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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PA 亚太区会员申请表 

1. 会员类型 

中小型制造类企业及物流公司 （CL） 550 美元 

国际或大型制造类企业及物流公司（CF) 1,400 美元 

安保服务供应商（SSP） 1,400 美元 

独立审计机构（IAB） 1,600 美元 

 

2. 公司名称 

 

 

3. 公司行业 

航空公司与航空运输 物流与供应链 

服饰配件 药品 

审计机构 零售与批发 

化学制品 安保服务供应商 

电子产品 技术业 

快速消费品 货车运输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 其他:          

 

 

4. 地址 

街道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 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______ 

国家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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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会员详情 

 
会员代表一 

您是否来自于除本公司总办事处以外的公司机构？ 

是 否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位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会员代表二（仅适用于 CF、SSP、IAB 的申请） 

您是否来自于除本公司总办事处以外的公司机构？ 

是 否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位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会员代表三（仅适用于 CF、SSP、IAB 的申请） 

您是否来自于除本公司总办事处以外的公司机构？ 

是 否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位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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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支付方式 

信用卡（PayPal） 支票/银行电汇 

 

7. 财务部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TAPA 批准 （仅供TAPA使用） 

接收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批准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会员类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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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条款与条件 

1.1 会员类型：国际或大型制造类企业及物流公司、中小型制造类企业及物流         

公司、安保服务供应商，及独立审计机构 

1.2 费用可能会因会员类型的不同而异，详情请参阅下表。 

1.2.1 费用按年收取（一年一次），不按比例收费。 

1.2.2 管理费只适用于新会员申请。 

1.2.3 TAPA亚太理事会保留不时修改会费的权利。会费修改通知会发送

给会员，并发布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 

会员类型 年度会员费 会员费包括以下内容 

培训 IIS预警 新闻通

讯 

投票权 会员大会 管理费 

Corporate Lite(CL)（适

合本地中小企业-中小型制

造类企业及物流公司 

550美元 1 有 有 有 1 25美元 

Corporate Full(CF)(适合

跨国公司-国际或大型制造

类企业及物流公司) 

1，400美元 3 有 有 有 3 50美元 

安保服务供应商（SSP) 1，400美元 3 有 有 无 3 50美元 

独立审计机构(IAB) 1，600美元 3 有 有 无 3 50美元 

联合会员（只适用于学

生） 

10美元 - 有 有 无 - - 

 

1.3 会员福利可能会因会员类型的不同而异。详情请参阅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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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会员资格、培训权和会员大会参与权的生效日期严格按照历年（1月1日至

12月31日）执行。 

1.5 续会 

1.5.1自动续会员（除非书面提出终止）。会员必须在每年 12 月 25 

日前续订会员资格。 

1.5.2 如果会员资格失效超过1年，将收取管理费。  

1.6 退会 

1.6.1 如果你想放弃会员资格，需书面通知本协会。 

1.6.2 一旦放弃会员资格，已缴费用恕不退还。 

1.7 信息保护 

 

您填写于申请表上的资料，将被 TAPA 协会用于管理和与会籍相关用

途。我们将通过电子邮件和邮寄的形式，让您了解最新行业新闻及动

态。 

 

如果您对订阅有任何疑问、建议或投诉，请联系 TAPA 亚太团队 

info@tapa-apac.org 

 

有效签署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位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盖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