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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各位香港緬甸工商協會會員及業界朋友：            
                

香港緬甸工商協會（HKMMA）舉辦「港資企業緬甸工商考察團」 

 

  受惠於緬甸的廉價勞動力及低稅政策，近年有不少香港製衣企業已經或準備在緬甸投資設廠，並希

望深入了解在緬甸投資設廠的情況。為了讓各位會員及業界朋友能取得最新的緬甸投資資訊，本協會

現將在 2018 年 11 月份再次舉辦「港資企業緬甸工商考察團」，以探索更多港商在緬甸的發展商機。

本次行程包括參觀當地工廠、與當地有關政府官員或業界人士舉辦會議互相交流、及考察當地樓宇買

賣環境。歡迎有意探討將生產線遷移或在緬甸設立廠房 / 置業的香港公司參加，適時掌握確切的資

訊。 
 
是次考察團詳情如下： 
 

日期：2018 年 11 月 26-30 日(五日四夜)  (詳細行程將於出發前一星期發出) 
 

團費  
 HKMMA 會員 非 HKMMA 會員 

單人房 港幣 13,000 元正 港幣 14,000 元正 
雙人房 港幣 9,300 元正 港幣 10,300 元正 

 
注意事項： 
1. 團費已包直航經濟客位機票（包括機場稅、燃油及機票附加費、服務費）、酒店住宿、膳食及綜合

保險（如有需要可另自行購買個人保險）；團費並不包括簽證費。 
2. 雙人房團友必須自行組合；如未能找到房友，須繳付單人房費用。 
3. 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作是次活動報名之用，活動後相關資料將被銷毀。 

 
是次考察團設有限定名額。 貴司如欲參加是次考察團，煩請填妥以下回條，並於 2018 年 10 月 12
日或之前將回條、參加者近照一張及抬頭寫上「Hong Kong Myanmar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Limited」之劃線支票 (請在支票背面寫上台端之姓名及聯絡電話)，郵遞到 HKMMA 秘書處，地址：

九龍灣大業街 63 號 製衣業訓練局。請勿付期票或郵寄現金。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263 6388 温小

姐 或 電郵 info@hkmma.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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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MMA「港資企業緬甸工商考察團 Myanmar Study Mission」 

2018 年 11 月 26-30 日 (五日四夜)  26-30 November 2018 (5 Days 4 Nights) 
 

報名回條 Enrollment Form 
 

*請刪去不適用者  Please delete as appropriate 

**請於合適的方格內加上號 Please tick the appropriate box(es).  
聯絡人 Contact Person :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  
公司行業 Business Nature :  
公司地址 Company Address :  
通訊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 同上 Same as above** 

 

公司電話 Office Telephone No. :  傳真 Fax No. :  
電郵 Email Address :  手提電話 Mobile :  

 
#1 參加者  Participant 1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請以護照上顯示的姓名填寫) 

(博士/先生/小姐/女士) *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Same as Passport) 

(Dr. / Mr. / Ms. / Miss) *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護照到期日 Passport expiry date       /      /       (年/月/日) (yyyy/mm/dd) 
護照種類 Passport Type** ☐ 特區護照 HKSAR 

☐ 其他，請註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 : 
出生日期 Birthday       /      /       (年/月/日) (yyyy/mm/dd) 
公司職位 Job Position  
電郵 Email Address  手提電話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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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加者  Participant 2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請以護照上顯示的姓名填寫) 

(博士/先生/小姐/女士) *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Same as Passport) 

(Dr. / Mr. / Ms. / Miss) *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護照到期日 Passport expiry date       /      /       (年/月/日) (yyyy/mm/dd) 
護照種類 Passport Type** ☐ 特區護照 HKSAR 

☐ 其他，請註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 : 
出生日期 Birthday       /      /       (年/月/日) (yyyy/mm/dd) 
公司職位 Job Position  
電郵 Email Address  手提電話 Mobile   

 
#3 參加者  Participant 3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請以護照上顯示的姓名填寫) 

(博士/先生/小姐/女士) *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Same as Passport) 

(Dr. / Mr. / Ms. / Miss) *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護照到期日 Passport expiry date       /      /       (年/月/日) (yyyy/mm/dd) 
護照種類 Passport Type** ☐ 特區護照 HKSAR 

☐ 其他，請註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 : 
出生日期 Birthday       /      /       (年/月/日) (yyyy/mm/dd) 
公司職位 Job Position  
電郵 Email Address  手提電話 Mobile   

 
#4 參加者  Participant 4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請以護照上顯示的姓名填寫) 

(博士/先生/小姐/女士) *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Same as Passport) 

(Dr. / Mr. / Ms. / Miss) *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護照到期日 Passport expiry date       /      /       (年/月/日) (yyyy/mm/dd) 
護照種類 Passport Type** ☐ 特區護照 HKSAR 

☐ 其他，請註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 : 
出生日期 Birthday       /      /       (年/月/日) (yyyy/mm/dd) 
公司職位 Job Position  
電郵 Email Address  手提電話 Mob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