時租停車場，入口分別位於港灣道及博覽道。 

 

5.12. 保安預防措施 

 主辦機構及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將採取合理之保安措施，確保展覽會可順利進行。但攤位內之
保安及防盜則仍有賴參展商多加注意。請各參展商遵守下列之保安規定： 

 

 駐守攤位 

 參展商應安排足夠職員駐守攤位，並全日提高警覺。不可隨便放置展品。留意進入攤位內之
買家，每次展示小量產品，以防被竊。 

 

 罪案報告 

 遇有緊急事件或可疑人物，參展商應立即通知： 

 a) 主辦機構 （於主辦機構辦事處當值的香港貿易發展局職員） 

 b)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保安部會場內線 33） 

 

 參展商如需要保安協助或意見，可與下列機構聯絡： 

 香港警察防止罪案科 

 電話 ：(852) 2301 1110 

 傳真 ：(852) 2366 0844 

 聯絡人 ： 蔣國華督察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電話 ：(852) 2582 7192 

 傳真 ：(852) 2582 7127 

 聯絡人 ：張先生（保安部） 

  

5.13.展覽會連線上網安排 

如貴公司在展覽會期間需要穩定流暢之網路連線作商務洽談用途（如網頁示範、檔案下載或
遠程連接電腦伺服器等），本局強烈建議閣下訂購一條獨立的寬頻上網線路以便在展位中使
用，避免依賴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提供之無線上網服務（申請程序請見「申請表格」內的表格

五）。 

 

各參展商亦必須注意會展中心提供之免費無線上網服務只能為有限的使用者提供輕量及臨
時的上網用途。因此在展覽會期間網路可能出現連線失敗，不穩定或緩慢等情況，且若連線
後停止瀏覽網頁超過 10 分鐘，無線上網服務亦會自行中止。另外貿發局亦會在展覽會的一
些指定地點提供免費寬頻服務，為參展商及買家提供多一個上網的渠道。 

 

如閣下在展覽會期間遇有無線網路覆蓋及使用方法的問題或需要協助，請前往博覽道入口大
堂之服務台或致電熱線：(852) 2582 1846 / 2582 1849。 

 

5.14.免費宣傳機會 

為協助各參展商增强宣傳效益，大會鼓勵參展商於展會開幕當日準備約 30 份新聞稿連相片
並送往展會的「新聞及網上廣播中心」，讓海外及本地媒體索取。此服務乃免費提供予參展
商。 

 

貴公司之資料能否被採用或刊登由該媒體決定。所交資料，概不發還。 

 

如有疑問，可聯絡蔡靜華小姐 電話：(852) 2240 4135，傳真：(852) 2169 9199 或電郵：

syria.choi@hktdc.org 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