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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 、英文兩個版本有任何乎氐觸或不相符之處 、應以英文版本為準

Kai Fung Insurance Brokers Limited
Tel:  2473 6655 (Yuen Long)
        2473 6060 (Tsuen Wan)
Fax: 2473 6866 E-Mail: info@kaifung.com

Important Notice: I/We hereby confirm that I/we have read and agreed to accept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set out in Annexure 1 hereto in appointing 
Kai Fung Insurance Brokers Limited as my/our insurance br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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