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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機構﹕ 主辦機構﹕ 

成都及重慶模具成都及重慶模具成都及重慶模具成都及重慶模具、、、、電器及精密製造工業商務電器及精密製造工業商務電器及精密製造工業商務電器及精密製造工業商務/技術合作考察團技術合作考察團技術合作考察團技術合作考察團 

2011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31至至至至 6月月月月 3日日日日（（（（星期二至五星期二至五星期二至五星期二至五））））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成渝地區是中國西部經濟最發達和發展速度最快的地區，其城市規模、經

濟實力、人才水平、基礎建設均不遜於沿海城市。成渝兩市是西部地區工

業重鎮及高新技術產業的主要聚集地。目前，成渝地區經濟增長速度超過

了珠三角地區、長三角地區和環渤海地區，成為中

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城市帶。 

考察團旨在參觀成都及重慶多家外資及內資著名企業，觀摩技術、管理

及謀求合作。同時採討兩地之投資環境及商機。考察團重點參觀及探訪

包括﹕ 

 
� HP及及及及四川長虹電器股份有限公司等世界著名企業四川長虹電器股份有限公司等世界著名企業四川長虹電器股份有限公司等世界著名企業四川長虹電器股份有限公司等世界著名企業 

� 另另另另 5 家精密及高增值產品製造廠家精密及高增值產品製造廠家精密及高增值產品製造廠家精密及高增值產品製造廠，，，，從事汽車模具從事汽車模具從事汽車模具從事汽車模具、、、、精密電子精密電子精密電子精密電子、、、、醫療儀器醫療儀器醫療儀器醫療儀器、、、、汽車及航空零部汽車及航空零部汽車及航空零部汽車及航空零部

件件件件、、、、衡器等行業衡器等行業衡器等行業衡器等行業 

� 與駐成都辦等機構探討成渝兩西部與駐成都辦等機構探討成渝兩西部與駐成都辦等機構探討成渝兩西部與駐成都辦等機構探討成渝兩西部「「「「重點重點重點重點」」」」城市投資環境城市投資環境城市投資環境城市投資環境 

� 與與與與重慶重慶重慶重慶兵器模具委會交流及兵器模具委會交流及兵器模具委會交流及兵器模具委會交流及洽談合作洽談合作洽談合作洽談合作 

� 如時間許可如時間許可如時間許可如時間許可，，，，將加插將加插將加插將加插於於於於重慶重慶重慶重慶永永永永川川川川之之之之「「「「茶茶茶茶山山山山竹海竹海竹海竹海」」」」觀光觀光觀光觀光，，，，此為著名電影此為著名電影此為著名電影此為著名電影「「「「十十十十面面面面埋埋埋埋伏伏伏伏」」」」拍攝地拍攝地拍攝地拍攝地。。。。

(活動由香港模具及產品科技協會安排活動由香港模具及產品科技協會安排活動由香港模具及產品科技協會安排活動由香港模具及產品科技協會安排)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30 人人人人；；；；先到先得先到先得先到先得先到先得，，，，額滿即止額滿即止額滿即止額滿即止。。。。  

團費團費團費團費:   

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會員每位港幣$5,200元正；非會員每位港幣$5,700元正 

香港至成都及重慶至香港之經濟客位機票、參觀全程旅遊巴士、酒店住宿（雙人房佔半

房）、早餐及參觀與探訪安排費用 

不包括不包括不包括不包括: 

 

全程午餐及晚餐、特別安排之機票及酒店住宿 (例如：停留重慶之更改機票費用等、個人

消費及一切未例明之雜費)  

 � 香港及中國機場稅香港及中國機場稅香港及中國機場稅香港及中國機場稅、、、、燃油稅附加費及保安費燃油稅附加費及保安費燃油稅附加費及保安費燃油稅附加費及保安費: 每位港幣$650元正。 

� 旅遊車司機服務費旅遊車司機服務費旅遊車司機服務費旅遊車司機服務費: 每位約人民幣 50元，於考察期間向團員收取，交予司機 

� 如需安排單人房如需安排單人房如需安排單人房如需安排單人房，，，，每位需額外繳付港幣$1,200 元正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模具、電器、消費電子產品、汽車及航空零部件、醫療儀器、塑膠及金屬製品廠之廠商。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請填妥以下報名表，於 5月 20日（星期五）或之前傳真至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留位（傳

真號碼﹕852-2788-5543），及後把報名表格連同 1 張近照、個人名片及支票一併送

交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地址：香港九龍塘達之路 78號生產力大樓 5樓製造科技部，鄭

小姐收 

（支票抬頭請用「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並請劃線）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請致電: 852-2788-5058 鄭小姐 或 電郵:  irisc@hkpc.org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請攜帶回鄉証/旅遊証件及香港身份証 

(2) 考察團之交通及住宿事宜將由持牌旅行社負責安排 
 
 
 
 
 

Sender: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78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 2788-5058, email: irisc@hkpc.org. 發送者：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香港九龍達之路78號生產力大樓 電話：(852) 2788-5058 電郵: irisc@hkpc.org。 

If you do not wish to receive further information from HKPC, please inform us via email to: unsubscribe@hkpc.org with “unsubscribe” as the subject. 若閣下不欲再接收本局信息，請發電郵至: unsubscribe@hkpc.org，並在主旨欄填上「拒絕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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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行程（如有任何更改，怒不另行通知，敬請原諒） 
上午 香港國際機場集合 
上午 香港�成都  (1025/1255)  
下午 參觀一間醫療器械廠 
黃昏 與成都市經濟官員會面，探討成都之投資環境 

5月 31日
(二) 
 

晚上 入住成都市優質酒店 
上午 赴綿陽 
上午 參觀四川長虹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內地著名電視及消費電子產品製造廠) 
上午 於綿陽市與官員午膳 
下午 參觀 1間電子製品廠/汽車零部件廠 (待確定) 
黃昏 返成都，並與香港特區駐成都辦交流，探討當地之企業營運環境與商機 

6月 1日 
(三) 

晚上 續住成都市優質酒店 
上午 參觀中航一集團成都航空儀錶公司 (航空、汽車及各類儀錶與感測器製造廠) 
上午 赴重慶，於途中午膳，由協會理事長查毅超先生宴請 
下午 如時間容許，參觀工廠前順道於附近名勝永川之「茶山竹海」觀光，此為著

名電影「十面埋伏」拍攝地 
下午 參觀萬特佳稱重科技(重慶)有限公司 (重型衡器製造廠) 
黃昏 與重慶兵器模具委會交流洽談及晚宴，探討重慶商機及合作 

6月 2日 
(四) 
 
 

晚上 入住重慶市優質酒店 
早上 參觀 HP個人電腦組裝部 (世界著名電腦製造廠) 
早上 參觀重慶數碼模車身模具有限公司 (汽車模具製造廠) 
中午 理事張傑先生宴請午宴 
下午 赴重慶機場 
下午 重慶�香港  (1650/1905) 

6月 3日 
(五) 

晚上 抵香港國際機場，行程圓滿結束 
 
*本局因應實際需要調動部份行程本局因應實際需要調動部份行程本局因應實際需要調動部份行程本局因應實際需要調動部份行程，，，，將不作另行通知將不作另行通知將不作另行通知將不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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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機構﹕ 主辦機構﹕ 

 請於 2011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或之前傳真 2788-5543 

 

成都及重慶模具成都及重慶模具成都及重慶模具成都及重慶模具、、、、電器及精密製造工業商務電器及精密製造工業商務電器及精密製造工業商務電器及精密製造工業商務/技術合作考察團技術合作考察團技術合作考察團技術合作考察團 

2011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31至至至至 6月月月月 3日日日日（（（（星期二至五星期二至五星期二至五星期二至五）））） 
 考察團編號﹕______________ 

日期： 2011年 5月 31至 6月 3日，共 4天 

團費團費團費團費：：：： ���� 會員港幣會員港幣會員港幣會員港幣5,200元正元正元正元正+香港機場燃油稅每位港幣香港機場燃油稅每位港幣香港機場燃油稅每位港幣香港機場燃油稅每位港幣$650元正元正元正元正  

 (合共港幣合共港幣合共港幣合共港幣$5,850元正元正元正元正)    

       ���� 非會員港幣非會員港幣非會員港幣非會員港幣5,700元正元正元正元正+香港機場燃油稅每位港幣香港機場燃油稅每位港幣香港機場燃油稅每位港幣香港機場燃油稅每位港幣$650元正元正元正元正  

 (合共港幣合共港幣合共港幣合共港幣$6,350元正元正元正元正) 

       ����單人房附加費用單人房附加費用單人房附加費用單人房附加費用，，，，每位港幣每位港幣每位港幣每位港幣$1,200元正元正元正元正 
 

中文姓名（先生 / 小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鄉證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鄉証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身份証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內地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業務性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及公司印鑑﹕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近照 1張、 

個人名片 

及 

中文公司簡介 

（約 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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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 請各申請者留意以下之報名及責任細則請各申請者留意以下之報名及責任細則請各申請者留意以下之報名及責任細則請各申請者留意以下之報名及責任細則﹕﹕﹕﹕ 
1. 報名表（可用影印本）必須連同費用於考察團/ 海外培訓（包括中國大陸）開始前一併繳交，否則報名有效。 
2. 本局建議申請者以信用咭、易辦事或支票繳交費用。費用收據以本局機印方為有效，支票收妥作實。  
3. 申請者於考察團/ 海外培訓（包括中國大陸）開始前通知本局退團，必須遵守以下之條款﹕ 

� 行程開始前最少30天通知本局，需繳交港幣500元正，作為行政費用； 
� 行程開始前30天內通知本局，需繳交港幣500元正，作為行政費用及所有旅行社/ 航空公司機票及酒店之費用，實際費用將按當時的價格為準。 
� 行程開始前7天通知本局，必須負責繳交全數團費。 

4. 申請者有責任確保出發前攜帶有效的旅遊證件，如因旅遊證件而不能如期出發，則按以上條款（3）作處理。 
5. 申請者如在出發前30天內提名他人代替其本人出席考察團/ 海外培訓（包括中國大陸），旅行社/ 航空公司有機會收取附加費，參加者需自行承擔有關費用。  
6.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保留在任何情況下更改考察團/ 海外培訓（包括中國大陸）的內容（包括﹕酒店、地點、行程及膳食）的權利，而不會另作通知。  
7. 如航空公司於出發前30天內調高燃油附加費或機場稅（每人計，國際線加內陸機），本局將有權向申請者追收已調高之差額。  
8. 如申請者提出特別更改要求（如出發日期、回程日期或機位安排），則需要視乎航空公司的安排，申請者亦需自行承擔旅行社/ 航空公司收取之附加費，並以當時的價格為準。 
9. 如參加者為持香港身份證人仕，本局已代為購買基本的意外保險，申請者亦可自行購買額外的旅遊保險。內地參加者請按需要自行購買所有保險。根據內地法例，本局不能為內地參加人仕於香港購買保險，請向內地旅行社或保險公司購買。 
10. 由於考察團行程以內之各類型活動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風險，參加者在參與活動時應衡量個人身體狀況及年齡，並考慮當時的天氣情況，以評估應否參與有關活動。另參加者在活動進行中，應遵守有關活動的規則、本局工作人員的指引及安排，做足安全措施，以免發生意外。對任何旅遊保險索償及其索償結果，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11. 如參加者因參與其他考察團上不包括之各類型活動而發生意外，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12.  申請者所提供的資料，將用於考察團/ 海外培訓的申請（包括旅行社、保險公司）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內部統計分析及有關的程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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