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安建築有限公司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供應商 / 承判商資料記錄表

CONFIDENTIAL 機密

/
Shui On Construction Co., Ltd. / Shui On Building Contractors Ltd.

公司名稱
：*英文
：
寫字樓地址
：*英文
：
*中文
：
*電話號碼
：
工場地址
：
電話號碼
：
*電子郵件地址
:
持有政府工程牌照：
(Company Name)

Supplier / Sub-Contractor Information Record

請分別填寫中文及英文公司名稱 (Please fill Company Name both in Chinese or English)

中文(Chinese)：

*

(English)

(Office Address)

請分別填寫中文及英文寫字樓地址 (Please fill Company Address both in Chinese or English)

(English)

(Chinese)

傳真號碼(Facsimile)：

*

(Telephone)

(Workshop Address)

傳真號碼(Facsimile)：

(Telephone)

(E-Mail Address)

公司網址(Company URL):

(Licence(s) Held with the HKSAR) :

Accredited Management

相關管理系統認証
Systems (e.g. ISO9001,

建造業議會分包商註冊編號

ISO14001, ISO50001,

(CIC Registered No.) :

OHSAS 18001)

供應材料/承造工程類別
(Nature of Business)：
代理產品 / 牌子(Agent for Product / Brand Name)：
# 將不適用者刪去 (Delete whichever is inappropriate)
公司背景資料 (Company Background)：組織 (Set-up)： *獨資 (Sole Proprietor) / 合夥 (Partnership) / 有限公司 (Limited Company) #
*成立年份 (Year Set-up)：
*商業登記証編號 (Business Registration No.)：
*公司註冊登記証編碼(Company Registration No.)：
日期 (Date)：
*註冊資本 (Authorized Capital) :
*實收資本(Paid up Capital) : HK$
HK$
控股公司 (Holding Company)：
附屬 / 聯營公司(Subsidiary / Associated Companies)：
東主 / 合夥人 / 董事 / 負責人資料 (Proprietor / Partners / Directors / Responsible Persons Information)：*

甲 (A) *姓名(Name)：
*電話/手機號碼(Telephone/Mobile No.)：
*住宅地址(Home Address)：
乙 (B) 姓名(Name)：
電話/手機號碼(Telephone/Mobile No.)：
住宅地址(Home Address)：
丙 (C) 姓名(Name)：
電話/手機號碼(Telephone/Mobile No.)：
住宅地址(Home Address)：

職位(Title)：
電子郵件地址 (Email Address):

*

職位(Title)：
電子郵件地址 (Email Address):
職位(Title)：
電子郵件地址 (Email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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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建築有限公司

CONFIDENTIAL 機密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供應商 / 承判商資料記錄表

/
Shui On Construction Co., Ltd. / Shui On Building Contractors Ltd.

Supplier / Sub-Contractor Information Record

寫字樓 (Office) *員工人數 (No. of Employees)：
工場 (Workshop) 員工人數 (No. of Employees)：
工程資料 (Job Reference)：*以前曾為瑞安工作
(Previous Work with Shui On)：
*以前曾為其他公司工作

面積(Area)：
面積(Area)：

是…請填妥附頁的表格 1

：

最近完成的工程項目(Most recent project completed)：
*總承建商(Main Contractor)：
*去年營業額(Last Year’s Turnover)：
*預算每年可完成工程額 (Estimated Annual Capacity)：
*過去 2 年內有否發生工傷事件 :
否 (NO)
*

請選擇是或否 (Please select Yes or No)

否

(NO)

(YES…Please provide details in Appendix no. 2)

(NO)

合約銀碼 (Contract Sum)：

*

HK$

過去 2 年內曾否就安全環保條例而遭受檢控的紀錄 :

(Any prosecuted record on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offence within the last 2 years) :

次數(Nos.) (安全 (Safety))
(Environmental))

否

HK$

年份 (Year) :

HK$

*

次數(Nos.) (環保

*

(YES…Please provide details in Appendix no. 1)

(Any accidents occurred within last 2 Years) :

(if any)

m2

自置 / 租用 (Owned / Rented)#
自置 / 租用 (Owned / Rented)#

是…請填妥附頁的表格 2

(Previous Work with Other Contractors)

如有 :

m2

*

有 (YES)

數量 (Qty.)

否 (NO)

有 (YES) :

:

宗數 (Cases)

最後一次紀錄日期 (Date) :

(

安全

(Safety))

最後一次紀錄日期 (Date) :

(

環保

(Environmental))

銀行資料 (Bank Reference)：
咨詢銀行 (Reference Bank)：
咨詢銀行 (Reference Bank)：

賬戶號碼 (Account No.)：
賬戶號碼 (Account No.)：

請注意 : 本表格有 * 號的位置為必須填寫部份，有 # 號的位置請將不適用者刪去。

(NOTE :

* MUST fill in, # Delete whichever is inappropriate)

- 本人已閱讀及接受「瑞安電子投標網」網頁內所載之條款，現申請加入成為「瑞安電子投標網」的用戶。
- We have read and accepted all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huiontender.com” and hereby apply to become a user of “Shuiontender.com”.
- 本人瞭解及明白「瑞安電子投標網」有最終的決定權限; 無論申請成功與否，已提供的資料及副本將不獲退回。

- We understand that “Shuiontender.com” has the final decision on our application and all submitted information & copies will not be returned no matter our application
is successful or not.

- 本人謹此聲明以上資料均正確無誤。
- We hereby declared that all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correct.
日期

負責人簽署及蓋章

Date

Authorized Signature with Co. Chop

請將本表格填妥及連同商業登記証及公司註冊登記証副本寄回或交回 : 瑞安建業網有限公司 - 電子投標組
(地址:九龍大角咀道 38 號新九龍廣場 13 樓) 如有任何問題或查詢，歡迎聯絡本公司電子投標組查詢(電話：2398 4868)。
所有收集的資料，將只作為本公司內部選擇適合的承判商或供應商參予有關我司的建築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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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建築有限公司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工程記錄(表格一)

CONFIDENTIAL 機密

/
Shui On Construction Co., Ltd. / Shui On Building Contractors Ltd.

Job Reference Record(Appendix no. 1)

供應商 / 承判商名稱 (Supplier’s / Sub-Contractor’s Name)：
請填妥過去八年為瑞安承造的工程項目

：

(Please fill in the project information for the latest 8 years with Shui On)

地盤名稱及地點 或 落成後的物 工程項目
業名稱 (Project Name & Location or (Trade Name)
Permanent Name)

合約銀碼(HK$)

開工日期

完工日期

(Contract Sum)

Commencement

Completion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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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建築有限公司

CONFIDENTIAL 機密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工程記錄(表格二)

/
Shui On Construction Co., Ltd. / Shui On Building Contractors Ltd.

Job Reference Record(Appendix no. 2)

供應商 / 承判商名稱 (Supplier’s / Sub-Contractor’s Name)：
請填妥過去八年為其他公司承造的工程項目

：

(Please fill in the project information for the latest 8 years with Other Companies)

地盤名稱及地點 或 落成後的 工程項目
物業名稱 (Project Name & Location (Trade Name)
or Permanent Name)

總承建商

合約銀碼

開工日期

完工日期

(Main Contractor)

(HK$)

Commencement

Completion Date

Contract Sum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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