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承辨機構
查詢: 電話: (852) 2581 2210 / 2581 2771
或 (852) 9492 6579 Frankie Lam
電郵: enquiry@hkqma.org / info@ssi.org.hk

旅行承辨者為香港
持牌旅行社: 港通旅
遊(牌照號碼
353471)

大灣區企業體驗之旅
三日兩夜深圳-珠海-澳門自動化深度體驗

深圳

❖ 深圳寶安國際機場是中國境內集海，陸，空聯運為一體的現代化國際空港，也是中國境內第一個採
用過境運輸方式的國際機場。
❖ 鹽田國際集裝箱碼頭建有 20 個大型集裝箱深水泊位,具有智能化的堆場和船舶策劃功能。
❖ 深圳摩登克斯酒店自動化智能酒店管理親身感受及體驗。

珠海

❖ 珠海格力智能裝備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發，生產，銷售，服務於一體的智能裝備生產企業,通過發展
先進智能製造實現“無人自動化生產線體”。
❖ 珠海羅西尼表業有限公司借助現代化的科技，進行鐘錶文化知識普及，令社會大眾瞭解人類計時儀
器由來發展及現代鐘錶精密製作。

澳門

❖ 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擁有澳門之供水專營權，包括從位於澳門區內及其以外地區的水源引水、
輸送、儲存及處理原水，並將已處理的水輸送,儲存,分配到特定用戶。
❖ 澳門廢物系統有限公司 CSR 將在未來 10 年繼續成為該市的固體廢物收集商。 參觀體驗處理廢物自
動化系統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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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承辨者為香港
持牌旅行社: 港通旅
遊(牌照號碼
353471)

查詢: 電話: (852) 2581 2210 / 2581 2771
或 (852) 9492 6579 Frankie Lam
電郵: enquiry@hkqma.org / info@ssi.org.hk

❖ 項目對象: 香港品質管理協會會員/六式碼註册
專業人員及其攜同行者

遊覽特色:

❖ 行程天數: 3 天
❖ 成團人數: 最少 15 位

* 學習, 參觀, 美食, 自由時間, 綜合體會

❖ 酒店住宿: 深圳及珠海 4 星酒店

大灣區企業交流

❖ 考察日期: 2019 年 6 月 19 至 21 日

* 特別安排大灣區成功企業作實地探訪

❖ 參觀講解: 普通話及/或廣東話為主,英語輔助

及現場講解

遊覽費用:
HK$3,900/每人

* 適合對工業及生産自動化管理有興趣

優惠價(任選以下一種):

的管理及行政人員

-Early Bird 5 月 15 日前付全費: HK$3,600/每人

* 提供綜合學習旅遊體驗的考察項目,可

-團體報名(3 人起) : HK$3,600/每人

獲取全程學習及觀摩時間作 12 小時

(雙人房每人可减 HK$500)

CPD 證書

(隨行團員每人贈送精美背囊一個)
早上
第一天 福田口岸集合出發→參觀
深圳保安國際機塲
第二天 早餐→參觀珠海格力智能

下午

晚上

午餐→參觀監田港國際集裝箱

晚餐→入住深圳摩登克斯智能科技

碼頭

洒店, 介绍及體驗智能服務及設施

午餐→珠海羅西尼表業工業園

晚餐→ 酒店於珠海(拱北囗岸附近)

裝備
第三天 早餐→拱北囗岸過關→參
觀澳門自來水公司

午餐→澳門廢物處理系統
CSR→澳門自行返香港(可選擇
港珠澳大橋/澳門船等-自費)

注意事項:
◆

以上活動及安排僅作參考, 以當地單位最後安排為準;

◆

費用包括: 住宿費用(2 晚 4 星酒店單人房), 膳食(2 早餐於酒店; 3 午餐及 2 晚餐共 5 餐特式菜), 行程的交
通接載(行程註明), 行程內的參觀項目, 參觀入場費、導遊費用, 團體旅遊十萬元**看註意外平安保險;

◆

費用不包括: 證件及簽證費用, 行程以外遊覽費用, 個人消費, 個人保險, 迫不得已所增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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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承辨者為香港
持牌旅行社: 港通旅
遊(牌照號碼
353471)

查詢: 電話: (852) 2581 2210 / 2581 2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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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填妥之報名表格電郵至本學會，並請參閱背頁之條款及細則。考察團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9 年 5
月 29 日，如有查詢，可致電本會職員聯絡。
個人資料
*請刪去不適用者
中文/英文姓名^ (先生/小姐/太太/女士*): [姓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必須與香港身份證/護照相同 *删除不適用
回鄉證/護照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發地方/國家: _________________ 到期日(DD/MM/YYYY):
_____________
(*請如實填寫，以便核實及代為安排參觀/酒店住宿)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為申請參觀企業所需資料，請如實填寫)
您是否為#: □ HKQMA 會員

□ SSI 註冊專業人員(RP)

□ 其他會員/學員/註冊專業人員隨行人士

#請剔取適用方格
行業#: □ 銀行及財務 □ 醫療 □ 資訊科技 □ 物流及運輸 □ 製造業 □ 零售業 □ 服務業 □ 貿易 □ 其他_________
手提電話 (作緊急聯絡用，務必提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 □ 18-25

□ 26-35

最高教育程度#: □ 中學

□ 36-45
□ 專上

□ 45-55
□ 大學

□ 55+
□ 研究院或以上

□ 其他

______________

您如何得悉此活動資料?#
□ Friend Recommended 朋友介紹
□ Social Media 社交媒體

□ Website 網頁

□ E-mail Newsletter 電子通訊

□ 支持機構宣傳電郵

□ Search Engine 搜尋器

□ Others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繳費方法#:

□ 支票

□ 銀行轉帳

□ 現金繳費

聲明
• 本人聲明在此報名表格及隨附文件所載的資料，依本人所知均屬完整真確。
• 本人已細閱考察團之報名條款及細則，並明白所有報名安排均以學會的最終通知為準。

Signature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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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旅行社: 港通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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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企業體驗之旅申請人，需接受以下條款及細則：
1. 每位申請人必須個別提交一份報名表格，本會會員/註冊專業人員可優先參加。
2. 申請人提交報名表格後方可預留席位，本會按其身份編排參加的優先次序及通知付款詳情，全額考察團參加費用須於
本會確認申請人後七天內全額支付予本會。未能如期付款者將不獲保留參加資格。
3. 本會保留最終決定權接受或拒絕申請。
4. 當本會接受申請後，申請人便立即成為參加者。參加者如欲取消報名，必須於考察團出發前 14 天以電郵通知本會。
參加者另需支付行政費用 500 港元及扣除本會已支付而無法經本會的服務提供商退回的費用後，餘額才退還予參加者。
5. 參加者於酒店退房時，須自行向酒店支付所有其於酒店消費的額外費用。
6. 本會並不會就參加者的退款支付利息。
7. 如參加者違反本文件內的任何條款，在不影響本會的其他權利和賠償的情況下，本會有權終止參加者參與考察團。 本
會保留任何退款予參加者的權利。
8. 當考察機構所在的國家拒絕向所有或大多數參加者簽發入境簽證或入境許可證時，參加者的參與權將自動終止。當參
加者的參與考察團權利被終止時，參加費用將不獲退還。參加者需支付本會代參加者支付的費用，以及所有本會因終止
參與權而產生的其他合理費用。
9. 參加者如被發現做出以下行為，本會保留終止參加者的參與權利。這些行為包括（但不限於）：不尊重任何一方的知
識產權、違反產品安全、違反環保法律、及/或作出本會全權斷定為損壞香港、其行業、考察團、本會的聲譽及/或形象
的行為、或是作出或不停止其他本會斷定為必須終止其參與權的任何行為。
10. 本會保留在任何情況下取消考察團的權利；如因為參加者的數量不足，或其他原因。如本會取消考察團，本會的退款
責任只限於參加者因參加該考察團所支付的費用數額。
11. 考察團的日期和行程可能有所更改，但以本會最終確定為最終。本會如有須要保留使用考察團宣傳單張所述以外的替
代如住宿、行程和交通安排等的權利。
12. 考察團參加費用可能會有所變動，包括但不限於：附加費、機票、燃油或增收稅款和貨幣匯率波動。本會保留向參加
者收取因上述費用變動而引致的額外費用的權利。
13. 如因任何延遲、不履行服務、或因任何原因引致的損失或損壞、或因超出合理控制範圍的原因包括但不限於任何天災
、政府行為、戰爭、恐怖襲擊、火災、水災、地震、風暴、海嘯、禁運、爆炸或內亂所產生的損失或損壞，本會不負責
任何參加者的損失。在這些情況下，本會保留權利，並全權酌情決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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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延遲考察團，及/或在必要時改變考察團的日期和行程；或
(ii) 取消考察團，並在扣除已由本會支付、無法經由本會的服務供應商退款的任何費用後，向參加者退款。
14. 本會並不承擔參加者或任何第三方的任何損失、損害或人身傷害的責任；亦不承擔考察團及行程內其他財產損失的責
任。 故建議參團者自行購買。
15. 在考察團期間或完結後，參加者與任何第三方之間所作的任何介紹或交易，均與本會無關，本會並不承擔任何責任。
16. 參加者須負責自己的簽證安排。考察團的參加者若被拒絕入境，本會並不承擔任何損失責任。
17. 參加者須自行負責所有參與考察團期間必需的個人保險，包括但不限於其他財產保險和自身的保險（包括旅遊及醫療
保險）。
18. 參加者承諾賠償本會在考察團期間及期後，任何因參加者及其人員、代表、代理商和僱員有關的任何行為而引致或招
致的所有責任、行動、訴訟、索償、損害、成本和費用。
19. 有關考察團的協議和各方的理解以申請表格和本條款及細則為準。申請表格和本條款及細則將取代本會及有關考察團
申請人之間所有之前的口頭或書面協議、諒解或安排。
20. 本會保留隨時更改及修訂這些條件、並於認為必需維持考察團的有序運作時加入必需的附加規則的權利。經修訂的條
件和附加的規則和規例將發送給參加者，並立即生效。參加者將被視為已收到通知，並接納經修訂的條件和附加規則和
規例。參加者承認本會擁有這些條件、附加規則及其任何修訂的解釋權。本會對所有這些條款、附加規則和規例、以及
其任何修訂的解釋，對參加者具有最終約束力。
21. 如遇颱風及黑雨警告，航機之安排將以航空公司之最終確定為準。
22. 如遇特別天氣影響，領隊將按實際情況更改或取消個別行程，以策安全。
**註 已包的十萬元旅遊團體意外保險保障資料如下:
安達保險 (Chubb Insurance) 團體旅遊意外保險承辨,每人高達港幣10萬元保障額,
保障範圍 Coverages:
(a) Death 100%
(b) Permanent Total Disablement 100%
(c) Permanent Total Incurable Paralysis of all Limbs 100%
(d) Permanent Total Loss of Sight of both Eyes 100%
(e) Permanent Total Loss of Sight of one Eye 100%
(f) Loss of or the Permanent Total Loss of use two limbs 100%
(g) Loss of or the Permanent Total Loss of use one limb 100%
(h) Permanent and Total Loss of Speech and Hearing 100%
(i) Permanent Total Loss of Hearing in both Ears 75% / one Ear 15%
(j) Permanent and Total Loss of Speech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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