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六甲中小型企业公会
SME ASSOCIATION OF MELAKA
PERSATUAN PENGUSAHA KECIL DAN SEDERHANA MELAKA (1710-03-8)
11-1, Jalan MP3, Taman Merdeka Permai, Batu Berendam,75350 Melaka.
Tel: 06-335 5203
Fax: 06-335 5203
E-mail:

smiassnmel@gmail.com

Website:

www.smemelaka.org

会员申请表格
(请在格子里打勾

, 请使用大写英文字母填写表格)

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 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规格
有限公司

合作伙伴

个人企业

公司成立年份: _________

土著公司

非土著公司

外国企业

公司注册号码: _________

马来西亚人占有至少 51%股份

是

否

中小企业至少占有 51%股份

是

否

产业归属

商品服务出口至国外

股份

自己

租用

是

年营业额

员工人数

1 千万马币或以下

50 位 以下

1 千万到 1 千 5 百万之间

51 至 100 位 之间

1 千 5 百万到 2 千 5 百万之间

101 至 150 位 之间

2 千 5 百万以上

151 位 以上

否

投入资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意性质（请在格子里打勾

）

生产业

工程与制造业

混纺业

印刷业

组装业

包装业

钢铁业

纺织与鞋子相关

电子电机与机械相关

橡胶业

交通物流相关

木材与产品相关

非钢铁矿物业

纸张，打印与出版相关产品

农业

饮食与烟酒

石油化学工业

加工处理业

其他行业（请注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问您是怎么知道中小型企业公会呢？

检查清单 (请在空格子上打勾

)

- 1 份 身份证 复印本

- 1 份 FORM 9（SSM）表格 或 由专业团体，政府认真
的认证书/文凭/执照 复印本

- 1 份 新会员注册 付款收据

个人申明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英文姓名) 在此确认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和完
整，也允许 马六甲中小型企业公会（公会） 在任何适当情况与目的下 使用 / 得到 / 修
改 / 提供 相关资料给其他有关单位，用于 确认 / 检查 / 得到 有关文件的准确性与合法
性。本人也了解如果有申请表格有任何不符合公会要求的情况下，公会有权利在不经
过通知本人的情况下拒绝新会员申请，公会的决定是最后的决定，不容置疑与挑战。
如有任何翻译上的错误，请以英文版本为准。

姓名（中/英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护照 号码

: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位

: 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盖章与签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人员填用

S/N: 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
PIC: _______________ Payment for Year: _______

Approved

Rejected

Payment:
Cash:

Cheque:

Online:

Others: __________

Check List:
IC:

(Signature)
SSM:

Payment Slip:

Fees:
____

REGISRATION FEE:

RM 50 (First year only)

____

ORDINARY MEMBER:

RM 100/Years

____

ASSOCIATE MEMBER:

RM 50/Years

____

LIFETIME MEMBER:

RM 1,000

(Name)

Reason/Remar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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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中小型企业公会
SME ASSOCIATION OF MELAKA
PERSATUAN PENGUSAHA KECIL DAN SEDERHANA MELAKA (1710-03-8)
11-1, Jalan MP3, Taman Merdeka Permai, Batu Berendam,75350 Melaka.
Tel: 06-335 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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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assnmel@gmail.com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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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成为马六甲中小型企业公会会员
1) 团结就是力量 - 个人力量有限，集合了许多中小型企业者的公会可以形成一股不可
忽视的力量。通过公会管道反映中小型企业商家所面对的问题与所需会受到重视和
关注。

2) 提升人力资源，了解市场走向 – 从公会经常提供的专业讲座会与工作坊，提升人力
资源，提高生产力和紧跟市场发展趋势。

3) 人际关系建设与合作 - 通过公会，您可以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会员，不但有利于人际
关系的建设，更有可能从交际中产生重要的生意想法理念与生意合作合同。

4) 资讯与资源分享，官商合作 – 公会与政府合作，不时会收到政府提供的咨询服务与
支援，帮助会员们解决经商上所遇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