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商   匯匯   館館 MMaaccaaoo   IIddeeaass 

商品展示項目申請表  

展示地點：澳門宋玉生廣場263號中土大廈19樓 

查詢 

電話：2870 0620 

傳真：2870 0621 

電郵：macaoideas@ipim.gov.mo 

「商匯館」(Macao Ideas)旨在為澳門企業提供一個良好的商品展示平台，協助本澳企業推廣及宣傳澳門製造、澳門品牌及澳門設

計之商品，藉此提升商品的知名度、附加值，以及開拓外地市場。 

企業聯絡資料： 

 個人企業  法人商業企業 

(中文) (葡文) /(英文) 

企業名稱   

地址   

聯絡人   

聯絡人職銜   

電話   流動電話  傳真   

電子郵箱   企業網址  

業務性質  

 製造商  出口商  入口商  設計師  批發商  分銷商 

 代理  零售  服務業  社團/組織  其他：請註明  

僱員人數：  成立年份：  目前之主要市場：  

企業簡介 (或以附件形式提交) 不多於100字，請同時提供中文及英文內容，並請以正楷填寫。 

 

 

 

申請模式：  澳門製造  澳門品牌  澳門設計  

本企業所屬本地商會/協會名稱：   

本企業知悉及同意透過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網站及宣傳刊物對外宣傳上述聯繫資料：  同意  不同意 

申請所需文件及手續： 

1. 申請企業需前往中土大廈19樓「商匯館」辦理參展申請； 

2. 申請企業需為澳門成立之企業(個人企業或法人商業企業均可)，並需提交： 

- 營業稅-開業/更改申報表M/1或財政局發出之開業聲明書副本； 

- 最近一期營業稅徵稅憑單M/8副本； 

- 主辦單位有權要求申請企業提供進一步的資料以核實申請人/企業身份或資格。 

3. 如展示商品類型屬「澳門製造」，需提交有效之工業准照或其他澳門製造之證明文件副本； 

4. 如展示商品類型屬「澳門品牌」，需提交澳門商標註冊證副本； 

5. 如展示商品類型屬「澳門設計」，需提交證明該商品為澳門設計之聲明書； 

6. 除本申請表外，請把申請表連同商品相片之電子檔以光碟形式提交。如有商品宣傳單或小冊子，請連同本申請表一併交回； 

 

備註： 

1. 主辦單位擁有是否接納申請之權利，商品展示或陳列方式及位置由主辦單位統一安排； 

2. 主辦單位隨時保留及有權隨時終止商品之展示，如合理懷疑該商品(a)違反本澳法例、(b)涉及侵犯知識產權或任何第三者權益、(c)可能

妨礙或損害澳門特別行政區或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之聲譽及/或形象； 

3. 申請之商品展示服務不能轉讓； 

4. 商品僅供展示，不設零售服務； 

5. 主辦單位擁有是否接納更換商品申請的權利； 

6. 建議申請企業自行為展示商品購買保險，如於展示期間失竊或損壞，主辦單位一概不負責； 

7. 主辦單位對申請企業提供之資料及內容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公司蓋章及負責人簽署  

 
 

請翻後頁 



 

  
  

  

  

  商商   匯匯   館館 MMaaccaaoo   IIddeeaass 

商品展示項目申請表  

展示地點：澳門宋玉生廣場263號中土大廈19樓 

查詢 

電話：2870 0620 

傳真：2870 0621 

電郵：macaoideas@ipim.gov.mo 

展示商品資料 (每件展示商品須獨立填寫，如展示商品項目多於一項，表格可自行複印) 

 (中文) (葡文) (英文) 

品牌名稱：    

商品名稱：    

商品類型： 

 軟件及技術研發 服飾 文化特色商品  旅遊商品  家居用品及傢俱  

 食品及飲品  影音、電子、娛樂及玩具  辦公室用品及設備  機械及零件   

 其他 (請註明                                             ) 

商品簡介(或以附件形式提交及請提供商品小冊子) (50-100字) 請同時提供中文及英文內容，並請以正楷填寫： 

 
 
 
 
 

商品由澳門製造  是 (請提交有效之工業准照或其他澳門製造之證明文件)      否 

商品由澳門設計師設計  是 設計師姓名：                     (請提交澳門設計之聲明書)       否 

商品為澳門註冊品牌  是 (請提交澳門商標註冊證)      否 

商品曾獲獎項  是 (請註明：                                                )     否 

商品須要定時更換/更新款式   是 (只限同類型及同面積/體積及數量相同之商品，每月只限更換一次)    否 

商品銷售地點  澳門銷售點                                                   商品於澳門不設銷售 

  

商品相片： 

  已選擇將圖片電郵至以下地址：macaoideas@ipim.gov.mo (每郵件不超過2MB為限)    上載日期：         

 
 
 
 
 
 

*本人聲明上述所填寫及附件之一切資料全部屬實。 此欄由本局填寫： 

 
 
 
 
 

收件人： 

公司蓋章及負責人簽署                  日期   

全名：        
參考編號 

 

上述資料為第     件展示商品，合共展示商品共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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