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書處 Secretariat of the Council

國內辦事處 :

香港九龍觀塘駿業街 62 號京貿中心 25
樓B室
電話 Tel : 852-2389 1993
傳真 Fax : 852-2389 0803
電郵 E-mail : hksfc@hk-sfc.org.hk

中國廣東省東莞市塘廈鎮平山 188 工業區
先鋒路 23A
電話 Tel : 86-769-8262 7195
傳真 Fax : 86-769-8262 7196
電郵 E-mail : hk-sfc@163.com

會員申請表 MEMBERSHIP APPLICATION FORM
請以中文及英文填寫 (Please complete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公司名稱：（中文）
Company Name : ( 英文 )
代表人姓名：（中文）

代表人職位：（中文）法人代表

Name of Representative : ( 英文 )

Position of Representative :（英文）

香港地址：（如適用）

Hong Kong Address : (If any)

內地廠房地址：（如適用）

Mainland Factory Address : (If any)

香港電話 Tel:

香港傳真 Fax:

國內電話 Tel:

國內傳真 Fax:

公司網址 Company Website(If any):http://
電子郵件 Email:
公司成立日期 Year of Establishment:
僱員人數
Total No. of Employees:

香港 HK

年

月

國內 China

日

年營業額 Annual Turnover:

海外 Overseas

主要產品種類（按重要性依次序列）:
Major Types of Products:
主要市場
Major Marke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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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中文）：

職位（中文）：

Name (English) :

Position (English):

聯絡電話 (Tel):

電郵 Email :

同意增加至 Agree joining :

 會員 WhatsApp 群組 HKSFC WhatsApp Group
( 電話 Tel:

* 請以適當  內加  號 Please tick as appropriate

會員類別
Type of Membership

 永遠會員

協會年費
Council Annual Fee

HK$12,000 / RMB10,000
（一次性 One-time）

Permanent Member

)

 會員 WeChat 群組 HKSFC WeChat Group
( 電話 Tel:

)

★★ 會費按年繳交，由每年一月一日起計算 The Membership fee is collected annually on Jan 1.

 永遠聯繫會員

Permanent Associate Member

HK$12,000 / RMB10,000
（一次性 One-time）

 普通會員

Ordinary Member

 聯繫會員

HK$1,200 / RMB1,000

Associate Member

HK$1,200 / RMB1,000

『普通會員』只供香港螺絲製造∕貿易商申請，其他公司可申請為『聯繫會員』。
Ordinary Membership is only for Hong Kong screw & fastener manufacturers/traders. Other companies can apply for admission as Associate Members
會員類別 Types of Memberships
(1) 永遠會員
Permanent Member

一次過繳納會費港幣 12,000 元或人民幣 10,000，並從事與螺絲業有關之香港製造商、貿易商
Any Hong Kong manufacturer or trading company engaged in screw-related industries with a one-time entry fee of HK$12,000/RMB10,000.

(2) 永遠聯繫會員
一次過繳納會費港幣 12,000 元或人民幣 10,000，非從事螺絲業務的公司或海外∕內地企業均可申請成為永遠
Permanent Associate Member 聯繫會員，但不具有會員大會和理事會的投票和被選舉權
Other registered enterprises with a one-time entry fee of HK$12,000/RMB10,000, without the right to vote or to be voted at the
Council’s annual general meetings and committee meetings.
(3) 普通會員
Ordinary Member

凡從事與螺絲業有關之香港製造、貿易商
Any Hong Kong manufacturer or trading company engaged in screw-related industries.

(4) 聯繫會員
Associate Member

非從事螺絲業務的公司或海外∕內地企業均可申請成為聯繫會員，但不具有會員大會和理事會的投票和被選舉權
Other registered enterprises, without the right to vote or to be voted at the Council’s annual general meetings and committee meetings.

閣下提供之個人資料 ( 包括姓名、聯絡電話、傳真號碼、通訊地址和電郵地址、職位等 ) 將會用於處理、
評估及管理閣下的會員申請；管理，運作及維持本會運作；提供關於本會的最新發展、服務、活動和培訓
課程等資訊；與閣下的一般溝通；刊登至會員通訊刊物等用途。本會持有閣下的個人資料會被保密，但本
會可能把閣下的個人資料轉交本會代其處理個人資料的資料處理者 ( 例如 : 秘書顧問服務公司、印刷商、
製作公司或郵遞服務商等 )，本會亦會將閣下的個人資料轉交其他相關行業協會作宣傳及推廣之用途，惟資
料處理者及相關行業協會會受保密責任約束。閣下有權查閱及修正閣下就你的申請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如
有需要，請電郵至 hksfc@hk-sfc.org.hk。

 本人反對貴會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於任何推廣用途
簽署及公司蓋章
Signature Company Chop

申請日期
Date of Application

備註 Remark: 請將填妥申請表連同劃線支票（抬頭 : 香港螺絲業協會有限公司）及香港商業登記證副本（若申請為永遠或
普通會員）寄交協會秘書處。所有會員申請必先過理事會審核及通過 Please return the completed application form together
with a crossed cheque made payable to the “Hong Kong Screw & Fastener Council Limited” and a photocopy of Hong Kong Busines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if apply for Permanent or Ordinary Member) to the Council’s Secretariat Office. All membership application
must be audited and approved in the Committee Board.
介紹人 REFERRED BY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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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姓名 Name of Represen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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