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獨木舟世界錦標賽」活動公關服務 

招標公告 

 
招標編號 HKCU/ORWC/2017/PR 

採購部門 海洋獨木舟世界錦標賽籌委會 

項目 招標 -「海洋獨木舟世界錦標賽」活動公關服務 

詳情 請參閱標書邀請文件 

比賽日期 2017年 11月 18及 19日 

聯絡人 Stanley Wong 

電話號碼 +852 25048186 

傳真號碼 +852 28389037 

電郵 oceanracing2017@hkcucanoe.com.hk 

截止日期及時間 2017 年 6月 7日中午 12 點正(香港時間)親身交回香港銅鑼灣掃

杆埔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 2014 室，標書必須放置予密封信封

內，每條遞交的紙張須蓋上公司蓋章，連同有效商業登記證副本，

封面列明：招標活動公關服務 -「海洋獨木舟世界錦標賽」 

備註 1) 如投標人與 2017海洋獨木舟世界錦標賽執行委員會委員或本會

執行委員會委員(包括附屬委員會成員)或職員有任何利益衝突，

須按相關指引作出申報(CF-7 會計程序及申報表);  

2) 本會會根據其標書內容、經驗及計劃挑選合適的承辦者，不一定

採納出價最低的投標書或任何一份投標書，並有權與任何投標者

商議批出合約的條款 

3) 投標人提供的所有物品和服務必須符合香港相關法例的要求 

4) 獲錄用者將於 2017年 7月或以前電話回覆。 

索取投標邀請之方式 本會網頁下載(http://www.hkcucanoe.com.hk/tenders)、以電郵方式索

取(oceanracing2017@hkcucanoe.com.hk) 

 

附上：招標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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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港  獨  木  舟  總  會  有  限  公  司 
        THE HONG KONG CANOE UNION LTD 

                        Affiliated to :  International Canoe Federation  Asian Canoe Confederation 

                          Sports Federation & Olympic Committee of Hong Kong, China 

 

名譽贊助人 霍震霆先生 GBS,JP 會監 陳國基先生 IDSM 主席 陸偉洪博士 MH 龍舟(傳統艇)總監 趙郁林先生 

永遠名譽會長 王華生先生 會監 何厚祥先生 BBS,MH 副主席 李康民先生 PMSM 發展及推廣總監 林慧芳女士 

會長 陳偉能先生 MH,JP 會監 許偉光先生 義務秘書 王志和先生 精英培訓總監 羅浩然先生 

  會監 林國華先生 義務司庫 胡文泰先生 賽事總監 焦偉褀先生 

  技術顧問 李栢焜先生 展能總監 胡迪華先生 激流總監 冼鷹揚先生 

  技術顧問 雷雄德博士 獨木舟水球總監 何永昌先生 訓練總監 梁賀棠先生 

  技術顧問 楊秀華先生     

  醫務顧問 陳國基醫生 

  法律顧問 梁永鏗博士 

 
 

香港銅鑼灣掃杆埔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 2014室 Room 2014, Olympic House, No. 1 Stadium Path, So Kon Po, Causeway Bay, Hong Kong. 

網址 Website : www.hkcucanoe.com.hk    電郵 E-mail : hkcu@hkolympic.org    電話 Tel : (852) 2504 8186    傳真 Fax : (852) 2838 9037 

 

本標書共分兩大部份：  

甲部份為投標者資料  

乙部份為服務內容和價錢填寫本標書，請先閱讀《「海洋獨木舟世界錦標賽」活動公關服務招標公

告》 

 

甲部份 

公司名稱  

商業登記號碼  

地址  

聯絡人姓名  

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公司蓋印及簽署 

 

日期 

 

http://www.hkcucano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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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份 

1. 服務要求： 

項

目 
要求/規格 數量 

由承辦商填寫 

單價 總價 

A) Event Management(Package)  

1 

a) Venue set up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etting 

up equipment, lighting, spectator stands and 

venue decorations, etc (exclude production costs) 

b) Broadcasting set up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etting up cameras, commentators’ box etc 

c) Security of the venue, the players and other personnel 

d) Opening ceremony , Award ceremonies 

e) Master of ceremonies 

f) Programme for Event 

g) Media center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interview area and media facilities 

h) Assistance in emergency situations during 

the Event 

i) Invite and liaise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other officiating guests who will be invited Event 

1 HK$  HK$  

B) Outside the venue(Package)  

2 

a) Reception of the players and other personnel 

at the airport and transportation 

b) Ground transportation for the players 

and personnel during the event 

c) Applications for all necessary and applicable 

licenses for the event 

1 HK$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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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要求/規格 數量 

由承辦商填寫 

單價 總價 

C) PR and Promotion(Package)  

3 

a) Organize Pre-event Press Conference 

b) Bilingual press release and results for media 

distribution 

c) Advertisements (separate quote should be 

provided) 

d) Interviews and featured articles 

e) Website and pages on social media (on going 

management and pre-event promotion) 

f) Production of booklets, souvenirs and other 

promotional items 

g) Press Conference and welcome reception 

h) Closing dinner or banquet 

1 HK$  HK$  

 

Others(Please specify) 

 

HK$  HK$  

 

 

服務總額 [(A)+(B)+(C)] ：港幣____________(元) 

(折扣後) 服務總額 [(A)+(B)+(C)] ：港幣____________(元) 

 

 

註 1 上述報價需為獨立報價，本會有權要求承辦商就單價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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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報價需包括所有服務費用、場地費用、器材費用及工作人員支出。 

 

3. 有效期：由截標日期計起，不可少於 90日 

標書有效期為_____日 

 

4. 折扣 

本會乃體育總會，貴公司會否有折扣優惠，如有請填寫。 

本公司將會有____%的折扣 

 

5. 相關經驗 

如不敷書寫，可另加附頁 

 

 

 

 

 

6. 付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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