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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表廠商會之 2020年新春晚宴茲定於下列日期、時間及地點舉行：
The details of the Spring Dinner 2020 are as below:
日 期
Date

：2020年 2月 21日 (星期五，正月二十八)
21 February 2020 (Friday)

時 間
Time

：酒會 Cocktail－下午 5時正 5:00pm

晚宴 Dinner－晚上 6時正開始 Start at 6:00pm

地 點
Venue

：東莞君源鉑爾曼酒店－東莞市長安鎮振安路與靖海中路交匯處
Hotel Pullman Dongguan Changan – No.38 Jinghai Zhong Road, Shatou,
Changan Town, Dongguan, Guangdong

費 用
Fee

：每位港幣 338元，每席港幣 3,388元 (12位/席)
HK$338 per seat, HK$3,388/table (12 person/ table)

節 目
Entertainment

：精彩表演節目及幸運抽獎
Exciting Performance & Lucky Draw

今年新春晚宴將免費邀請每間會員公司 1位代表出席（如超過 1位代表
參加，每位收費港幣 338元），共同慶賀新春和聚首一堂的好時刻，敬
希各會員同業切勿錯過，踴躍參加。由於席數有限，以先到先得。
Spring Dinner will invite ONE representative of each member company.  If

more than ONE representative/s will attend, each person will be charged at HK$338. Don’t miss
this chance to meet with each other and celebrate the Lunar New Year. Limited tables available,
reservation is on a first-come-first-serve basis!

歡迎各會員同業報名參加，敬請於 2月 7日或前填妥附頁報名訂座表格，並連同付款劃
線支票一併寄回秘書處預留席位。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522-5238與秘書處聯絡。
For reservation, we would appreciate if you could fill in the attached form and arrange the cheque send
to the Secretariat on or before 7 February 2020.  For further enquirie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the
secretariat at 2522 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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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香港表廠商會－秘書處 傳真 Fax：2810 6614
To： HKWMA - Secretariat

報名訂座表格 Reservation Form

本公司有意參加香港表廠商會 2020 年新春晚宴，並認購 席/ 位。(如超過
1位代表參加，每位收取費用港幣 338元。)

現附上付款劃線支票合共銀港幣 ，敬希辦理。【註：如報名 2位或以上，
請自行扣除 1位，並將應繳費用寄回本會秘書處，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表廠商會有
限公司」。】

We would like to reserve ____table(s)/ seat(s) of the Spring Dinner 2020. (If more than ONE
representative/s will attend, each person will be charged as HK$338.) Enclosed a cross cheque
made payable to “HONG KONG WATCH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LTD” and the
amount HK$____________ for reservation. (Remarks: For reservation of 2 seats or more, please
deduct payment for one person for reservations.)

公司名稱 Co. Name：

參加者姓名

Name of Participant(s)：(1) (2)

地址 Address：

聯絡人 Contact Person： 電話 Tel：

電郵 E-mail： 傳真 Fax：

※今年繼續安排旅遊車接載會員由九龍塘前往酒店，接載時間約下午 2 時，詳細
上車地點將容後通知。現先行統計人數：□需要及人數： / □不需要

[由於座位有限，以先到先得留位，如已報名乘坐者，不得取消。]

蓋章及簽署 日期
Company Chop & Authorized Signature： 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