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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香港金融大會堂 – 申請表格 

Visit the HKEX Connect Hall - Application Form 
 

申請者資料 (機構)  Details of Applicant (Organization) 

 

申請日期 Date of Application：  

申請機構名稱 (中文) ： 

 

 

Name of Applicant (Organization) 

(English) ： 

 

聯絡人姓名 (中文) ： 

 

       先生/  女士/  小姐 

Name of Contact Person  

(English) ： 

       Mr./  Ms./  Miss 

聯絡人電話及電郵 

Tel. No. & E-mail of Contact Person： 

電話 

Tel. No.： 

電郵 

E-mail： 

 

參觀團體資料  Details of Visitors (Organization) 

 

參觀團體名稱 (中文) ： 

 

 

Name of Organization 

(English) ： 

 

團體性質 

Nature of Organization： 

 金融機構 Financial Institution   企業團體 Enterprise    

 政府機構 Government Body   專業團體 Professional Body   

 教學機構 Academic Institution 

 其他，請註明：Others, please specify:  

 

參觀者資料 (可選多項) 

Details of Visitors  

(Multiple Selections) ： 

 高級管理人員 Senior Executives   高級政府官員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大學生 University Students   研究生 Post-graduate Students 

 其他，請註明：Others, please specify:  

 

參觀目的 

Purpose of the Visit： 

 一般參觀 General / Courtesy Visit   

 特別專題，請註明 Special topics, please specify: 

 

參觀者名單 (包括機構名稱、參觀者姓名、職銜、主修課程及修讀年期等等 (如適用)) 

List of Visitors (including, Name of Organisation, Name of Participants, 

Business Title, Major of Study and Year of Study, etc. (if applicable))： 

 附上 Attached  

 稍後補充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參觀者來自的地區及人數 

Place of Origin and Total Number of Visitors  

(Multiple Selections)： 

 本地 Local  國內 Mainland 

 海外 Overseas 

參觀者人數 

No. of Visitors： 

 

語言選擇 

Language Preferred： 

 英語 English   廣東話 Cantonese 

 普通話 (國語) Putonghua (Mandarin)  

 其他，請註明：Others, please specify: 

 

隨行翻譯 

Interpreter： 

 有 Yes  

 沒有 No 

參觀日期 

Proposed Date of the Visit： 

 參觀時間 

Proposed Time of the Visit： 

 

備註 

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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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Official Use 

 

Ref. No. : 

 

 Status :  Accept   Decline 

Remarks :  

 

 

Remarks:  
(1)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submitted in this form will only be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function 

and shall be treated in the strictest confidence.  Relevant data collected will NOT be retained by 
HKEX after completion of this event. 

(2) I consent to the processing of my personal dat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KEX Privacy Policy 
Statement at http://www.hkex.com.hk/Global/Exchange/Privacy-Policy?sc_lang=en.  

 

備註: 

(1) 閣下就此活動所提供的個人資料，香港交易所只會用於此活動上，並會保密處理。香港交易所於活動後不會保

留相關的個人資料。 

(2) 本 人 同 意 將 本 人 的 個 人 資 料 按 香 港 交 易 所 私 隱 政 策 聲 明 

(http://www.hkex.com.hk/Global/Exchange/Privacy-Policy?sc_lang=zh-HK) 所述處理。 

 

http://www.hkex.com.hk/Global/Exchange/Privacy-Policy?sc_lang=en
http://www.hkex.com.hk/Global/Exchange/Privacy-Policy?sc_lang=zh-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