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参会代表信息
请每位参会代表单独填写一份表格

 教授   博士   先生  姓 名

 夫人   小姐   女士 手机号码 座机（办公室）

邮箱 备用邮箱

请写下您铭牌上的名字，并提供您的中文名与英文名（或拼音）

特别要求（饮食 或其他）

2. 公司资料
公司名 职位

地址

市 省 邮编 国家

  如您不希望您的姓名，公司名称与职位出现在参会代表名单或在线参会代表发送信息系统中，请在此打勾。

3. 注册报名与酒店住宿

注册报名3天会议

（11月11 – 13日)
仅注册报名

注册报名及酒店住宿

尊雅单人房1 尊雅双人房2 尊荣单人房1 尊荣双人房2

正价： $3,000 美元 $3,780 美元 $3,880 美元 $4,070 美元 $4,230 美元 

优惠价：（截止于7月31日） $2,730 美元 $3,510 美元 $3,610 美元 $3,800 美元 $3,960 美元 

1 单人房价格含一份早餐。   2 双人房价格含两份早餐。

请注意，客房优惠组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支持人民币付款（+增值税）

注册时需要您的信用卡，以确保您的酒店住宿预订成功。酒店有自由裁量权，可从您的信用卡中支付附带费用，如迷你吧，电话等。

信用卡类别:  

 Visa 

 Mastercard  

 American Express

卡号 持卡者姓名

持卡者签名 有效期 安全码 

月 年 C V V 2

欢迎酒会 包含在3天会议注册报名费中

11月10日星期一 18:00 – 21:00  您是否会出席？    是    否

聚焦中国日  

聚焦中国日将从中国视角来了解重要的行业因素，并让参会代表从中获得大量的因重要地理而受影响的信息。“聚焦中国”
日是由TZMI与中国国家化工业生产力促进中心钛白分中心共同组织。这样强强联手确保给参会代表带来有关中国及其行业
的高品质有价值信息。

请注意，常规住宿优惠组合不含聚焦中国日。如有需要，请在第4部分选择额外住宿。

$500* 美元  

聚焦中国日“答谢晚宴” 包含在您的聚焦中国日注册报名费中。

11月14日星期五 18:00 - 21:00  您是否会出席？    是    否

酒店住宿详情

如果共享或伴有其他人一起入住双人/双床间，请在下方写上
其姓名。 

如您在上海自行安排住处，请告知酒店名称与/或可以联系到您的本地联系
号码。

11月10 – 14日 上海浦西，静安香格里拉酒店

请将填写完整的表格发送至：
TZMI会议秘书处

收件地址: 特智迈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
东新区浦东大道138号永华大厦12楼12H室 

传真: +852 2979 0586  座机:  +852 2911 7916   
邮箱: tzmicongress@mci-group.com   

以邮件形式提交

TZMI报名与住宿优惠组合已订完。
请联系酒店直接预订。



4.  额外住宿

您是否需要额外增加住宿天数？       是   否

如是，请在下方注明。

我需要以下住宿日：

11月 8日 11月 9日 11月 10日
_

11月 11日
_

11月 12日
_

11月 13日 11月 14日 11月 15日

聚焦中国日

请注意，如您注册报名参加聚焦中国日，您可能需要额外增加酒店住宿。

对于额外增加酒店住宿，我想要选择以下房型：

尊雅单人房1 尊雅双人房2 尊荣单人房1 尊荣双人房2

RMB $1,450  RMB $1,650  RMB $2,000  RMB $2,300  

1 单人房价格含一份早餐。   2 双人房价格含两份早餐。

此价格为人民币价格。 仅注册TZMI会议报名及酒店住宿组合的参会代表可享受此酒店协议价（11月10日星期一至11月13日星期四），含每
日自助早餐。 酒店将在您退房时，请您支付额外增加的住宿费用。

5. 行程单
请在下方提供您的出行信息

护照 到达日 到达时间 出发日 出发时间

      /      / 2014  : AM 

PM  
      /      / 2014  : AM 

PM  

您是否需要酒店接送服务?     是     否 您是否需要官方邀请函以便您申请签证?     是     否

6. 同伴/配偶活动
邀请参会代表同伴/配偶参加以下活动。

同伴姓名 欢迎酒会入场券 $135 美元  

同伴活动日 -‘上海精粹’ 之旅（11月11日）  $150 美元  

聚焦中国日‘答谢晚宴’ $200 美元  

7. 实地考察（意向书） 
11月10日星期一举行实地考察活动，将于上午9:30左右离开静安香格里拉大酒店，考察点位于上海市内。提供午餐及点心，团队于下午 4点回
到 酒店，准备参加6点的欢迎鸡尾酒会在。更多细则及价格将于近日公布。

因名额有限，如您有兴趣参加，请在此打勾      是   否

8. 付款方式选择 (请选择一项打勾)

  请发付款通知书给我       信用卡 (请填写以下信息)

  如您使用如上的同一张信用卡信息，请在此打勾，如否请填写以下
信息。

信用卡类别:   Visa     Mastercard      American Express   

信用卡号码

持卡者姓名

持卡者签名

到期日 月 年 安全码 C V V V

付款计算器
3.  注册报名及酒店住宿 .00

•  聚焦中国日  .00

6.   同伴/配偶活动 .00

应付总额 (美元) .00

4.  额外住宿 (RMB)

请注意：酒店将在您退房时， 
请您支付额外增加的住宿费用。
价格不含服务费与税。。

.00

 入住天数 x

          我理解并接受取消政策条款（请见基本信息）。

参会代表签名 日期         /         / 2014

以邮件形式提交CONGRESS.TZM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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