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以正楷中文填寫

租用價格

項目

代號

澳門幣

數量

金額

供排水設備
1

直徑 19mm 供水管（供水壓力為 1.2-2 巴，連 5 米供水喉，不含排水管及排水泵）

2,500

2

排水管設施連污水排水泵

2,500

3

水槽連供水管，排水管及排水泵

4,000

直徑 12mm 壓縮空氣供氣管（連 5 米氣喉及開關制及接頭）（供氣壓為 4-6 巴）

2,500

壓縮空氣
1

小計：
於 2016 年 7 月 6 日以後交回表格及費用須加百份之三十之附加費
於 2016 年 7 月 11 日以後交回表格及費用須加百份之五十之附加費
總金額：
備註：
1. 預訂服務時，須將申請表格連同應繳費用一併交回，支票抬頭請寫『廣告天地有限公司』，客戶繳交全部費用後方會提供相關服務。
2. 以上所列之價格只適用於開放期不超過 4 天之活動。
3. 水費已包括在供排水設備費用內。
4. 壓縮空氣及供水服務已含開關閥門。
5. 壓縮空氣及供水服務須附上比例圖，標示每項物品的位置，如即場更改位置，須另收更改費用。
6. 壓縮空氣及供水服務會在每天活動開始前 30 分鐘開啟及活動結束後 30 分鐘關閉。
7. 客戶不能擅自分拆供水及供氣服務，而每項訂購服務只可供應單一之機械設備。
8. 大會只許可無毒性的一般污水排進供排水設備。對因濫用或另有意圖之用戶大會保留中斷服務之權利。
9. 用戶有責任在每日活動結束時，把置於設備上的能源供應關閉。
10. 在一般情況下，在活動正式開始日之前一天，下午五時之前進行測試，只供測試管道安全之用。如須於測試日下午五時前提
供服務則將收取額外一天費用。如需此項服務，截止申請時間為測試日之前一天下午五時，而管道使用時間則為上午八時至晚上十時。
11. 於 2016 年 7 月 6 日以後申請之參展商，需加收 30%附加費；而於 2016 年 7 月 11 日以後之申請，附加費為 50% (每項項目) 。
12. 取消申請必須書面提出，截止日期後取消申請，需徵收 30%取消費。 2016 年 7 月 11 日或以後， 不可取消任何申請。
13. 以上費用並不包括付款所需之手續費。
14. 付款方法：費用需存至大會承建商之銀行戶口，並於 2016 年 7 月 6 日或之前，將銀行回執電郵: sales@creation.com.mo 或傳真: (853)
2897 6197 至大會承建商以作確認。

付款方法 (請在適當 □ 內加 「」)

Payment method (Please tick the appropriate box.)

澳門幣付款

Paid in MOP

□ 支票付款 (祈付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

Cheque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n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名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金

Amou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在支票背面寫上展覽名稱，公司名稱及攤位號碼。

□ 直接存款或電匯至以下戶口
戶

帳

Please indicate the show name, company name and your booth no. on
the back of the cheque.

□ Remittance or T/T Payment directly to the following account.

名：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銀行名稱：

By Cheque ( Payable to : Creation Advertising Co., Ltd )

A/C Name：Creation Advertising Co., Ltd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 (雅廉訪支行)

Bank： Bank of China Macau Branch (Nga Lim Fong Sub-Branch)

號： 17-01-20-014957 (澳門幣)

A/C No.：17-01-20-014957(MOP)

17-11-20-020890 (港幣)

17-11-20-020890(HKD)

Swift Code: BKCHMOMX

Swift Code: BKCHMOMX

銀行地址：澳門雅廉訪大馬路 20 號地下

Address of receiving Bank：No. 20, Avenida do Ouvidor Arriaga, Macau

電話 ：(853)2831 0065

Tel：(853) 28310065

備註 :

Note :

*銀行匯款手續費及聯繫行費用由參展商支付。

* Applicable to Remit or T/T payment

*匯款後請將匯款單傳真(853-2897 6197)或電郵

All banking charges, if any, are to be paid by the applicant.

(offcon@macau.ctm.net) 至廣告天地有限公司會計

* Please fax pay-in slip or remittance copy to us via fax no.

部,並請在上標明公司名稱及展位編號。

(853-28976197), Email: (offcon@macau.ctm.net)

公司名稱︰

展位編號（由大會填寫）︰

聯絡人︰

電郵地址：

電話︰

手提：

傳真︰

地址：

公司印鑑及負責人簽署

日期

* 填妥後的表格請遞交到「大會總承建-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澳門士多紐拜斯大馬路 63B – 65A 地下或發電郵至: sales@creation.com.mo
或傳真: (853) 2897 6197，電話: (853) 2897 6198 / 2897 6199
* Please return this form to “Official Contractor- Creation Advertising Co., Ltd.”: Av. Sidónio Pais No.63B-65A R/C, Macao or
return it by E-mail: sales@creation.com.mo or by Fax: (853) 2897 6197 Tel: (853) 2897 6198 / 2897 6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