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5月1日截至日期:    截至日期适用于提前注册和饭店预订。提交取消注册，住房和/或门票活动的退款截至日期。  
注册人信息:   请工整填写护照/照片生份证上的名字。

名 / 姓 / 名牌上     的名字

地址： 

城市   州/省  邮政编码 国家

日间电话    电邮  

 狮友 女狮 少狮 青狮 分会号码 会员号码 区 职称  

伴侣: 名 / 姓 / 名牌上的名字

 狮友 女狮 少狮 青狮 分会号码 会员号码 区 职称  

儿童：名 / 姓      年龄   少狮 (Alpha)
套票 A: 
包含上面每位之年会注册，及一(1)个房间的客人可于年会期间的乘坐交通车。 
 在2019年1月11日之前 预定代表团饭店 
 2019年1月11日后 我愿选代表团饭店
 愿选另一个饭店 

饭店名字   

抵达日期/星期几      出发日期/星期几 
房间内人数 _____    需要的床数   1    2
特殊要求： 方便轮椅进出  其他 
每个房间定金是200美元。结账时订金将并入饭店的住房费用。
饭店都是非吸烟房。
• 酒店房间设备能够容纳每个房间总计两个（2）人的住宿。
• 用信用卡支付的押金，将会加收8% 的服务和手续费。
• 酒店押金将会按现行汇率以欧元发送给饭店。

套票 B: 
 本人不须订房(仅为上述的每位人士注册。)
 
可选项有门票活动  

我/我们计划参见下列活动： 必须注册才能参加）
 

活动：茂文钟士会员午餐 

日期/时间 费用 数量 应付金额

7月 8日/ 13:00-14:30 75 美元 ________ $ ________ 

活动：总监/前总监宴会 

日期/时间 费用 数量 应付金额

7月 8日/ 20:00-22:00 75 美元 ________ $ ________ 

付款：   此申请需要全额付款。  只使用美元。  支票和现金支票必须在美国银行可以兑现。接收Visa, MasterCard & Discover卡。  
注册费：  成人 儿童 (17岁及以下)/少狮 青狮 套票 A:   套票 B:  
早注册 (2019年1月11日前)   US$150 US$20 US$100  注册:   US$_______ 注册:   US$_______ 
正常注册  (2019年1月12日至3月31日) US$200 US$20  US$100  购票活动: US$_______ 购票活动:   US$_______ 
晚注册(2019年4月1日–年会现场) US$225 US$20 US$100  饭店订金:   US$_______   
     总额：      US$_______  总额:   US$_______ 
 支票#_______ 汇票(必须附上副本) Visa  MasterCard Discover

信用卡上之姓名 持卡人姓名必须与注册人姓名一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
信用卡号 失效 月/年 安全代码 (3 位数)

持卡人签名

狮子会第102届国际 年会
年会注册和酒店预订表

意大利 米兰 • 2019年7月5日 星期五 – 7月9日星期二

X

请注意: 国际狮子会将会记录国际年会，用于宣传目的。您的出席有可能会被录像或照相。你的注册表同意国际狮子会使用这些图像。 

在米兰的服务方案
 在米兰的国际年会期间，我有兴趣参加亲自动手的社区服务方案。  该服务方案的更多详情，会在稍后几个月发给您。

将表格和付款寄至: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Attn: Convention Division  •  300 West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  请允许 4 周处理时间。 • 信用卡和电汇支付可以传真至: +1(630) 571-1689 • LCI 将会电邮你的官方注册确认。请打印，并随身带到意大利米兰。
• 所有已注册者将在米兰的现场领取名牌。请随身携带您的LCI 官方注册确认信函，以便在现场扫描和打印您的名牌。
还要记得带有照片的身份证。LCI 将不会提前邮寄名牌。 • 使用该文件上提供的信息应符合国际狮子会的隐私政策和程序规定。
• 有何问题? Email us: registration@lionsclubs.org. 

200.00

紧急联络信息：
紧急联络人姓名    紧急联络人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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