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催单位：

马来西亚行动方略筹委会推动华团发展小组
联办单位：
华社研究中心、雪隆海南会馆、隆雪华堂、马来亚南大校友会、
雪隆福建会馆、雪隆广东会馆、雪隆惠州会馆、吉隆坡广东义山、
中马钟灵校友会、雪隆潮州会馆、雪隆广西会馆、隆雪三江公会、隆雪河婆同乡会

华团资产管理研讨会
日期：2011 年 7 月 31 日 （星期日）
时间：早上 8.30 至下午 1.00
地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大礼堂

（a）个人报名费：每位 RM60；（b）团体报名费：RM300（可委派 6 位代表）
（包括一个茶点、讲义）
截止日期: 2011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一）
附上研讨会报名细则、表格及研讨会程序表

欲知详情，请见附件或联络华研秘书处 刘秀梅 03 2273 4035
或马来西亚行动方略筹委会暨隆雪华堂行动方略秘书处专案助理 陈美琪 03 2272 3594
电邮：huayan1985@gmail.com / poa.cmc@gmail.com
网址: www.malaysian-chinese.net / www.klscah.or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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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催单位：

华团资产管理研讨会

马来西亚行动方略筹委会推动华团发展小组
日期：2011 年 07 月 31 日 （星期日）

联办单位：
时间：早上 8.30 至下午 1.00
地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大礼堂

华社研究中心、雪隆海南会馆、隆雪华堂、
马来亚南大校友会、雪隆福建会馆、雪隆广东会馆、
雪隆惠州会馆、吉隆坡广东义山、中马钟灵校友会、
雪隆潮州会馆、雪隆广西会馆、隆雪三江公会、
隆雪河婆同乡会

报名细则

日 期

 提高华团对资产管理的认识和警惕性；
 推动华团资产管理迈向现代化；
 提醒华团从章程和管理模式即时纠正有关资产管理的疏漏和缺失。
2011 年 7 月 31 日（星期日）

时 间

早上 8.30 至下午 1.00

地 点

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大礼堂

建议对象

社团、行团、商会和对此议题有兴趣者。

报名费

1. 个人报名费：每位 RM60；
2. 团体报名费：RM300（可委派 6 位代表）；
(报名费包括一个茶点和讲义。)
方法（一）邮寄：
 填妥报名表格，连同报名费（支票、汇票银行）寄至以下地址：
华社研究中心—“华团资产管理研讨会”秘书处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2nd Floor, Annex Back, No 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03-22734035
Fax：03-2273 4037
方法（二）传真：
 填妥报名表格，报名费直接存入 Public Bank A/C No.：3077 3038 19，
并在银行存入收条（Bank-in Slip）上注明参加者的名字及“华团资产
管理研讨会”活动名称然后连同报名表格传真至华研。
 传真：03-2273 4037 电话：03-2273 4035
 注：支票注明收款人为：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1.华研秘书处 刘秀梅小姐
电话：03 2273 4035 传真：03-2273 4037 电邮：huayan1985@gmail.com
网址：http://www.malaysian-chinese.net（报名表格亦可以自此下载）。
2. 马来西亚行动方略筹委会暨隆雪华堂秘书处 陈美琪小姐
电话： 03 2272 3594
传真：03 2272 4089 电邮： poa.cmc@gmail.com
网站: www.klscah.org.my （报名表格亦可以自此下载）。
2011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一）

宗 旨

报名方法

详情联络

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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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催单位：

华团资产管理研讨会

马来西亚行动方略筹委会推动华团发展小组
日期：2011 年 07 月 31 日 （星期日）

联办单位：
时间：早上 8.30 至下午 1.00
地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大礼堂

报名表格

【 】社团

代表单位：（请打
钩）

【 】个人

华社研究中心、雪隆海南会馆、隆雪华堂、
马来亚南大校友会、雪隆福建会馆、雪隆广东会馆、
雪隆惠州会馆、吉隆坡广东义山、中马钟灵校友会、
雪隆潮州会馆、雪隆广西会馆、隆雪三江公会、
隆雪河婆同乡会

【 】联办单位

如代表组织，请列组
织名称：
序

姓名（中）

姓名（英）

职称

联络

1.

电话：
电邮：

2.

电话：
电邮：

3.

电话：
电邮：

4.

电话：
电邮：

5.

电话：
电邮：

6.

电话：
电邮：

缴费



请把报名费 直接存入 Public Bank Bank A/C No. ：3077 3038 19，

团体：

并在银行存入收条（Bank-in Slip）上注明团体或个人参加者的名

RM300/=（6 位

字，并注明“华团资产管理研讨会”，然后连同填妥了的报名表格传真

代表）；

至华研。 （传真：03 2273 4037

个人：RM60/=



电话：03-2273 4035）

支票注明收款人为：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您的
支票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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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催单位：

华团资产管理研讨会

马来西亚行动方略筹委会推动华团发展小组
日期：2011 年 07 月 31 日 （星期日）

联办单位：
时间：早上 8.30 至下午 1.00
地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大礼堂

华社研究中心、雪隆海南会馆、隆雪华堂、
马来亚南大校友会、雪隆福建会馆、雪隆广东会馆、
雪隆惠州会馆、吉隆坡广东义山、中马钟灵校友会、
雪隆潮州会馆、雪隆广西会馆、隆雪三江公会、
隆雪河婆同乡会

研讨会程序表
时间

事项

08:30am-09:00am （30）

参加者报到

09:00am-09:30am （30）

1.研讨会工委会主席 潘庆松致词
2.大会主题演讲：马来西亚行动方略筹委会主席
暨隆雪华堂会长 陈友信
3.赠送纪念品给主讲人

09:30am-10:10am （40）

第一讲：章程与社团产业
主讲人：隆雪华堂执行长 陈亚才
主持人：资深社会工作者 李雄之

10:10am-10:40am （30）

茶点

10:40am-11:20am （40）

第二讲：社团与营利机构的挂钩：个案探讨与经验交流
主讲人：执业律师 许嵄智
主持人：雪隆福建会馆社经组主任 戴炳煌

11:20am-12:00pm （40）

第三讲：社团产业的法律事务：具体的办理方法
主讲人：执业律师 郑今智
主持人：隆雪华堂副会长 谢春荣

12:00pm-12:40pm (40)

发问/讨论时间
主持人：隆雪华堂总秘书 杨有为

12:40pm-1.00pm (20)

总结/ 散会
总结人：杨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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