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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贸促联〔2020〕1 号 
                                                        

 

关于组织参加2020澳门国际品牌连锁 

加盟展的通知 

 

各市州贸促会、有关单位： 

为充分发挥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

台的优势，推动湖北品牌走向世界、引进国际知名品牌走进

湖北，我会拟组织企业参加 2020 年 10 月 22 日至 24 日在澳

门举办的“2020 澳门国际品牌连锁加盟展”。 具体如下： 

一、展会时间 

2020 年 10 月 22 日至 24 日 

二、展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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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威尼斯人酒店 

三、展会介绍 

澳门国际品牌连锁加盟展(MFE)集展览、论坛、商业配

对和推介会为一体，每年吸引来自全球的投资者到来寻找商

机，以及与同业联系交流。在过往数年，为数不少的品牌已

成功透过 MFE 在本地市场发展，以及拓展至海外市场，充份

发挥了 MFE 作为推动国际连锁加盟发展平台的角色。MFE 于

2018 年 11 月通过国际展览业协会(UFI)认证，成为大中华区

首个获此殊荣的加盟行业展会。详情见展会官方网站：

http://mfe.mo/mfe2019/?lang=zh-hans 

四、参展对象 

餐饮、教育、新零售行业企业。 

五、报名方式 

（一）参展企业 

填写附件《参展商申请表》。请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前

填妥表格并电邮至 sec@mfe.mo 大会秘书处。报名邮件请抄

送 nancyli1997@126.com。 

（二）专业观众 

有兴趣参加展会寻找商机及相关行业和产品的采购商

或投资人，可以联系我会，介绍采购或合作意向。我会将与

活动主办方协调组织网上预配商业对接服务和展会期间的

现场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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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优惠政策 

我会将与展会主办方申请我省企业参展团组优惠政策。 

 

附件：1、招展书 

2、湖北省企业参展优惠 

3、参展商申请表 

4、特邀买家方案 

 

   联系人：李莉、胡中 

   电  话：027-85747159；027-85778702 

   邮 箱：nancyli1997@126.com；183223130@qq.com 

 

 

                           省贸促会                            

                          2020 年 8 月 5 日 

 

 

 

 

 

湖北省贸促会                   2020 年 8 月 5日印发 

 











湖北省參參展優惠政策

受“新型冠狀狀病毒肺炎”疫情影響，為⽀支持⼤大灣區優質參參展商參參展,特別推出抗疫優惠。優惠政策如

下：

另尊享以下特權：

1.2020年年10⽉月21-23⽇日期間，湖北省參參展商可享有澳⾨門本地住宿補貼澳⾨門元MOP600.00/晚，每個展

位不多於3晚/間。詳情可咨詢澳⾨門國際品牌連鎖加盟展項⽬目經理理華諾會展策劃顧問有限公司或您的

招展代理理。

2.每個展位可以邀請2名合資格專業買家親臨臨展會現場，審核通過後的受邀買家可獲得澳⾨門元

MOP400.00交通補貼及⼤大會指定酒店1晚或⼤大會指定酒店2晚（只限2020年年10⽉月21-23⽇日入住）。有

關合資格合資格專業買家申請條款，詳情可咨詢澳⾨門國際品牌連鎖加盟展項⽬目經理理華諾會展策劃顧

問有限公司或您的招展代理理。

展位類型 標準收費 優惠價
早⿃鳥優惠

04/09/2020前繳費適

標準展位

(9平⽅方米 9m2)

澳⾨門元 MOP 13,450.00

⼈人⺠民幣RMB11,770.00

澳⾨門元MOP6,725.00

⼈人⺠民幣RMB5,885.00

澳⾨門元MOP5,716.00

⼈人⺠民幣RMB5,000.00

租⽤用光地

(最少18平⽅方米)

澳⾨門元 MOP1,200.00/ｍ2

⼈人⺠民幣RMB1,050.00/ｍ2

澳⾨門元MOP600.00 /ｍ2

⼈人⺠民幣RMB525.00/ ｍ2

澳⾨門元MOP510.00 /ｍ2

⼈人⺠民幣RMB446.00/ ｍ2

*早⿃鳥優惠Early Bird Rate: 15% off (Payment must be made before 04/09/2020前繳費適⽤用)



1

公司/機構基本資料 Basic Company /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公司/機構簡介 Company / Organization Profile

請以中文或英文（正楷）填寫。請於2020年9月18日前填妥表格並電郵至sec@mfe.mo大會秘書處

Please fill the form in Chinese or English (block letters) and return by email (sec@mfe.mo) to Secretariat by  18 Sep 2020

*提早報名可享八五折優惠，截止日期2020年9月4日 Deadline for Early-bird discount (15% off): 4 Sep 2020

請以中文或英文(正楷)填寫 Please fill in the form in Chinese or English

1. 公司業務範圍 Type of Business

2. 公司/ 機構成立年份 Year of Establishment:

3. 品牌名稱 Brand Name(s):

4. 現有分店/加盟店數目 Number of Stores/ Branches: (澳門 Macao) (海外 Overseas)

5. 目標市場 Target Market(s):

公司/ 機構
Company/ Organization

中文

English

代表姓名
Name of Representative

中文

English Family Name Given Name

職銜
Job Title

中文 先生 Mr.

English 女士 Ms.

地址
Address

電話 Tel

國家號碼 Country code: ( )

商業 Business:

區號 City code: ( )
手機 Mobile:

電郵 Email

網頁 Website

潮流服飾 Fashion 餐飲業 Food & Beverage 品牌代理中介 Franchise & Brand Agency

服務業 Services 零售業 Retail 休閒娛樂業 Recreation & Entertainment

 品牌顧問及設計 Rebranding & Design 餐飲/ 開業設備及技術 Catering/ Retail Equipment & Technology

其 他（請註明）Others (Please Specify):

港澳台 Hong Kong/ Macao/ Taiwan 中國內地 Mainland China

東南亞 South East Asia 東亞 (日本/ 韓國) East Asia (Japan/ Korea)

澳洲紐西蘭 Australia/ New Zealand 歐洲 Europe

中東 Middle East 北美 North America

南美 South America 其他 (請註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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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 Franchise/ Royalty Fee (in USD):

7. Remarks:

8. ( ) Corporate and Brand Introduction (Can Be Provided by Separate Sheet)

1. Standard Booth (3m x 3m):  MOP13,450  USD1,681

Number of Standard Booth(s): ___________

標準展位(3Wx3Dx2.5H)M-每組包括以下配置：

·標準展位圍板

·公司楣板x1套

·(1Wx0.5Dx0.75H)M有鎖咨詢枱x1張(配電腦噴畫飾面)

·摺凳x2張

·23W節能射燈x2支

·13Amp/220V(500W)插座x1個

·廢紙箱x1個

·9㎡展覽專用地毯

 Fascia Board with Company Name  Compulsory for Standard Booth)

30
Fascia board applies to Standard Booth exhibitors only. A max of 30 Chinese/ English Letters including spaces can be 
accommodated.

English

2. Exhibition Raw Space 18 inimal Rental: 18 Square eter

Per quare eter  MOP1,200  USD150

Exhibition Raw Space Area Required: _____ quare eter

Booth Type and Fee

 Dimension:  Length  Meter,  Width  Meter

 Intention of Business Matching

: http://bm.ipim.gov.mo Please fill in as
appropriate. Exhibitors are welcome to use the online business matching platform: http://bm.ipim.gov.mo to identify
opportunities for business partnership.

http://bm.ipim.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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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欄由大會填寫 For official use only

同意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把上述商業配對意向上載至「網上商業配對服務平台」，協助尋找合作伙伴，拓展商機。

Agree that the Macao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Institute (IPIM) upload the above business matching 
intentions to the “Online Business Matching Service Platform" in order to seek business partners for co-
operation and explo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簽署及公司蓋章 Signature and Company Stamp 日期 Date

備註 Remarks:

1. 以上內容填寫完成後,請電郵至 expo@mfe.mo
Please complete this form and e-mail to expo@mfe.mo
符合申請資格的本澳企業可申請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的＂參展財務鼓勵＂
Eligible Macao SMEs can apply for the exhibition financial incentives from Macao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Institute.

2. 參展條件 Conditions for participation:

1.所有參展企業需有品牌及以特許經營加盟合作為參展內容。
All exhibitors are required to exhibit their brand and franchise cooperation projects during exhibition.

2.有意提供品牌代理合作或特許經營權予本地企業合作。
Exhibiting enterprises are looking for brand and franchise cooperation with local enterprises.

有意尋找的洽談伙伴類型
Type Of Business Partners You Are 
Looking For

期望合作對象

Expected Form Of Co-operation

創業人士 Business Owners/ Entrepreneurs

商場/ 酒店管理者 Mall/ Hotel Managers

特許經營權買手 Franchise Buyers

品牌加盟主/ 加盟商 Franchisors/ Franchisees

個人或團體企業投資者 Individual Investors or Investment Group

其他 Oth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補充資料 (如有)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f Any)

展位號碼 聯絡人 備註

Booth No. Contact Person Remarks

mailto:expo@mfe.mo
mailto:expo@mfe.mo


 

 

 

特邀買家方案 

 

對象  於展會期間尋找商機之相關行業境外買家或投資者 

初步預計名額 
 每個活動名額上限 500 人（將按實際情況而定） 

 每家機構／單位最多可獲批 2 位代表 

申請條件 

 只限澳門以外地區人士 

 買家在相關企業／單位具決策能力 

 可影響採購產品／服務決定之專業人士通過本局會展發展及活動推廣廳

或投資者服務廳邀請 

 通過政府機構／貿促機構／社團／承辦機構邀請 

 通過參展單位或大會選定之協會／組織邀請 

申請方式  聯繫大會秘書處或行政中心登記，並由本局作最終審批 

優惠詳情 

方案 1： 

 1 晚大會指定酒店住宿（只限 2020 年 10 月 21 – 23 日入住） 

 支付每位合資格買家定額澳門元 400.00 之差旅交通費用 

方案 2： 

 2 晚大會指定酒店住宿（只限 2020 年 10 月 21 – 23 日入住） 

 免費乘搭大會穿梭巴士 

義務 

 必須申請網上預配商業配對服務 

 參加 5 場於網上做預配之專場配對或於現場與 5 家或以上參展商洽談 

（以大會貼紙或名片為憑證） 

 參加不少於 1 場大會安排活動（如簽約，演講嘉賓等） 

 填妥＂展後問卷調查＂並交回大會秘書處或行政中心 

＊所有相關費用需要由相關單位或買家先行墊支，此外匯款期間所產生之手續費用將由相關單位或

買家承擔。 

 

 

 


	鄂贸促联 (2020)1号  关于组织参加2020澳门国际品牌连锁加盟展的通知（电子版）(1)
	附件1：MFE招展書
	brochure-7_画板 1
	brochure-7-02
	brochure-7-03
	brochure-7-04

	附件2：MFE-湖北省參展優惠(1)
	附件3：参展商申请表
	附件4：特邀买家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