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考察團
公會轄下的內地業務關注組將於 11 月 6 至 7 日舉辦《廣州考察團》
，加強會員對廣州發展的了解。活動包括
參觀廣州美維電子有限公司、廣州康師傅和黃埔軍校，以及座談交流會，其中更邀得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擔任講者。
日

期

2015 年 11 月 6 日及 7 日 (星期五及星期六)

集合時間及地點

2015 年 11 月 6 日上午 8:30 落馬州(深圳地鐵福田站)集合

時間及行程(暫定）

11 月 6 日
上午

參觀廣州美維電子有限公司

中午

午餐

下午

參觀廣州康師傅及「華峯寺」

黃昏

晚餐講座：
「廣州股權交易中心之發展」

晚上

入住威爾登酒店及自由活動

11 月 7 日
上午

酒店早餐及參觀黃埔軍校

中午

午餐講座：「廣州 CBD 的最新發展」

下午

專題講座
講者：馮邦彥教授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及博士研究生導師
回程，約下午 19:00 返抵落馬州(深圳地鐵福田站)解散

名

額

約 28 人 (先到先得)

勝任能力

行業知識

等

級

基礎水準
點擊這裡查看等級詳情

費

用 (每位會員)

港幣$900 元 (雙人房)
[如未能安排與其他參加者一同入住雙人房，則需付單人房價]

港幣$1,200 元 (單人房)
費用包括：(1) 酒店住宿、(2) 隨團膳食、(3) 往返廣州至深圳地鐵福田站旅遊車、(4) 國內導遊費用、
(5) 景點入場券。

香港會計師公會
專業進修小時

7 小時

語

普通話/廣東話

言

截止報名日期

2015 年 10 月 30 日

有興趣參加的會員，請填妥報名表格，連同有關費用以傳真(只限以信用卡付款)或郵寄交回公會。報名按先到先得原則處理，
內地業務關注組會員可優先登記。報名確認函將於2015年11月4日前以電郵發出。
查詢費用及報名
電話: 2287 7381
電郵: finance@hkicpa.org.hk

查詢考察團資料
電話: 2287 7067
電郵: jenny@hkicpa.org.hk

MS Event Code: MBIG151106
Finance & Operations Department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PAs
37th Floor, Wu Chung House
213 Queen’s Road East, Hong Kong
Fax no.: 2893 9853

FULL

廣州考察團
(2015 年 11 月 6 至 7 日)

截止報名日期: 2015 年 10 月 30 日

FOR OFFICE USE
Seq. no.:
Handle by:
＃

* 必須填寫

(每位參加者須填寫一份表格，請以中文填寫。)

請刪去不適用者

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先生/女士＃

:

會員號碼*

:

內地業務關注組會員:
機構名稱*

:

職位/職銜*

:

聯絡電話

:

回鄉卡/護照號碼*

:

通訊地址

:

電郵* [備註 6]

:

香港手提電話*

 加入 Whatsapp 群組

 是

 否

國內手提電話*

 加入 Whatsapp 群組

考察團將成立 Whatsapp 群組以方便與團員聯繫，如欲加入群組，請在相關手提電話欄的方格加上 號
(請在合適的方格內加上號)

參加項目

 $900 (雙人房)

 $1,200 (單人房)

費用包括：(1) 酒店住宿、(2) 隨團膳食、(3) 往返廣州至深圳地鐵福田站旅遊車、(4) 國內導遊費用、(5) 景點入場券。

會員費用 (港幣)

我希望與以下人士同房 (同房人士須另交個人報名表)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付款方式：




支票 (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抬頭請寫 “香港會計師公會”或 “HKICPA”
VISA / Master 信用咭
 HKICPA 中銀銀聯咭

信用咭號碼：
持咭人姓名 (請用正楷)：

信用咭到期日 (月/年)：
持咭人簽署：

日期：

 本人需要索取收條 (收條將發送至閣下在本報名表內提供的電郵)
備註:
1. 由公會安排的酒店，不設更改入住日期及房間類別，也不代安排延長住宿時間。選擇雙人房而沒有說明同房人士的參加者，公會將自行編排與其他
同性團員共住一間雙人房。 如人數不足未能作出有關安排，參加者需入住單人房及付單人房費價。優惠價格的房間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倘若優惠
價格的房間名額爆滿，參加者需付額外房間費用。
2. 參加者請自行安排旅遊保險事宜。
3. 報名按先到先得處理，內地業務關注組會員可優先登記。
4. 收到有關費用後才會處理報名申請。電話預約恕不接受。
5.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5 年 10 月 30 日。
6. 報名確認函將於 2015 年 11 月 4 日前以電郵發出。如屆時沒有收到本會通知，請與香港會計師公會的公會事務部聯繫，電話: 2287 7067 。
7. 本會保留權利接納或拒絕任何報名申請，以及更改活動的日期、時間、地點、內容、講者、講題及行程。報名費一經收取，參加者如欲取消申請或未能
出席，均不設退款。
8. 惡劣天氣安排：如香港天文臺於活動當天早上 5 時 30 分或之前發出八號風球訊號，活動將會順延至其他日子。
9. 本報名表內提供的個人資料將用於處理報名及與考察團相關活動的用途，並可能編製成統計資料。本會的私隱政策內容刊於本會網頁:
www.hkicpa.org.hk。
Personal Data: Your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enrolment process and administration of courses will be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rse on
which you are enrolled. Such data collected may be accessible by the Institute's officers, persons or committees processing the application and related matters. In addition,
the Institute may use the collected data for statistical research and analysis and, if applicable, for validation of CPD hours. The Institute intends to use the personal data of
your name, email address and correspondence address to inform you, where relevant, of CPD activities, members' benefits, goods, services, facilities and events organized
or provided by the Institute or other organizations. Members and registered students may opt out of receiving such materials at any time by logging in via the following link
https://www.hkicpa.org.hk/en/members-area/comm-preference/ . Non-members may opt out of receiving such materials at any time by sending an email to the Institute at
privacyofficer@hkicpa.org.hk or a letter to the Institute's privacy officer.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ivacy policy of the Institute, please go to
http://www.hkicpa.org.hk/en/service-tools/privacy-policy/

查詢費用及報名: 2287 7381
電郵: finance@hkicpa.org.hk

查詢考察團資料: 2287 7067
電郵: jenny@hkicpa.org.hk

如以支票付款，請填妥下列郵寄地址，以便活動取消或爆滿時，安排退款
姓名
:
姓名 :
地址
:
地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