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大利亚商会-华南会员申请表                                  

Australian Chamber of Commerce South China 

Suite 1706-09, Main Tower, Guangdong International Building, 339 Huanshi Dong Road, Guangzhou 510098, China 

中国广州市环市东路 339 号广东国际大厦主楼 1714-1715 

W: southchina.austcham.org  P: +86 020 2237 2866  

 

 

会员类别及年费                                      
                

类别 年费  勾选  

商会基金会会员 RMB 30,000    

铂金会员*1 RMB 30,000  

全国性企业会员*2 RMB 15,000  

甄选酒店会员 RMB 10,000  

企业会员 RMB 4,000  

个人会员 RMB 1,000  

青年精英 RMB 800  

*1 等值于人民币 3 万的的实物 / 服务 

*2 除上海、香港、澳门地区 

 
 

 
 
 
 
 
 
 
 

 

 
 

申请日期:                                     
 

 
 
 
 

1. 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公司地址： 
                                         

                                          

                                                    

                                          

联系电话: 
                                           

企业邮箱: 
                                           

企业网站: 
                                           

 

 

员工人数： 华南地区：                      

 大中华地区：                      

 全球范围：                      

 澳大利亚：                      

公司在华设立日期：                                

公司创始日期：                                

在华地址：                                

                                

公司总部是否在澳大利亚 / 新西兰? 是 /  否 

 

公司发票抬头名称：                                
 

 
 
 
 

2. 会员代表信息    

姓:                        

名:                      

称谓: 先生 / 女士 / 博士 / 其他:_            

国籍:                      

籍贯 （仅限澳洲公民填写）：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助理联络方式：                      

                      
 
 
 

 

以下信息请通过邮件方式发送至 di.hu@austcham.org: (个人会员无需

填写) 
 

► 业务描述（250 字左右） 

► 公司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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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属行业 
 

 农业  时装,艺术和创新型服务业  媒体/公共关系 

 建筑业  金融  矿业/能源 

 咨询  餐饮业  房地产/建筑 

 教育和培训  政府  物流 

 环境和生物工程  卫生服务  科技 

 工程  人力资源  电子通讯 

 设备和制造  法律服务  贸易/销售 

 活动和酒店服务业  市场和品牌设计  旅游业 

   其他类别：                 

 

5. 兴趣领域 
 

 企业社会责任论坛  艺术,服装和创新型服务  金融服务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um 

 小型及初创企业论坛  建筑和房地产  食品和农业   Small & Start Up Enterprises Forum 

 采购和供应链论坛  教育  矿业和能源技术服务   Sourcing & Supply Chain Forum 

 
 

6. 活动兴趣领域 
 

► 阁下对下列哪种类型的活动有兴趣加入? 

 与其他商会建立人际关系网  研讨会 – 文化交流  年度墨尔本赛马节 

 与相似/相同行业的会员建立人际关系网  研讨会 – 政治  

 研讨会 – 商务经营  澳洲国庆日烧烤庆祝活动  其他:                 

 

► 阁下希望商会举办的活动包含哪些商务主题?  

 人力资源和就业  经济  其他:                  

 技术   政治  

 

► 请选择您通常参加活动的时间段。 

 早餐 8:30 – 10:30  午餐 12:00 – 14:00  晚餐 18:30 – 21:00 

 上午 9:00 – 12:00  下午 15:00 – 18:00  其他:                  

 

► 请提供阁下认为合理的活动参与费用 (RMB)? 

▪ 早餐（热早餐）                 ▪ 晚餐（3 道西式主菜搭配果酒）                 

▪ 早茶/下午茶（咖啡+饼干）                 ▪ 晚餐（3 道西式主菜不含酒水）                 

▪ 午餐（2 道西式主菜搭配果酒）                 ▪ 澳洲国庆日烧烤活动                 

▪ 午餐（2 道西式主菜不含酒水）                  

 

► 您的公司/组织有人担任演讲嘉宾吗? 他们的演讲内容是什么?  

                                                                                            
                                                                                                      

                                                                                                           
 

► 您有特定希望邀请的主讲人/讨论的演讲主题吗?  
 

                                                                                           
                                                                                                    

                                                                                                         
 

► 您有意愿担当澳洲商会华南地区的导师吗? 如果有，您希望在哪个领域给商会提供帮助?  

                                                                                           
                                                                                                    

                                                                                                         
 

8. 阁下通过何种渠道了解到澳大利亚商会-华南? 
 

 使馆  互联网  工作场合 

 活动  期刊/报纸  相关人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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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准备以下资料随同申请表一并提交: 

► 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个人会员无需提供) 

► ABN 号码 (仅限澳资公司提供) 
 

 

 

  公司其他联络信息  
 

1.  市场专员 

姓名：                                

职务                                

电话：                                

电子邮箱：                                

2. 财务代表 

姓名：                               

职务：                               

电话：                               

电子邮箱：                               

3. 活动代表 

姓名：                               

职务：                               

电话：                               

电子邮箱：                               

 
 
 
 

 
 

 

入会资格 
 

中国澳大利亚商会-华南的会员只面向公司和个人开放。商会董事

会保留按照标准选拔申请人入会的权力。会员类别包含以下几

项： 
 

商会基金会会员 

商会基金会会员面向澳大利亚/中国/跨国企业、公司或机

构开放， 是连续为期 2 年的中国澳大利亚商会-华南的最

高会员级别，除享有与铂金会员相同福利外，另有可量身

定制的会员福利。年费为￥30,000/年。 

 

铂金会员  

铂金会员面向澳大利亚/中国/跨国企业、公司或机构开

放，是中国澳大利亚商会-华南，除享有与企业会员相同福

利外，另有‘冠名权’及高端品牌推广等服务。年费为等值

于人民币￥30,000 的实物/服务。 

 

全国性企业会员（除上海，香港，澳门） 

全国性企业会员面向在华注册的澳大利亚/中国/跨国企

业、公司或机构开放，全国性会员除具有享受华南区的会

员福利外，更同时享受澳大利亚商会 – 北京、华西、渤海

其他三个地区的会员福利。年费为￥15,000/年。 

 

甄选酒店会员 

甄选酒店会员面向在澳大利亚商会 – 华南活动举办地的五

星级酒店开放，除享受企业会员相同福利外，还具有基于

澳大利亚商会 – 华南与酒店双方协议一致的前提下，确保

在该会员年甄选酒店会员成为预先决定的活动场所举办地

等会员福利。年费为￥10,000/年 

 
 

 

企业会员  

企业会员面向在华注册的澳大利亚/中国/跨国性公司、企

业或机构。年费为￥4,000/年。 

 
 

 

个人会员  

个人会员面向所有澳洲公民/澳洲永居公民/对澳大利亚商

会有实质性的联系的，支持商会服务理念和目标的他国公

民。年费为￥1,000/年。 

 

青年精英  

青年精英面向 18-28 岁澳洲公民/澳洲永久性居民/对澳大

利亚商会有实质性的联系的，支持商会服务理念和目标的

他国公民。年费为￥800/年。 

感谢您的申请！中国澳大利亚商会-华南期待您的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