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基企業註冊服務中心

香 港 辦 事 處 : 荃灣青山道264-298號南豐中心19樓1922室
Hong Kong Office : Rm 1922, 19/F., Nan Fung Centre, 264-298 Castle Peak Road,
Tsuen Wan, N.T.

BC

中 國 辦 事 處 : 深圳市羅湖區田貝四路陽光天地明星閣1806室
China Office : Rm 1806, Ming Xing Ge, Yang Guang Tian Di, Tian Bei Si Road,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Tel No. :
(852) 3987-1001
電 話 號碼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Fax No. :
傳真號碼 :

(852) 2402-8898

Website :
http://www.bccentre.com
網址 :

E-mail :
電郵:

shenzhen@bccentre.com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商業登記號碼
Business Registration No

業務範圍
Business Nature
公司註冊地址
Registered Office
公司類別
Type of Incorporation
公司註冊地點
Country of
Incorporation

有限公司/ 合夥/ 獨資/ 其他( 請說明 )
Limited company/ partnership/ sole proprietor/ other(please specify)

聯絡人資料 Contact Details
申請人姓名
Applicat's Name
聯絡電話
Contact Number
電郵地址
E- mail Address

(先生/ 小姐)
(Mr/ Ms. )
(辦公電話)
(Office Tel. )

(英文)
(English)
(流動電話)
(Mobile)

(中文)
(Chinese)
(傳真號碼)
(Fax No)

商標資料 Trademark Details
商標註冊國家
Countries in which
you wish to register
your mark
商標類別
Class No.
注: 請從附表A or B選取合適分類類別。
Note: Please see Appendix A or B.

産品/ 服務說明
Details of goods/ services:

附商標樣本
Please attach a specimen of your trademark here:

注: 如你聲稱某種或某幾種顔色爲一個商標或商標的要素，商標的圖示必須以該等顔色顯示。
Note: If you claim colour(s) as a trade mark or as element(s) of a trade mark, the representation of your trade mark
must be in the colour(s) for which the claim is made.

香 港 辦 事 處 : 荃灣青山道264-298號南豐中心19樓1922室
Hong Kong Office : Rm 1922, 19/F., Nan Fung Centre, 264-298 Castle Peak Road,
Tsuen Wan, N.T.

商基企業註冊服務中心
BC
Tel No. :
(852) 3987-1001
電 話 號碼

中 國 辦 事 處 : 深圳市羅湖區田貝四路陽光天地明星閣1806室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Fax No. :
傳真號碼 :

(852) 2402-8898

China Office : Rm 1806, Ming Xing Ge, Yang Guang Tian Di, Tian Bei Si Road,

Website :
http://www.bccentre.com
網址 :

E-mail :
電郵:

shenzhen@bccentre.com

商標註冊
協議書
甲方 ( 委託方 ) :

乙方 ( 受託方 ) :

BC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甲方雙方經友好協商, 現就甲方委託乙方在 (香港) 注冊商標事宜達成以下協定:
一、 甲方同意於 ______________年 _______月 _______日委託乙方代甲方申請 (香港) 商標註冊，
甲方同意提供真實整全資料。乙方同意根據甲方提供的資料提交到相關部門。
二、乙方同意向甲方提供以下服務:
1) 商標查冊
2) 辦理注冊商標的手續
3) 向香港政府知識産權署或其他有關部門正式提供申請
三、甲方委託乙方申請以上商標，確保無訛，並同意支付有關申請費用。甲方明白商標註冊期間，如商標圖案相似
而被商標註冊局拒絕註冊，其已繳交的政府費用將不獲退回, 有關商標經修改後，可再委託乙方交到商標註冊局，
並需補交有關政府費用。
四、如果甲方所提供的資料不實或不符合有關申請的要求，由此所引起的損失一概由甲方負責。
五、若甲方爲公司, 請提供商業登記證副本; 若甲方爲個人, 請提供申請人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六、乙方提交所有資料均由甲方提供，日後如有任向有關商標內容的問題，乙方一概不負責。

甲方簽署:

乙方簽署:

協定日期:

受託方:

BC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