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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閔行港澳沙龍”是上海市首家由在閔行區投資、工作、置業或居住的港澳籍人士自主建立的社會

組織。在愛國、愛港、愛澳的旗幟下，從維護香港、澳門人士根本利益出發，進一步弘揚中華文化和傳統美德，為

閔行的經濟發展、公共管理、公益事業、社會和諧獻計獻策，為閔行區港澳人士的經貿交流、安居樂業、友好合作

共創美好未來。

“上海閔行港澳沙龍”的組織架構是隸屬於上海市閔行海外聯誼會，目前籌建期間由七位港澳閔行區政協委

員組成，並選出了秘書長和召集人。上海市閔行海外聯誼會作為主管單位，負責協調沙龍活動的相關工作和傳遞

信息。

“上海閔行港澳沙龍”將是閔行與港澳聯絡交往的重要窗口，它的宗旨是“愛國、聯誼、建言、聚力”。它將成

為港澳人士表達訴求、建言獻策、服務社會、同敘鄉情、結交朋友、共同探索合作機會的橋梁和紐帶。

“上海閔行港澳沙龍”設企業會員和個人會員，會費收入全部用於聯誼活動、公益扶助和社會服務等。

“上海閔行港澳沙龍”的發展願景是努力為振興中華、擴大交流、促進發展、增進友誼提供服務和幫助。

上海閔行港澳沙龍籌委會

SHANGHAI MINHANG HONG KONG MACAU SALON (HKM Salon) is the first social 
organization established voluntarily by Hong Kong and Macau investors, properties owners and residents 
living in the Minhang District.
 Under the banner of patriotism, HKM Salon protects the fundamental value of residents from Hong 
Kong and Macau and promotes Chinese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virtue. HKM Salon offers advic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management of public facilities, charity and other social matters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main objective of HKM Salon is to enhance economic and trade activities between 
Minhang, Hong Kong and Macau, to foster a peaceful and friendly living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for 
people from Hong Kong and Macau.
 The governing council comprises seven Hong Kong and Macau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of Minhang District. HKM Salon is lead by an elected secretary 
and a convener. The Salon is operating under the organization of Shanghai Minhang Chinese Oversea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which renders supporting services in organizing events and communications.
 HKM Salon is an important link between Minhang, Hong Kong and Macau. It provides a vital channel 
for people from Hong Kong and Macau to voice their opin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to the Minhang 
Government. It is also an ideal platform for people from the three places to establish social contacts and 
to explore opportunities of mutual benefit.
 HKM Salon offers Corporate and Individual Memberships. All membership fees will be utilized on 
social events, charity, and services for the society. The long term development of HKM Salon is to unite 
Chinese from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encourage cultural ex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establish a strong relation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Minhang, Hong Kong and Macau.

Shanghai Minhang Hong Kong Macau Salon Organizing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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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潮
中共閔行區委書記

上海市閔行海聯會名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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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合
創新發展

李夢麟
中共閔行區委常委、統戰部長
上海市閔行海外聯誼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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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聞上海閔行港澳沙龍的成立，為

在滬港澳人士提供了一個可以增進

彼此交流、了解的平台，香港貿易發

展局在此表達誠意祝賀！

賀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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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澳 攜 手
共 滬 發 展

恭 賀

上海閔行港澳沙龍啟動

張國正
中國香港（地區）商會 － 上海會長

戴德梁行北亞區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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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閔行港澳沙龍會徽寓意

“上海閔行港澳沙龍”會徽的形態設計靈感來自於中國

漢字部首“三點水”，色彩取自閔行區標志“魅力都市、

綠色家園”的藍綠兩色，像征著“滬、港、澳”三地百川

歸海、人心彙聚、朝著同一個方向走到一起來，它呼喚

著三地政府、商界朋友和百姓心手相連、守望相助、同

舟共濟、有所作為。

Logo Description
The logo design of “Shanghai Minhang Hong Kong 

Macau Salon” is built on the fact that each character, 

滬 港 澳 shares the same radical for water. We apply 

this symbolism to express how we unite people from 

the three places (Shanghai, Hong Kong and Macau) as 

we all move forward in the same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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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Organization Structure
上海市閔行海外聯誼會
Shanghai Minhang Chinese Oversea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上海閔行港澳沙龍
Shanghai Minhang Hong Kong Macau Salon

謝婉玲 Judy Tse

趙麗娟 Susanna Chiu

葉錫銘 Ye Xi Ming

潘　慰 Daisy Poon

張　濤 Cheung To

薛非然 Linda Xue

陳福泉 Chen Fu Quan

負責人

秘書長

理　事

理　事

理　事

理　事

理　事

(由左至右) 張濤先生，趙麗娟小姐，閔行區僑辦主任彭煒林先生，謝婉玲小姐，閔行區委常委、統戰部長     

李夢麟先生，陳福泉先生，潘慰小姐，葉錫銘先生，薛非然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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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海市閔行區吳中路1235號5樓A座

電話：021-6128 2089     傳真：021-6128 2092

中國代理：
四款口味：

可樂、草莓、西瓜、青蘋果



上海閔行港澳沙龍      11

創會
理事

•  上海譽嘉食品有限公司總經理

•  上海市閔行區政協委員

•  上海市閔行區工商聯會員

•  絲綢之路生態文化萬裡行組委會上海分會副主任

•  工商管理學士（加拿大緬尼吐巴省立大學）B.Com (Hons)

謝婉玲 Judy Tse

上海譽嘉食品有限公司簡介

上海譽嘉食品有限公司引進香港暢銷品牌“御軒爆炸糖”和“御軒龍須

糖”到中國。懷舊的產品，經過改良的生產工藝，采用優質的配料，做出獨

特的創新口味，為顧客帶來震驚味蕾的新感受。

上海譽嘉食品有限公司最近獲得了歐洲知名品牌“ROSHEN如勝”糖

果的上海及華南地區的代理權，供應各類糖果、巧克力、餅干等品種超過

200多種，最近更成為該公司的香港及澳門總代理。

公司將以長遠的眼光、誠信負責的操守、繼續開拓健康綠色食品，為廣

大消費者帶來更多優質食品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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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
理事

•  利豐發展（中國）有限公司董事

•  上海市閔行區政協委員

•  中國陝西省政協委員

•  香港會計師公會副會長

•  香港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 (FCPA)

•  國際信息系統審計師 (CISA)

•  英國特許會計師 (ACA)

•  中國注冊會計師 (CICPA)

•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香港中文大學) (EMBA)

•  一級榮譽經濟學學士（英國錫菲爾大學）BA (Hons)

趙麗娟 Susanna Chiu

利豐集團業務簡介

利豐早於1906年在廣州創辦出口業務，現已發展成為一家以香港為總

部的跨國商貿集團，通過貿易、物流、分銷及零售等核心業務，為客戶提供

全球供應鏈管理服務。

利豐有限公司(股份代號：00494)主理集團三大核心業務：貿易、物流

及分銷。貿易業務包括為流通全球的消費品提供設計、研發及采購服務，

同時通過分銷及物流兩大業務網絡，分別為營銷全球的品牌提供分銷及

物流服務。

集團的零售業務包括上市公司利亞零售有限公司(股份代號：00831)、

利邦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00891)，及私營業務包括經營兒童服裝、鞋

履及配飾零售業務的利童(控股)有限公司，經營玩具及兒童用品零售業務

的Toys (Labuan) Holding Limited 以及於亞洲區經營時尚休閑服飾零售

業務之漢登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 利豐集團於2011年度總營業額逾211億美元;當中，在中國的采購、物

流、分銷及零售業務，為集團帶來128億美元的營業額，占整體營業額約

60%。集團全球雇員逾 41,000名，含中國市場雇員約25,500名。

• 利豐集團於中國設有逾130個辦事處及配送中心，零售店鋪網絡覆蓋逾

2,200個零售點，以最優秀的供應鏈管理網絡，為跨國商貿伙伴提供全方

位的合作基礎。

查詢利豐集團詳情，請瀏覽www.lifunggroup.com 。

利豐集團
利豐發展（中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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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
理事

避風塘集團
香港避風塘（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上海避風塘美食有限公司1998年開設了以“避風塘”為字號的港式著名連鎖

特色餐館，至今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已擁有了逾40家連鎖餐館，人們紛至沓

來，真正領略了避風塘餐館美食加浪漫的全新感受。

2002年，避風塘公司投入巨資在上海市閔行區，建造了1.5萬平方米的現代

化專業廠房，以其“美食大師”的專業功底與現代領先的食品生產工藝，致力於

將避風塘餐館中最精粹的美食奉獻給廣大消費者。

•  上海市閔行區政協委員

•  香港避風塘（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  上海避風塘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

•  上海避風塘美食有限公司董事長

葉錫銘 Ye Xi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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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千 (中國) 簡介

味千(中國)控股有限公司(Ajisen (CHINA) Holdings Limited，簡稱「味千

中國」，港交所：0538)為中國最大的快速休閒餐廳連鎖經營商之一，主要

業務包括快速休閒餐廳連鎖經營以及包裝拉面產品。亦為日本「味千拉面」

(始創於1968年)於中國大陸及香港地區的總代理。

於1996年由現任總裁潘慰成立，本著「味千拉面，世界拉面」的願境，味

千中國以其工業化和標準化的經營優勢不斷快速成長，同時建立其家傳戶

曉的品牌效應，得到外界的認同，獲獎無數。04至05年獲中華全國商業信息

中心頒發「年度中國餐飲百強企業」；06年世界傑出華商協會授「最值得華

人企業500強投資的100家中國企業」；07年3月在香港聯交所主板掛牌，同

年，經國際雜誌《商業周刊》評為年度亞洲成長最快的五十家企業榜首；08

年獲「年度上海名牌」；09年獲「年度全國消費者最喜愛“香港名牌”金獎品

牌」、「09至11年度中國“信譽企業”品牌認證」、「中國快餐業前五強」，實

為獎項豐盛的一年；本年更獲亞洲《福布斯》授「亞洲200強優勢上市中小

企業」，可見味千中國的成長得到普遍業界的支持以及認同。

時至今日，已開設600多家分店的味千中國的業務已遍佈中國主要城市

的商業地帶；包裝拉面產品於全國7500個銷售網點銷售並出口到新加坡、

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本著「健康第一，良心品質」，以及三愛：「愛顧客，

愛企業，愛同事」的企業理念及文化，向著1000家分店的使命前進。

創會
理事

• Committee Member / Assistant Director of 

 the Shanghai Restaurants Association

 上海餐飲行業協會的委員及助理總監

• Vice 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Commercial Enterprise Management Association 

 上海商業企業管理協會副理事長

• CEO of Ajisen（China）Holdings Ltd

 味千(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CEO

• 上海市閔行區政協委員

潘 蔚 Daisy P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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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
理事

基因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集團簡介

基因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成立於2004年4月，位於上海閔行紫竹國家高

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紫月路505號，占地面積23畝。公司以追蹤生命科技前

沿，用創新生物科技及產品為提高生命質量服務”為宗旨，研究和開發各類

用於生命科學研究和臨床分子診斷的技術及產品，是國內最早從事生物芯

片研發與服務的公司之一。

企業致力於以下技術及產品的研發推廣並設定為產業化目標：

• 把先進的生物芯片技術運用基礎研究及臨床分子診斷；

• 以核酸探針和蛋白抗體為基礎的的分子病理檢測系統；

• 病原體及致病基因的分子診斷；

• 腫瘤靶向治療的基因突變檢測；

• 基於基因組的個性化分子診斷和疾病預測；

• 核酸純化產品及蛋白抗體的生產

•  基因集團 董事

•  香港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長

•  基因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長

•  中央“千人計劃”創業人才

•  上海市閔行區政協委員

•  香港大學 生物化學博士

基 因 科 技（上 海）有 限 公 司

Gene Tech (Shanghai) Company Limited
A Gene Group Company

張 濤 Cheu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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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
理事

上海優絡盟城市工業園

上海優樂加城市工業園

作為較早在上海地區專業從事工業園區建設的海外投資者，公司有著豐

富的開發運營經驗。自2003年起在莘莊工業區內開發建設了上海優絡盟城

市工業園，先後成功引入包括世界500強集團企業在內的十多家外商投資企

業。該園區自2006年起延續至今被評為“上海市物業管理優秀工業園區”。

位於上海虹橋商務區內的上海優樂加城市工業園，規劃建設面積12萬平

方米，現已建成北區生產研發類工業廠房13棟，約5萬平方米。入駐外資企

業分別來自美、日、德、英、荷等國家和地區，其中數家屬世界500強集團企

業。優樂加園區2010年通過市區兩級評選，榮獲“上海市物業管理優秀工業

園區”。

優樂加城市工業園南區規劃建設獨棟綜合研發樓、辦公大樓以及園區服

務中心，可滿足不同行業企業的設計生產、加工研發、展示辦公等多重需求。

未來隨著虹橋商務區的發展成熟，將會吸引更多的各類優秀企業前來落戶

投資，助力區域經濟發展。

依托開發建造和運營管理經驗，公司對工業園區進行全過程精心規劃設

計、施工配套和運營管理，園區環境整潔，綠化優美，管理有序，生產辦公環

境日益成熟，贏得了市場和客戶的好口碑。

•  香港歐盟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長

•  香港歐盟（亞洲）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

•  香港歐盟（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

•  上海優絡盟實業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  上海致衡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董事長/總經理

•  上海致有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董事長/總經理

•  上海市閔行區政協委員

薛非然 Linda Xue

上海致衡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Shanghai ZhiHe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 Ltd.

上海致有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Shanghai ZhiYou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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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
理事

上海加冷松芝汽車空調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加冷松芝汽車空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  上海市閔行區政協委員

•  上海市閔行區工商聯執常委

•  廈門松芝汽車空調有限公司 董事長

•  重慶松芝汽車空調有限公司 董事長

•  上海松芝軌道空調有限公司 董事長

•  成都制冷技術有限公司 董事長

•  酷風汽車部件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福泉 Chen Fu Quan

松芝股份  行業龍頭  勵精圖治

成立於2002年上海加冷松芝汽車空調股份有限公司不僅是國內最大的大中型客

車空調系統研發、生產、銷售企業，更是關注用戶售前售後的全生命周期空調服

務、一體化解決方案的提供商，其市場占有率高達24%左右，穩居行業第一。松

芝空調不僅填補了國內雙層巴士空調生產的空白，同時也為北京奧運新能源公交

車、快速公交系統BRT公交車等生產配套空調。2010年，公司在深圳中小板塊成

功上市（股票簡稱：松芝股份，股票代碼：002454），松芝股份借助資本市場這股

東風，保持大中型客車空調市場的領先地位，抓住乘用車空調業務的爆發期，以

汽車空調為基礎，拓展進入軌道車和冷藏車領域。如松高潔，如芝蘭香；知冷知

暖，貼心照顧。松芝股份未來將一如既往堅持卓越品質，不斷進取、合力拼搏，立

足全球市場及資本運營戰略高度，全力以赴，立志成為世界一流的移動式空調提

供商，締造松芝更輝煌的未來！

立志成為世界一流的移動式空調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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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 賀

上海閔行港澳沙龍成立

顧孝華 畫

顧孝華 (Gu Xiao Hua)

顧孝華，1951年生人。自小就鐘愛中國傳統的花鳥畫。1984年考入上海美術家協會舉辦的花鳥培

訓班，在老師的指導下，畫藝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後又考入上海輕工業職工大學工藝美術系。系

統的學習使他在書畫美學、書畫理論和書畫實踐得到了全面的提升，近年來在參加的全國各類書

畫展覽中，作品《人民生命高於一切》榮獲東方航空集團首屆廉潔文化書畫展優秀獎；《春艷》

入圍“永恆世博——中國文化藝術博覽會書畫展”並獲入圍獎；作品《長空搏擊》參加美國《飛虎

隊》援華七十周年書畫展；作品《蘆塘清韻》參加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書畫展；《晨露》參加慶

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上海百老愛國主義傳統美德教育書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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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 賀

上海閔行港澳沙龍成立

蔡劍明 畫

蔡劍明 (Cai Jian Ming)

蔡劍明，畢業於上海大學文學院中文系，上海大學美術學院中國畫系現代水墨研究生課程

班。現為93學社上海文化委員會支委，93學社書畫 院畫 師，上海市書法家協會會員，上海市

書法家協會青少年書法委員會理事，上海市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上海市美術家協會海墨書

畫 社社員、上海老城廂書畫會常務理事，大風堂陸元鼎書畫 藝術聯誼會首屆理事會常務理

事，上海張大千大風堂藝術中心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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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請、會議、婚慶、中西式自助餐會，高貴典雅的多功能廳為您量身定制。

中國國際會館
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下屬“中國國際會館”選址於泛古北

核心地帶, 致力於時尚文化的繁榮與國內外時尚界的交流合

作，演繹了綠色、健康、時尚的生活理念。讓商務和休閑完美

融合,是區域不可多得的極品私人會館！“中國國際會館”由

著名健身連鎖品牌“一兆韋德健身”負責運營。“一兆韋德健

身”國際化的管理經驗，以及對中華傳統養生理念的推崇和

對慈善公益事業的倡導，必將為“中國國際會館”的運營與

成長提供長期的動力。

堅持用烹飪技術還原食品的原真本味，力求在食材

的新鮮和膳食的合理搭配上下足功夫，創造最“營

養”的品鑒環節。極致、奢華的海鮮私房菜，體驗燕

鮑翅的全新概念。

提倡“Green & Health綠色與健康生活倡導者”，拒

絕任何食品添加劑，少鹽、少油、少肉、少糖。堅持

采用高安全性.高品質.高質量的有機食材。

大氣、典雅，空間的設

計注重人性化，細節處

尤顯用心，讓您在不

經意間倍感關愛與呵

護。會館內追求氛圍

的寧靜與舒適，力求創

造一個宜人的環境。人

性化的服務突顯格調

和品味，一切只為最尊

貴的您。

美輪美奐的噴槍、精

致的雪茄剪，優雅的白

手套、精美的保濕盒，

放縱您對於頂級雪茄

的溺愛

法拉利活動CMS活動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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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為“上海市閔行海外聯誼會”。

英文名稱：Shanghai Minhang Chinese Overseas 

Friendship Association，縮寫：SMCOFA。

第二條  本會是閔行各界人士同海外朋友聯誼合作

的具有社團法人地位的民間組織。

第三條  本會宗旨是：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廣交朋

友，聯絡感情，交流信息，團結合作，增進閔行各界

人士同港澳同胞、台灣同胞、海外華僑、華人等海外

朋友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共商振興閔行大計，

促進閔行經濟、文化和教育事業的發展，為統一祖

國、振興中華服務。

第四條  本會遵守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遵

守社會道德風尚，本會業務主管單位是閔行區委統

戰部。本會接受業務主管單位、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機

關的業務指導和監督管理。

第二章   任務和業務範圍

第五條  本會的主要任務：

1、廣泛聯系港澳同胞、台灣同胞、海外華僑、華人及

其團體，增進了解，發展友誼，加強團結。

2、積極促進閔行與港澳同胞、台灣同胞、海外華

僑、華人在經濟、科技、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交流與

合作。

上海市閔行
海外聯誼會章程

3、向港澳同胞、台灣同胞、海外華僑、華人介紹閔行

的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等方面的情況，反

映各界人士對閔行建設發展的意見和建議。

4、加強與有關方面的聯系與協調，協助政府部門維

護港澳同胞、台灣同胞、海外華僑華人在閔行的合法

權益，提供服務，排憂解難。

5、本會在業務主管單位的指導和支持下，開展有益

於社會、有益於人民的其他活動。

第六條  本會的業務範圍：廣泛聯系海內外人士，舉

辦海內外經濟、文化等各項交流活動。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七條  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是全體理事會議。理

事會每年舉行一次全體理事會議，四年召開一次換

屆大會。換屆大會必要時可以提前或者延期，延期

最長不得超過一年。理事人選由本會主管部門商有

關單位確定。理事任期五年。

第八條  理事會議的職權：

1、制訂和修改本會章程；

2、研究本會工作方針和工作任務；

3、決定本會的終止；

4、討論並決定本會其他重大事項。

第九條  理事會會議及會議決定的重大事項，須經

到會的二分之一理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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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本會設常務理事會。在理事會休會期間，主

持本會工作，履行理事會職權。常務理事人選由本會

主管部門商有關單位在理事中產生。

常務理事會議由會長根據需要召集，或委托副會長

召集。

第十一條  本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會長主

持本會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

本會由會長聘任秘書長一名，副秘書長若干名，協助

會長、副會長處理日常工作。

第十二條  本會聘請海內外知名人士擔任名譽會長、

名譽理事，指導本會工作。

第十三條  本會根據需要可成立若干小組（分會），

按“靈活、分散”的原則開展各項聯誼活動。

第四章 理事、單位理事

第十四條 入會條件

凡承認本會章程的閔行各界人士、港澳台同胞、海外

華僑華人、留學人員及其在滬親友和企事業、機關中

的相關人員，由組織或理事推薦，本人自願申請，經

會長會議批准，可成為理事。

單位理事成員由本會主管部門與有關單位商議

確定。

理事有退出本會的自由。理事退會應提出書面申請

並經會長會議批准。

單位理事、理事任期四年。

第十五條  權利和義務

1、理事、單位理事有權參加本會組織的各項活動，

對本會工作提出意見、建議和批評；

2、理事、單位理事有義務關心和支持本會工作，積

極開展海外聯誼活動；

3、理事、單位理事應自覺繳納會費。

第五章  經費來源及財務管理

第十六條  本會經費來源：

1、政府財政下撥的行政經費；

2、海內外企事業單位、社團、個人的資助饋贈；

3、會費收入

4、其他合法收入。

第十七條  本會設獨立帳戶（包括外彙帳戶），財務

活動按照國家有關財務制度執行，接受業務主管單

位和登記管理機關的指導監督。

第六章  附  則

第十八條  本會的終止須經到會的二分之一以上理

事通過，並報政府主管部門審核同意。之後設立善

後工作小組，負責本會的人、財、物等事宜，向政府主

管部門申請注銷。

第十九條  本章程的解釋權在全體理事會議。

二○一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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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電　　話     傳　真   　　　郵　編 

電　　郵     網　站 

公司簡介或業務介紹 

企業性質合資/獨資       　　　企業規模 

會籍聯絡人　　姓 名     職 務 

　　　　　　　電 話     傳 真 

　　　　　　　電 郵     手 機 

推薦人　　　　工作單位     電 話 

會員類型　　　□ 企業會員  （年費 ¥2500 ，包括4位基本會員)

加入沙龍最大願望（請“     ”選擇）

□ 通過這個平台向政府部門表達訴求、建言獻策、施展才干、服務社會；

□ 與事業伙伴同敘鄉情、結交朋友、探討商機、尋求合作；

□ 發揮港澳人士的獨特優勢，推動閔行各項工作的不斷發展；

□ 以上皆有。

付款轉賬/支票到以下賬戶

賬戶名：上海市閔行海外聯誼會      開戶銀行：交通銀行莘莊支行 （莘譚路82號）

賬  號：310066263018010130254

請於遞交申請表格後一個月內繳交會費；確認成為商會會員並交會費後，我們立即把收據及會員證明寄回所填寫的聯系地址

基本會員A       □ Mr.先生   □ Ms.女士     中文姓名：           職務： 

         公司電話：　　　　　　公司電郵：　　　　　　　　公司傳真：　　　　　　個人電郵：

                     地 址：        郵編：

基本會員B       □ Mr.先生   □ Ms.女士     中文姓名：           職務： 

                     公司電話：　　　　　　公司電郵：　　　　　　　　公司傳真：　　　　　　個人電郵：

                     地 址：        郵編： 

基本會員C       □ Mr.先生   □ Ms.女士     中文姓名：           職務： 

                     公司電話：　　　　　　公司電郵：　　　　　　　　公司傳真：　　　　　　個人電郵：

                     地 址：        郵編： 

基本會員D       □ Mr.先生   □ Ms.女士     中文姓名：           職務： 

                     公司電話：　　　　　　公司電郵：　　　　　　　　公司傳真：　　　　　　個人電郵：

                     地 址：        郵編： 

□ 本公司願意提供logo或大頭照用以刊登在沙龍會員名錄、網站、會刊等公開信息中

申請人簽名：     公司蓋章：         填表日期：

上海閔行港澳沙龍（企業）會員入會申請表 會員編號：                 （由沙龍填寫）  

照

片

注：年度收費以正式成為會員起12個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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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名    英文名    性別

出生年月    國　籍    籍貫

學　　歷    學　位    宗教

興趣 愛好       特　長

工作單位    職　務    社會職務

企業性質合資/獨資       是否企業法人 

單位地址        

              電　話  　　　郵政編碼

電　郵              移動電話  　　　傳　真

有關專業證書

 

推薦人1      工作單位    電　話　

會員類型       □ 個人會員  （年費 ¥800/位）         

學習工作簡歷

 

加入沙龍最大願望（請“    ”選擇）

□ 通過這個平台向政府部門表達訴求、建言獻策、施展才干、服務社會；

□ 與事業伙伴同敘鄉情、結交朋友、探討商機、尋求合作；

□ 發揮港澳人士的獨特優勢，推動閔行各項工作的不斷發展；

□ 以上皆有。

付款轉賬/支票到以下賬戶

賬戶名：上海市閔行海外聯誼會 開戶銀行：交通銀行莘莊支行 （莘譚路82號）

賬  號：310066263018010130254 

申請人簽名：

上海閔行港澳沙龍（個人）會員入會申請表 會員編號：                 （由沙龍填寫）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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