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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執行機構 資助機構

本項目會在5個大型內地展覽會設立香港館及商
貿配對，涵蓋生物科技、環保、自動化、光機
電、資訊科技、通訊、新材料及傳感器等八個範
疇，籍此在內地推廣香港創意產業及發明項目的
成就及合作優勢。

在此刊物上/活動內（或項目小組成員）表達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並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或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及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
市場的專項基金（機構支援計劃）評審委員會的觀點。

支持機構 （排名不分先後）

本項目亦將推出「推廣香港專利商品化平台」，進軍內地商品化市場。            
遞交資料請訪問：http://www.hkpatent.org

掃描左方QR碼或到項目網站填寫
申請，經項目委員會審核篩選
https://hkfii-bud-patent.wixsite.com/
project-website/exhibitioins-application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	楊柏標先生(Bill)	 電郵：billyeung@hkpc.org	 電話：(852)	2788	5869
	 劉音博女士(Carol)	 電郵：carolliu@hkpc.org	 電話：(852)	2788	5550

把專利產品放於香港館展出的好處 
•	 費用全免
•	 讓投資者了解你的專利產品
•	 提高知名度
•	 與生產商及分銷商進行商業交流
•	 在商貿配對中尋找合作機遇	 

2017年9月27-30日

現正接受申請！

香港中小企經貿促進會
Hong Kong (SME) Economic and Trade 
Promotional Association Limited

香港表面處理學會
Hong Kong Surface 
Finishing Society



負責人姓名：                                                            性別 ： 口 男    口   女   

公司/機構名稱：  

職位 ：  郵寄地址：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公司簡介 ： 

 

 

 

 

 

專利/產品名稱：  

(如需填寫多於一項專利，請另外填寫多一份申請表) 

專利號碼： 

展品資料： 

尺寸：                            件數：                           重量：                        價值：HKD 

類型： □海報  □實物  □影音  □網頁  □流動應用程式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 

除中國國際信息通信展(北京)2017 外，希望把該專利於哪個內地展覽會展出? (可多於一個) 

□ 工業自動化展(上海)2017 

□ 中國(天津)國際節能環保及綠色科技創新博覽會 2018 

□ 中國(洛陽)新材料產品與技術展覽會 2018 

□ 中國國際發明展 (昆山) 2018 

□ 暫不打算參與其他展覽會 

會否派人到中國國際信息通信展(北京)2017介紹參展品及進行商務配對?        □會  □不會  

申請編號  

(只供內部填寫) 

甲部 

註:    如已於「香港專利商品化平台」(https://hkpatents.com ) 輸入專利資料，只須填寫甲部及丙部。 

如沒有於推廣香港專利商品化平台輸入專利資料，請填寫甲部、乙部及丙部。 

(詳情請參閱 https://hkfii-bud-patent.wixsite.com/project-website/exhibitions ) 

如需為多於一項專利/產品遞交申請，請另外填寫多一份申請表 

報名方法： 

方法1: 請填妥本申請表，並於2017年8月18日(星期五)前郵寄至以下地址： 

香港九龍達之路 78 號，生產力大樓 4 樓 

汽車電子部，醫學及智能光學組 

楊先生 電話：(852) 2788 5869   

方法2: 請填妥本申請表，並於2017年8月18日(星期五)前傳真至: +852 2788 5405 

註: 請把已填妥之申請表的素描副本，電郵至項目專員楊先生 billyeung@hkpc.org ，以使我們處理閣下之申請。 

 
報名表(版本6) 
(截止日期:  
2017年8月18日) 

活動： 中國國際信息通信展 (香港館) 

日期： 2017年9月27 - 30 日 (星期三至星期六) 

地點 : 北京國家會議中心 B1層-展位號碼5805 



 
報名表(版本6) 
(截止日期:  
2017年8月18日) 

活動： 中國國際信息通信展 (香港館) 

日期： 2017年9月27 - 30 日 (星期三至星期六) 

地點 : 北京國家會議中心 B1層-展位號碼5805 

乙部 

注意: 

1. 請以正楷填寫，並在適當的地方加上✓ 

2.  (*)為可選擇性填寫 

3. 每份申請表只可記錄一項專利產品 (如同一專利分別於不同國家注冊，會視作一項專利處理) 

4. 如需填寫多於一項專利，請另外填寫多一份申請表 

  

是否願意成為香港發明創新總會會員 

註： 

現在申請加入香港專利網上平台，豁免首兩年個人會員會費。 

2. 加入香港發明創新總會不需填寫額外申請表 

  

□願意  □暫不考慮  □我已是HKFii會員 

專利持有者 

持有者代表姓名                                                           □個人   □公司/機構 

公司/機構 

名稱 
  

職位   性別           □男  □女 

電話   電郵   

是否香港永久居

民 
 □是  □否 專業   

教育程度   

通訊地址 
  

  

公司/機構 

地址 
  

公司/機構網址(*)   

發明人 

  

姓名 性別 電話 電郵 

1. □男 □女     

2. □男 □女     

3. □男 □女     



乙部(續) 

專利名稱 
  

  

專利類型 □發明   □實用新型   □專利合作條約 (PCT) 

專利國家/地區 專利號碼 類別 申請日期 

(月/年) 

專利狀態 

如同一專利於不同國家申請，請填寫所有相關申請。 

如需填寫多於一項專利，請另外填寫多一份申請表。 

    □生物科技 □環保      

□資訊科技 □通訊 

□自動化  □光機電 

□新材料  □傳感器 

□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中 

□已授權 

   □生物科技 □環保      

□資訊科技 □通訊 

□自動化  □光機電 

□新材料  □傳感器 

□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中 

□已授權 

該專利曾否獲獎 

  

□沒有  □有 

獎項名稱 主辨機構 獲獎年份 

 

 

 

  
 

  

 

 
 

    

專利現狀 

□產品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商品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表(版本6) 
(截止日期:  
2017年8月18日) 

活動： 中國國際信息通信展 (香港館) 

日期： 2017年9月27 - 30 日 (星期三至星期六) 

地點 : 北京國家會議中心 B1層-展位號碼5805 



乙部(續) 

  

專 

利 

簡 

介 

(500字內) 

  

  

  

  

  

  

  

  

  

該專利在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  

(SIPO) 上的網址 (該網

址會以QR Code的方式

顯示於平台上) (*) 

  

專利應用例子 

(100 字内) (*) 

  

  

  

介紹該專利之網址(*)   

含產品照片之網址(*)   

介紹該專利之 

網絡視頻網址 

(例如：優酷 ) (*) 

  

期望聯絡方法 □電話  □電郵  □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期望之合作 

方式/意向 

□專利交易   □專利授權   □產品開發   □合資  □ 營銷合作 

  

□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願意接收 

本項目資訊 
□願意   □不願意 

 
報名表(版本6) 
(截止日期:  
2017年8月18日) 

活動： 中國國際信息通信展 (香港館) 

日期： 2017年9月27 - 30 日 (星期三至星期六) 

地點 : 北京國家會議中心 B1層-展位號碼5805 



丙部 

 

 
報名表(版本6) 
(截止日期:  
2017年8月18日) 

活動： 中國國際信息通信展 (香港館) 

日期： 2017年9月27 - 30 日 (星期三至星期六) 

地點 : 北京國家會議中心 B1層-展位號碼5805 

條款及細則： 
 
1. 報名表須於截至日期前繳交，否則報名無效。 
 
2.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會提供場地，展櫃/展板及香港 – 北京物流支援。詳情請與項目專員聯絡。 
 
3. 展櫃/展板規格將稍後於項目網站公佈。 
 
4. 參展公司請自備產品標牌(如需要)，標牌上可註明產品所屬公司 (注:展櫃上不會註明公司名稱)。 
 
5. 參展商須自行購買相關保險(如需要)。 
 
6. 參展商如欲派人參與展覽會，須自付交通、食宿及相關保險等費用。      
 
7. 香港創新發明總會保留在任何情況下及以任何原因拒絕任何報名申請的權利。 
 
8. 香港創新發明總會保留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更改參加之展覽會及/或地點、展櫃的位置及/或設計的權利。 
 
9. 各主辦單位不承擔任何參展者侵犯知識產權的責任。 
 
10. 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將會作入學申請、登記、學術、行政、研究、統計及市場分析及用於推介本局最新發展、工 
       業支援服務、顧問服務、活動和培訓課程的用途。個人資料會嚴格保密處理。除非獲得閣下的同意，本局不會 
       將個人資料轉移予第三者。本局已制定收集、使用及保留個人資料的政策，於報名處供索閱，閣下亦可向本局 
       個人資料管理主任查詢。 
 
 
11. 颱風及黑雨警告：如活動時間是在早上(09：00-13：00)、下午(14：00-17：00)或晚間(18：30-22：00)，將 
       在下列情況下取消： 
       1) 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在早上6：00、11：00 或下午4：00仍然懸掛；或香港天文台在 
           早上6：00、11：00或下午4：00或之後，  宣佈將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訊 號；或 
       2)  香港天文台在早上6：00、11：00或下午4：00或之後，宣佈將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 
             訊號。本局將盡早通知閣下相關活 動的改期安排。 
 
12. 本局保留更改以上“條款及細則”的權利。以上“條款及細則”內容均以本活動單張及網頁公佈之最後更新版 
      本為依歸。 
 
聲明： 
       

       本人聲明在此報名表格及隨附檔所載的資料，依本人所知均屬完整、真實及準確。 
 
       本人反對香港發明創新總會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姓名、年齡、性別、電話號碼、傳真號碼、 
       職位、會員身份、繳費資料包括信用卡資料 (如適用)、學術及專業資格、通訊地址及電郵地址 (「個人資料」)  
       於推介本會最新發展、培訓課程及相關的活動及其他由香港發明創新總會的推廣活動的用途。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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