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 Kong Auto Parts Industry Association 香港汽車零部件工業協會

Message 賀詞

LG 1/F, HKPC Building, 78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九龍達之路 78 號生產力大樓地庫 1 樓
Tel 電話：(852) 5425 5885 Fax 傳真：(852) 3187 4557
Email 電郵：autopart@hkpc.org / edm.hkapia@gmail.com
Homepage 網頁：http://www.hkapia.com

APPLICATION FORM FOR MEMBERSHIP 會員申請表
(Please complete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請以英文及中文填寫 )

Company Name (in English)：
公司名稱 ( 英文 )

In Chinese：
公司名稱 ( 中文 )

Company Registration Address ( 公司註冊地址 )：

Tel 電話：

Fax 傳真：

Email 電郵：

Homepage 網址：

( 英文 )
( 中文 )
Main Factory Address：( 英文 )
主要廠房地址：( 中文 )
Year of Establishment：
公司成立日期

Type of Ownership：
業務形式 □ Sole Proprietorship 獨資
□ Limited Company 有限公司

□ Partnership 合股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 ed：
品質管理體系證証

□ Listed Company 上市公司

□ SO 9001 □ ISO/TS 16949

公司商業登記證編號 / 營業執照編號：
Name of Owner / Board of Directors 東主或主要董事姓名：
( 英文 )

( 中文 )

Representatives of HKAPIA：( 公司代表人 )
1. Name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ition 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 Contact No. ( 聯絡手提電話 - 香港 / 國內 ) ____________________
2. Name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ition 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 Contact No. ( 聯絡手提電話 - 香港 / 國內 ) ____________________
Total No. of Employees 員工人數：

Nature of Business 業務性質：

(HK 香港 )________(PRC 國內 )_______

□ Manufacturing 製造

□ Trading 貿易

□ Investment 投資

□ Others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

(Others 其他 )_________
Major Automotive Components Products/Services 主要汽車零部件產品 / 服務：
( 英文 )

( 中文 )

Major Non-automotive Components Products/Services 主要非汽車零部件產品 / 服務：
( 英文 )

( 中文 )

Major Markets 主要銷售市場

Annual Sales Turnover 營業額：

( 英文 )

Brand Name 產品牌名：

( 中文 )
W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公司 ( 公司名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ate Company name) hereby apply for Membership of the Hong Kong Auto Parts
Industry Association, and if accepted, agree to abide by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as may be laid down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from time to time.

茲申請加入香港汽車零部件工業協會，如蒙接納，本公司願遵守理事會不時頒行之會章。

Corporate Membership is only for Company registered in Hong Kong. Other company can only become an Associate Member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公司會員」只供香港註冊公司申請，非香港註冊公司只可申請為「普通會員」，並必須先經過理事會審核及通過。
** 根據香港汽車零部件工業協會之〈組織章程細則〉，本會的「Corporate Member 公司會員」只供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申請，「公司會員」均有投票權及參選權。而「Associate
Member 普通會員」，只供非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申請，「普通會員」可被提名而沒有提名權及投票權。
**Annual membership fee: HK$1,500- 每年會費：港幣一仟五百元 **
Corporate Member is categorized into 2 groups 公司會員共分 2 個組別；
□ Design & Manufacturing Group 設計及製造組

□ Trading & Other services Group 貿易及其他服務組

本會擬使用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向您推介本會及與本會合辦活動的合作夥伴的最新發展、顧問服務、活動和培訓課程。
如您不同意此安排，請在以下面空格加上「 」號。
□ 本人反對香港汽車零部件工業協會使用個人資料於擬作出的任何推廣用途。
□ 本人反對香港汽車零部件工業協會與合辦活動的合作夥伴使用個人資料於擬作出的任何推廣用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and Signature of Company Representative
申請公司負責人姓名及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ition
職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日期

入會介紹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marks:

Please send the completed membership application form together with the appropriate amount made payable to the “Hong Kong Auto Parts Industry Association

備註：

請將填妥之申請表連同適當金額付款支票 ( 抬頭人請寫“香港汽車零部件工業協會有限公司”)，公司商業登記証副本，公司負責人及香港汽車零部件工業協會代表人
相片，請按上述地址寄回本會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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