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富財經訂閱服務申請表格

姓名(先生/小姐/女士)  Quamnet會員登入名稱(可於www.quamnet.com內免費登記) 日間聯絡電話

電郵 地址

會員可於網上以信用卡申請(www.quamnet.com/subscriptionAll.action) 或 填妥以下表格交回客戶服務部。

(例子：訂閱6個月之華富股評，繳付金額為港幣$3,012)

產品 訂閱(6個月/12個月) 收費(港幣$)

總計= 港幣$

客戶服務部

職員專用

登記日期 員工簽署

參考編號

會計部

覆核 審批

附註：
1. 華富財經訂閱服務期屆滿時，中國通海金融財經媒體有限公司將會根據當時之最新收費表為訂戶自動續用相等於申請時的訂閱期。
2. 訂戶如欲取消華富財經訂閱服務，需於服務期屆滿前一個月或之前以電郵通知華富中國通海金融財經媒體有限公司客戶服務部。
3. 訂戶如欲於訂閱期內取消服務，或中國通海金融財經媒體有限公司因訂戶之過失暫停/終止服務，所有預繳之費用亦不獲退還。
4. 所有訂閱服務不得轉讓。
5. 中國通海金融財經媒體有限公司保留所有爭議之最終決定權。
6. 本人接受及同意www.quamnet.com/terms刊登之最新條款。

客戶服務熱線：2217 2705
電郵：support@hk.quamnet.com

海外地區申請，只接受銀行本票。選擇預繳之月數後把正確金額的港幣銀行本票，抬頭寫上「China Tonghai Financial Media Limited」，並在背後寫上姓名及電郵地址
連同填妥的申請表格，寄至香港中環德輔道中26號華懋中心2期23樓，中國通海金融財經媒體有限公司客戶服務部收。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付款

本人授權中國通海金融財經媒體有限公司由以下提供或日後由本人或發卡機構重新提供之信用卡收取上列訂戶須付華富財經訂閱服務之所有
費用，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信用卡類別： □VISA卡  □萬事達卡 信用卡持有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期付款： □6個月  □12個月  □18個月  □24個月 信用卡帳戶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卡銀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有效期至︰ _____ 月 ______ 年信用咭保險碼︰ ______(信用卡背面簽名位旁之3位數字)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付款方法
現金付款

銀行存款
 ‧ 將正確的訂閱費用，費用為訂閱月數之總銀碼 (存入   -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 存款賬號：030-572-10142222)
 ‧ 於銀行存款收據上寫上姓名，身份證/護照號碼及聯絡電話連同填妥的申請表格，經以下途徑發回：傳真(852) 3905 8732 / 
 電郵：support@hk.quamnet.com / 寄回香港中環德輔道中26號華懋中心2期23樓，中國通海金融財經媒體有限公司客戶服務部收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本人不同意使用以上資料供是次活動之主辦機構、贊助機構之日後活動及市場推廣和產品宣傳之用。

本人已詳閱及明白訂閱條款及細則。

支票付款
 ‧ 填上正確的訂閱費用，費用為訂閱月數之總銀碼
 ‧ 劃線支票抬頭寫上「China Tonghai Financial Media Limited」
 ‧ 支票背後請寫上申請人姓名、身份證/護照號碼及聯絡電話
 ‧ 連同填妥的申請表格寄回香港中環德輔道中26號華懋中心2期23樓，中國通海金融財經媒體有限公司客戶服務部收



華富財經專欄訂閱服務價目表

服務 1個月 6個月 12個月

價值投資

全方位投資

短炒

期權期貨

外匯

投資工具

華富股評升級版 - 互動投資顧問 不適用 港幣$4,368 ($728 /月) 港幣$8,256 ($688 /月)

華富股評 港幣$558 港幣$3,012 ($502 /月)  港幣$5,688 ($474 /月)

價值航行 (李海欣) 港幣$588 港幣$2,628 ($438 /月)  港幣$4,380 ($365 /月) 

天下第二倉 (潘彥銘) 港幣$488 港幣$2,628 ($438 /月)  港幣$4,380 ($365 /月) 

股皇上聖旨 (股皇上)  不適用  不適用  新訂戶　$12,880 ($1073/月)   
   舊訂戶　$6,880 ($573/月)

龐知灼見 (龐寶林)  港幣$488  港幣$2,635 ($440 /月)  港幣$4,685 ($391 /月)

平衡致富 (徐立言) 港幣$388  港幣$2,098 ($350 /月)  港幣$3,958 ($330 /月)

一股定輸贏 (阮子曦)   港幣$488  港幣$2,628 ($438 /月)  港幣$4,380 ($365 /月)

倍升創富 (驍騰原 / 股海盒子)  港幣$538  港幣$2,928 ($488 /月)  港幣$5,136 ($428 /月)

股俠縱橫 (方新俠)  港幣$1,380  港幣$3,672 ($612 /月)  港幣$6,936 ($578 /月)

股海無量 (江小魚)  港幣$598  港幣$3,168 ($528 /月)  港幣$5,616 ($468 /月)

逆思維策略 (賴俊強)  港幣$388  港幣$2,095 ($350 /月)  港幣$3,958 ($330 /月)

不二期權  港幣$580  港幣$3,060 ($510 /月)  港幣$5,280 ($440 /月)

文錦．匯 (文錦輝)  港幣$780 港幣$3,120 ($520 /月)  港幣$5,520 ($460 /月)

 

港股GPS  港幣$99  港幣$540 ($90 /月)  港幣$1,020 ($85 /月)

股票監察器專業解碼版  港幣$480  港幣$2,700 ($450 /月) 港幣$5,160 ($430 /月)

股票監察器專業版  港幣$395  港幣$2,310 ($385 /月)  港幣$4,500 ($375 /月)

股票監察器加強版  港幣$310 港幣$1,830 ($305 /月)  港幣$3,600 ($300 /月)

股票監察器基本版  港幣$205 港幣$1,212 ($202 /月) 港幣$2,400 ($200 /月)

股票報價器3網版  港幣$388 港幣$2,235 ($373 /月) 港幣$4,282 ($357 /月)

股票報價器3網期指版  港幣$438  港幣$2,528 ($422 /月) 港幣$4,838 ($404 /月)

智能資料庫加強版  港幣$299  港幣$1,488 ($248 /月)  港幣$2,588 ($216 /月)

智能資料庫基本版  不適用  港幣$928 ($155 /月)  港幣$1,688 ($141 /月)

PowerTicker 網頁版  港幣$380 港幣$2,166 ($361 /月)  港幣$4,104 ($342 /月)

PowerTicker 網頁版 (+程式選股)  港幣$880  港幣$4,800 ($800 /月)  港幣$8,640 ($720 /月)

PowerTicker 下載版  港幣$480 港幣$2,736 ($456 /月) 港幣$5,184 ($432 /月)

PowerTicker 下載版 (+程式選股)  港幣$980  港幣$5,280 ($880 /月)  港幣$9,360 ($780 /月)

PowerTicker 下載版 (+期貨深度)  港幣$580 港幣$3,336 ($556 /月)  港幣$6,384 ($532 /月)

PowerTicker 下載版 (+程式選股+期貨深度)  港幣$1,080  港幣$5,880 ($980 /月)  港幣$10,560 ($88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