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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教事務職員協會會員汽油優惠計劃

為促進與懲教事務職員協會的合作關係 ,同時配合我司互惠共贏的市場推廣策略 ,

本公司特向懲教事務職員協會會員提供專享的汽油推廣計劃 :

1 對象 :凡懲教事務職員協會會員均可申請此汽油優惠計劃之汽油折扣卡 。

2.優惠內容 :

憑成功申請的汽油折扣卡 ,到中國石油加油站可享以下優惠 :

。 超級汽油折扣每公升港幣 2U元

。 清新汽油折扣每公升港幣 18元

以上折抇優惠均在加油站當天零售價格基礎上給予減免 。

3 優惠期 :加 l＿h年 11月 1日至刉17年 lU月 Ⅱ 日

4 申請辦法 :申請人可以下列方式提交所須文件:

1.郵寄一香港灣仔港灣道 18號中環廣場 12樓
;

2。 傳真砭犯7們V;

3.電垂β-cshk@山 inaU∥ oomcn

。 已填妥的折扣卡申請表

。 車輛牌簿副本(如非登記車主 ,請註明其親屬關係)

。 員工證或員工證明文件副本

申請審批完成後 ,本公司將其所屬的汽油折扣卡郵寄至申請人 。

5.其他條款及細則 :

a)每名申請人只可為不多於 3台車輛申請汽油折扣卡 ;

b)使用汽油折扣卡必須在加油站以現金或信用卡即時付款 ;

Φ 此汽油折扣卡不參與積分計劃 ;

d)本公司保留調整折扣優惠之權利 ,而無須另行通知持卡人 ;

Φ 本公司保留汽油折扣卡發放的最終決定權 。

D折扣卡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 。如有任何爭議 ,中國石油(香港)有限

公司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

6 聯絡人 :如有任何查詢 ,可致電聯絡盧先生 (電話 :“佟η48)或服務熱

弗良 :252785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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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團石油(香 港)有 民公司(「 中國石油j)藤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致客戶通知

閣下睏議此致各戶通知乃至爾重要。若爾下對本通知有不確定夷或有任何疑問 ,故請鱗絡中國石油

一 磚了之有我盡由中國石油提供獨了 1● 餇人資料 .已 乏〦
.*.篱

之個人資群瑛寫直較為首逸Ii的
務91他所有個人資持球蔑直威則疋強國性 .轉 了在墓爾斑窩巨玻提供的姻人資##於 中國石油

外爾下進行有簡中齒及抑 u樹下廢要求的產品良臥茲寒必青●9 溪有在螢駴接宵區威提供姆人資

料可兞窗形琴礙下有朗之中齒及中麼石油次共陶了要求南產品葳取漆 一旦岡下向中藤石璠挺 I工

田了的齒人資群 即在 弩困下己同居中嘻石播複揮本透多選取及失稱豫等適人資將

二 就下帥鱈人苗各可●̄了加用途 :

(i) 為閡下來機皺爾其產品所涉及的
。
雷越作 ;

⋯ )楚守琴中蠻石油有的東力之去瑋所要素拔露資井的毒任 :

(“ )告知開下有擁中國石油或中國石油之發豬次準茍任何汽油/朱箔 石́油疑 又́列咯 啣́油房有

聞助浙扣 撥品 活踢 優各 賤該及案佔宜傅交或 j

(iv｝ 投什璉答客′使用的九藩 柒́油/石 油疑9鎮利店′神描房有爾跟妨久直品 :

(v)向 稱下直確促磚及/無文互又舉上塞屢務無產品 :

(u〉 進行無上蓮麗孩或產品有瞞句堣莖友′萬市母朝葺 ;度

〈⋯)其上述有礙約用趙

三 中國石描蔣9i悶 下提供的碅人資料弟蜜 ,但可以累樓〦輯第二頗所黨用進破落及搏移有樹雷材子

下列各方不竹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雷港特琳行或巨<r看 港」)堆玲或班恥
(i) 向中國石油裝錯其中國石油案姼有禤的 lr政  電露 黨場兩奮 直委又猶 .交 互報商 竭

重 電撥真孩術 文捘 印刷或輯薄破雍的代理人 承包有 第三方展孩提供者 :

“ )●i何 #本 公可有屎密責任的人 ,包括 已承諸露撐核資料召密的中圈石油和瑪及攤合公司 ;

球蒸

〈加)法律或任何籃皆拽發現定義准館中國石麼妓毒資持商人士

四 岩在上遂淨三節所延的悉港瘣外人士所在地區友有錮人資斜係庠去(,1 中國石油將要專孩年人士

向中國石油作出爽審港街個人菁H操摩老仰大致梅回的屎嗧來莒 在任何希又下 中國石薄掰會
繳撥負交將機下的爾人資崙係雀 兩悶下的抑人資簽輯9.雀 當保安盤持度邸

工 側下有推 :

(〉 豈燧中國石油所持啊於機下或朗下輯戶南適人資料 並各治了或更正青輈資符 :

(i)要 求中國石油提法可磁四為直接展嗧或支互推顰或資理之 目的而破露給真紊落’k件 的裀人

資持項 目 :

(m9直 閱jt等 糜#提供普及 或́窯材fk胖 無有飆於用下面留人資群 重●
-#無

真正有用資轉 :

(∼ 〉要求中國石油兮〦向用下發送無旓貢井 :及
(v)重 在中國石油封有關奇井的及寒及發務 主獲 I..中 固石描特有其個人資料的效別 .

六 中國石油保留確列收取青攝處望〦造好王幣(i)及 〈i〕 項下任何要求的合理發用 .

七 中國石捧只會在#務所必需葳在當地去周准留筍像存時間內保留獨下面麼人資料

八 如閣下提供千中圍石油的摑人資持或央絡資常有任何更改 須以下遊方式立即通知中國石 jf.

尤 爾於要求查睏或爽工個人資h.1 或旁取其中國石油政策真守諺及中國石油材推輛人資料報別輚況

有攔的管路 或碗於常取領南資料或其他聲蒂 #r.,本公司字戶啟孩部提出 :

毒港灣●.+.搏 廷m舞 中浪殘瑀φ按
中國石油(費 港〉有爪公司客戶敢落邯

雷:舍 :25298SU。

碑其 :2Sη Φ羽

電6乎 :csh.p li,i.。 iIcomcn
十 本適知不當限制餌了在條例下所辛有的確刊

十一 為任何之目的 此黨通知以中文本為率

中國石油祈扣咭蔡球及像件

玄 中國石油折如咭 〈吻 扣港〕)只 盤年薄

一

入蔑久以上工為奇...居 民之個人用戶夜

用 ,亦 只適府於中答尺民去和國蕃港特別行我巨 6「 青若將區」 )

2 i9f扣 治為中餒石沾 (番 港 〉有來公司 〈
ξ
苯公司」 )之 財物 .在 本..司 要求時

井咭人須將打扣咭文捶本公司 .本 公司有搓館招任何如扣暗中詩而無須分子任何理

由 根像本像放及妨何  「將佑人,發 確發牙如治之齒人

3 每社格人用戶只限中商一來拆如窄 .

4 祈如十一基琴咭人使用 印9-成 有暗人茶交本接放足係銙

5 所有時咭人力可9加 中國石油入油.rr扣 矸田 〈「折加甘到,) 但必須真慕帝放及

萬伴之的末 將喏人須在任何中國石油描站入描希出示好如咭 否則有咭人不能 1●

得及辛文祈扣計劃之慶各 .

6 本公司有推立如取屑任何在進故十二翅月拇沒有使用語琴之裴戶 .i取 洧所有於該

等蛙戶乏薪扣#釗 泛惠

? 拉咭人須妥善處理其9rf扣 咭 腐若有.,t9轟爆箴楚失折扣咭 本公司有#收取報發

新暗之手緣交

8 油岩 19咭 人逮失支教碼折扣暗 +,老人要鱉中吋向本公司板夫 茁重進以書面碎

認 本公司在任何情足下對99咭 人有所〦廷撞矢或破瑪折扣咭之領失稱琴琫舌

9 持咭只灌 受本公司之交易記鋉為在一切爭技中J.其技蒸進和約東力之記銀

抑 ,rl扣 咭不得9● 讓 只可苗井咭人發本公司決定之方式使用 .

m 持咭人同慼本公司基於市場推廣 .市場研究及笨邸 產品摸#及行政之常要 使用

或向任何第三著達雷有關持咭人在琴公司所●t敗 戶之一切資群或持暗 疋之個人

肯∥ .

12推暗人豕在申請折加咭時所提供子本公司之適無比班 苠任有其他資舉有所更..t時

即時玄苦面通知本公司

m推 硞人可玲子本公司不少淤

一

啤天之苦面通知以努〦其 RJ.戶 度取消其折扣咭

14 本公司有撐在任何弦況下發止無戶度不接其#估 人99I使 用各折扣咭而其須負上任何

舜任 .

15 本公司有確在任何情兄下祟須捶如持堵人.9更 改和′或取消本件敗及佈伴中所別的

任何像我及條件 (竣 專蔡敏及舞件輯或本公司典持咭人之全面齒嵌 ) 本公司會過

9.持咭人修rt後之擁我及碎籃 而鍵城使用./r如 堵f.構 成
.i咭 人塞真修改在之傣我

及像件

lC 本公司封由Irf扣 咭之使用或眾扣前如 r,直接箴砪接弘致的任何延資 妳#、 捐夫

支出 、法待音任或板奢 概不月女

甚7 本像較及豫像應泛番港#直南法律當展和接撰資港特區的落律解揮 ,,.持 喵人及本

公司均同兞崎有與本像歡及像.l有 兩之卒項麼支各巷將區之法院之璋有年有司法管轄

確管褡

18本公司有推向任何人士社報或輯推裘在本路無人條件中之任 何r.列 或裘落 .

19如本猝,.k人 條件之中文本其英文嗶本有異 祖Jl中 文本為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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