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8 
 

展览场地租用价目表展览场地租用价目表展览场地租用价目表展览场地租用价目表 
 

I. 地点面积租金地点面积租金地点面积租金地点面积租金*         生效日期: 2019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 

地点地点地点地点 面积面积面积面积 
(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 

租金及行政费租金及行政费租金及行政费租金及行政费 
(港币港币港币港币)(每日计每日计每日计每日计) 

租金及行政费租金及行政费租金及行政费租金及行政费 
(港币港币港币港币)(每日计每日计每日计每日计) 

4天优惠价天优惠价天优惠价天优惠价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日及公众

假期 
只适用于星期四至日 
(2日平日及1个周末) 

一楼中央广场 417.6 $48,000 $140,000 $345,000 

一楼中央广场  
(一#/二/三#/四区) 
一般展览/展销 

80 $17,000 $42,000 $106,000 

一楼中央广场  
(一#/二/三#/四区) 
车展

**  
80 $20,000 $47,000 $124,000 

三楼慈善团体位置

^ 4.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 平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 ; 周末: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 必须连续两日租用同一场地  
- **可放置车辆：一区最多可容纳 4辆车；两区可容纳 8辆 
- 凡租用一楼中央广场一区或三区，须另收 5%附加费。(此适用于所有月份及所有申请) 
- 于新年期间(由 2019年 1月 19日至 2月 17日期间)须另收 20%附加费 
- 特别推广优惠之详情请参阅附件 I 
- ^只适用于非牟利机构及获政府批准的慈善机构租用 
- 在外观、设计、质量和类型方面，整个展览场地的摆设必须符合一级标准的活动场地和
本公司的要求。于进行任何布置场地前，主办机构须提交详细的展览摆设图供本公司审

批。本公司有绝对的权利批准或拒绝任何摆设。本公司会视乎摆设的适合程度作出审批 
 

 
II. 设施及服务收费设施及服务收费设施及服务收费设施及服务收费* 
设施及服务设施及服务设施及服务设施及服务 设施及服务收费设施及服务收费设施及服务收费设施及服务收费 / 每次活动计算每次活动计算每次活动计算每次活动计算 

有背折椅 (最多可租150张 ) 每张 $20 

6 呎 x2 呎桌子连桌布 (最多可租 2 张) 每张 $200 

专业舞台连台阶 (0.6 米高) 每次承建 $1,000 

专业音响系统 (包括 CD 录音座、混音器、
喇叭及 1 名技术人员) 

每次承建 $4,000 

专业摄录 (包括1名技术人员) 每次承建 $4,000 

更衣室 每次承建 $1,500 

   *以上收费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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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特别推广优惠特别推广优惠特别推广优惠特别推广优惠 

生效日期: 2019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 
推广优惠推广优惠推广优惠推广优惠 屯门市广场商户屯门市广场商户屯门市广场商户屯门市广场商户 非屯门市广场商户非屯门市广场商户非屯门市广场商户非屯门市广场商户 

 
首次租用优惠首次租用优惠首次租用优惠首次租用优惠 
 
[不适用于新年期间(由 2019年
1月 19日至 2月 17日期间)] 
 

于星期一至五租场可享半价半价半价半价

优惠及于星期六、日及公众假

期可享 8折折折折优惠 

于星期一至五租场可享半价半价半价半价优

惠及于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

可享8折折折折优惠 

平日推广优惠平日推广优惠平日推广优惠平日推广优惠 
 
[不适用于新年期间(由 2019年
1月 19日至 2月 17日期间)] 
 

连续3天天天天平日或以上租用同一
场地，可享 5折优惠 

连续3天天天天平日或以上租用同一
场地，可享5折优惠 

4天优惠价天优惠价天优惠价天优惠价 
 
[不适用于新年期间(由 2019年
1月 19日至 2月 17日期间)] 
 

详情请参阅展览场地租用价

目表 
详情请参阅展览场地租用价目

表 

- 每次租场只限使用一个推广优惠。 

- 以上优惠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信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保留最终决定。 

- 申请表申请表申请表申请表、、、、场地使用细则及平面图只供英本版本场地使用细则及平面图只供英本版本场地使用细则及平面图只供英本版本场地使用细则及平面图只供英本版本。。。。 
 
 
 
信和集团旗下商场供短期展销信和集团旗下商场供短期展销信和集团旗下商场供短期展销信和集团旗下商场供短期展销 Sino Malls for casual leasing: 
 
 电话 Tel.  电话 Tel. 
屯门市广场 (tmtplaza)  2450 7782 蓝湾广场(Island Resort Mall)  2199 2036     
奥海城 (Olympian City) 2397 3636 沙田商业中心 (Shatin Galleria) 3165 6608   
荃新天地及荃新天地 2 
(Citywalk & Citywalk 2) 

3926 5700 帝庭轩购物商场 
(Regentville Shopping Mall) 

3165 6608   

中港城(China Hong Kong City) 2139 6087 观塘广场 (Kwun Tong Plaza) 3165 6608   
黄金海岸商场 
(Gold Coast Piazza) 

2452 6566 雅涛居购物商场 
(The Waterside Shopping Mall) 

3165 6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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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Atrium: 24m (L) x 17.4m (W) = 417.6 sq. m. 

 

Each division: 10.22m (L) x 7.83m (W) = 80 sq. m. 

 

Organizer shall provide venue carpet covering the exhibition area. 

 

Height of backdrop is limited to 2440mm. 

 

Easy pull stand is strictly prohibited. 

 

Main Atrium,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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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ity Area 3/F 慈善团体位置慈善团体位置慈善团体位置慈善团体位置 (只供慈善团体申请只供慈善团体申请只供慈善团体申请只供慈善团体申请) 

 
 

- For non-profit making organization(s) & approved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only. 

- Organizer shall provide venue carpet covering the exhibition area. 

- Maximum number of staffs and volunteers restricted to 4 persons. 

- Exhibition Time: 11:00am – 7:00pm 

- No hanging of banners, posters and other POPs on the curtain wall and window is allow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