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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資助者簡簽或公司蓋章______ 

《參展財務鼓勵計劃》 

活動報告表 

1. 受資助者及其參展資料 

1.1 受資助者名稱  

1.2 參與展會名稱  

1.3 企業類型 □ 個人企業 □ 有限公司持有之商號 □ 社團 

1.4 參與展會日期 ________ 年 ______ 月 ______ 日 至 ___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1.5 參與展會之舉行地點  

1.6 聯絡人名稱  1.7 流動電話  

1.8 參展產品/服務  

2. 獲批准資助項目費用 

項目類別 序 項目 實際支付金額 
(請註明貨幣) 

參展項目 

1 展位租金/線上參展費用  

2 展位製作/線上虛擬展位設計費用  

3 大會場刊/網站廣告費  

4 產品或樣板運輸費(只適用在澳門以外舉辦的展覽)  

5 參展人員往來澳門交通費用(只適用在澳門以外舉辦的展覽)  

宣傳及推廣項目 
6 製作印刷品費用  

7 製作宣傳片費用  

總金額  

3. 活動成效及整體參展收支 

3.1 有否向其他機構申請財務資助或其他支持項目？ 

□ 有(請於下表提供資料) □ 沒有(請跳至第 3.2 項) 

申請單位/機構 申請項目 
申請結果 金額(澳門元) 

(倘有) 待回覆 批准 不批准 
  □ □ □  
  □ □ □  
  □ □ □  

3.2 配對及洽談場次  3.3 達成交易宗數  
如屬參與展覽會，須提交商業洽談或現場銷售的詳細紀錄，並提交銷售單據副本等文件。 

3.4 整體參展 

收支類別 收支來源 金額(澳門元) 

實際展會收入 

展覽期間實際的銷售金額  

  

  

  

總收入  

〔本欄由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填寫〕 

申請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件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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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類別 收支來源 金額(澳門元) 

實際展會支出 

  

  

  

  

  

  
總支出  

4. 參展紀錄及意見 

4.1 過去一年曾參加多少次本地/海外展會？ 

□ a) 0 次 □ b) 1 - 2 次 □ c) 3 - 6 次 □ d) 7 次或以上 

4.2 參加目的 (請在□內按 1 - 4 順序排列下列有關項目的重要性，1 為最重要，4 為最不重要) 

□ a) 開拓商機 □ b) 增強宣傳推廣 □ c) 增加營業銷售額 □ d) 促進技術交流 

4.3 參展過程中曾否遇到以下困難？ (可以選多項) 

□ a) 尋找合適參加之展會 
□ b) 聯絡主辦單位 

□ c) 尋找合適之展位搭建承辦商 
□ d) 展位佈置 

□ e) 設計宣傳品 
□ f) 策劃宣傳計劃 

□ g)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4 如何獲悉有關服務？ (可以選多項) 

□ a) 本局人員介紹  
□ b) 主辦單位介紹  
□ c) 其他政府部門  

□ d) 本局網頁 
□ e) 朋友介紹  
□ f) 商會 

□ g) 本局宣傳單/刊物 
□ h) 本局微信公眾號 
□ i) 報紙 

□ j) 電視 
□ k) 電台 
 

□ l)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6 對於申請過程的整體評價 (請選最合適之選項) 

 簡單方便 一般 困難 非常困難 
a) 填寫表格 □ □ □ □ 
b ) 遞交資料 □ □ □ □ 
c) 諮詢解答 □ □ □ □ 
d) 獲悉批核 □ □ □ □ 
e) 請列出 閣下對申請財務鼓勵的意見/建議(可選填): 

 
 

5. 受資助者之聲明、法定代表簽署及蓋章 

本人(等)謹此聲明所提交資料屬實無誤，並承諾在接受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的資助後，履行《參展財務鼓勵

計劃》有關規定，並遵守前述計劃之一切規定及義務，以及□知悉並同意/ □不同意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向

行政機關索取涉及本申請之相關稅務、商業登記資料及社團章程等資料，並將遞交所需之相關證明文件作為

本申請審批及結算之用途。 

簽署人姓名： 
簽署 (法定代表) 及蓋章 
(註：請按照法定樣式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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