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f no. – GROUP3+ 

論壇登記表格 - 團體報名 （買二送一） 

 
 
 
 

Please return the completed form (and cheque if applicable) by: 

 

 

填妥表格後請交回︰  

傳真:(852)2270 5733  或   電郵: bipasia@hktdc.org 或 

郵寄:香港灣仔港灣道 1號會展廣場辦公大樓 38樓 香港貿易發展局 (梁煒基先生收)   
 

團體報名只適用於每三位參加者同時申請。請於第四部份 - 繳款方式 標記出享有免費入場證之人士。成功登記及完成

付款者將會收到電郵確認函。  

 

第一部份 – 個人資料(請填寫所有欄目) 

稱呼 :   教授   博士   先生   女士      太太 

姓名 : (姓)                                (名)                                     

公司/機構名稱 :                                                                                          

職位 :                                                                                          

電話 :                                          傳真 :                                           

電郵 :                                                                                          

地址 :                                                                                          

 

第二部份 –公司資料(*必須填寫及可選擇多項) 
 

*業務性質: 

 知識產權擁有者 

 學術界 / 學術機構  設計師  研究及開發 

 科技公司  其他 (請注明)                                                       

 

 知識產權用戶 

 製造商  貿易 (進口商/ 出口商)  批發商, 分銷商 或 零售商 

 其他 (請注明)                                                                                      

 

 知識產權服務供貨商 

 會計/估值服務  銀行/財務服務  商貿諮詢/顧問服務 

 設計服務  特許經營  資訊科技 

 法律服務  專利授權/知識產權代理  創業/天使基金投資者 

 其他 (請注明)                                                                                     

  

 商會/政府/公共機構 

日期 : 2019年 12月 5 - 6日 (星期四及五) 

地點 : 香港灣仔港灣道 1號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展覽廳 5FG  

參與費用 : 
港幣$1,365/ 美金$175 (包括 12 月 5 日之午宴) 

正價： 港幣$1,950 /美金$250 

 

#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或之前登記及付款

可享早鳥七折優惠 

mailto:bipasia@hkt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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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 / 業務領域: 

 協會服務/政府機構  汽車/汽車零部件及組件  商業管理和諮詢服務 

 生物科技    中醫藥  電子 

 家電  環保  電影/影音製作/電視   

 金融與投資    保健  資訊和通訊科技   

 法律服務    燈飾  醫療設備   

 紡織，服裝及成衣    其他 (請注明)                                                           

 

*與您的業務相關的知識產權類別: 

 版權  專利  外觀設計 

 商標   

 

*請注明您的興趣範圍，以安排商貿配對(如適用): 

 知識產權專案 - 專利 

 生物科技    電子  醫療及保健 

 資訊和通訊科技  綠色科技  納米科技   

 紡織，服裝及成衣  其他 (請注明)                                                    

 

 知識產權項目 - 版權 

 電影/電視  出版    其他 (請注明)                                                                                    

 知識產權專案 - 外觀設計   

 

 知識產權項目 - 商標 

 

 知識產權顧問服務 

 知識產權登記   知識產權保護  知識產權盡職調查 

 知識產權管理  知識產權估值  知識產權授權  

 知識產權仲裁及調解  其他 (請注明)                                                    

 

 暫時並未尋找任何知識產權項目/顧問服務 
 

 

 

 一經申請參與「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閣下之個人及公司資料（包括但不限於閣下之姓名、公司名稱、國家以及

業務性質）將自動收錄於論壇網上及印製的「與會者名單」，及自動啟用論壇內聯網商貿配對功能。若閣下不願意資料被

收錄及不願意啟用商貿配對功能，請取消 方格內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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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 論壇活動登記  (請選擇您將出席的環節) 

時間 議程 登記 

2019 年 12 月 5 日 (星期四) 

08:30 – 09:30 登記及交流  

09:30 – 10:00 開幕式  

10:00 – 11:00 主題演講 – 促進企業持續發展的知識產權策略  

11:00 – 11:30 茶歇  

11:30 – 12:45  (1A) - 專題論壇一  (1B) - 專題論壇二 

12:45 – 14:15 

專題午宴 

 沒有特別選擇  素食餐 

同期分組專題討論 

14:30 – 16:00 
 (2A) - 市場及行業知識產

權透視 
 (2B) - 知識產權商業實務 

 (2C) - 企業家及初創企業 

知識產權專題 

16:00 – 16:30 茶歇 

16:30 – 18:00 
 (3A) - 市場及行業知識產

權透視 
 (3B) - 知識產權商業實務  (3C) - 知識產權法律實務 

 

2019 年 12 月 6 日 (星期五) 

09:00 – 09:30 登記及交流  

09:30 – 10:45 環球科技峰會 第一部分  

10:45 – 11:15 茶歇  

11:15 – 12:30 環球科技峰會 第二部分  

12:30 – 14:00 午休 
 
 
 

                         

同期分組專題討論 

14:00 – 15:30  (4A) - 知識產權法律實務  (4B) - 市場及行業知識產權透視 

15:30 – 16:00 茶歇  
 

16:00 – 17:30  (5A) - 知識產權法律實務  (5B) - 知識產權商業實務 

 
*備註：議程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登記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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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繳款方式 

 
  信用卡付款: 

 信用卡種類 : Visa          MasterCard 萬事達 

 信用卡號碼 :      -     -     -      

 有效期至(月月/年年) :   /     

 持卡人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金額  : HKD __1,365.00_____________ 

 簽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匯款:  

 戶口名稱: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銀行賬號:  港元戶口賬號: 004-002-222701-001 / 

     美金戶口賬號: 004-002-4-804734 (只限海外及內地參加者)  

銀行: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銀行地址:  香港皇后大道中一號  

SWIFT:  HSBCHKHHHKH  

*登記人士需負責所有匯款相關之手續費用。 

 

  支票付款:  

支票抬頭請注明「香港貿易發展局」，並於支票背後注明登記人士之姓名及公司名稱 ，完成後交回以下地址： 

香港貿易發展局 

香港灣仔港灣道 1 號會展辦公大樓 38 樓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免費報名（團體報名買二送一）： 

每三位參加者只有其中一位可享免費報名。如有任何爭議，香港貿發局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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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免費成為亞洲知識產權交易平臺會員 - 亞洲最大網上知識產權資料庫 
 

亞洲知識產權交易平臺 為一個免費的網上知識產權交易平臺及資料庫，用家可透過本交易平臺發掘更多知識產權貿易商機，並

與全球知識產權業內人士增強聯繫。本交易平臺由香港貿易發展局所創立並管理，已與三十多間機構達成戰略夥伴合作協議，

羅列超過 28,000 項可供買賣的知識產權項目。每位參加亞洲知識產權論壇的人士， 可成為亞洲知識產權交易平臺之會員，免

費瀏覽本知識產權平臺的資料庫。 

 

 若閣下不欲成為亞洲知識產權交易平臺之會員及免費瀏覽該資料庫，請於方格內加上√號。 

 
 
 

第六部份–聲明 

  
 
本人明白上述資料將儲存於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及亞洲知識產權交易平臺的資料庫、網頁或小冊子內，作為貿易拓展之用。

本人同意上述資料如有錯漏，主辦單位毋須負責。 

 

申請將以主辦單位的最終確認為准。本人如欲取消參加是次會議， 須於 2019年 11月 1 日前以書面通知主辦單位，方可獲得

退款。逾期通知將不獲發還款項。 參加者須自行安排會議期間的交通及住宿，並承擔所有相關費用。在任何情況下若論壇被逼

取消，主辦單位只須退還已繳付的參加費用，毋須負上任何其他責任。 

 

*本人確定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可將上述資料編入其全部或任何資料庫內作為直接推廣或商貿配對之用，以及用於貿發

局在私隱政策聲明﹝載於網頁 http://www.hktdc.com/mis/pps/tc ﹞中所述之其他用途。本人確認已獲得此表格上所述的每

一位人士同意及授權，將其個人資料提供予貿發局作此表格提及的用途。本人亦同意在參觀展覽會時遵守貿發局所訂之訪客

規則及法規﹝載於網頁 http://www.hktdc.com/mis/vrr/tc ﹞。 

 

 本人願意繼續加入貿發局的聯絡名單，以獲悉最新的市場信息和商機。 

(此選項是按歐盟有關保護個人資料法律的要求而設，只適用於歐盟/歐洲經濟區的客戶。) 
 
 

簽名︰                                                   日期 (日/月/年):                                                 

 

 

如有查詢，請致電 (852) 2584 4193 或 電郵 bipasia@hktdc.org, 與梁煒基先生聯絡。 

 

http://www.hktdc.com/mis/pps/tc
http://www.hktdc.com/mis/vrr/t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