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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通訊》自2014年4月起每月出版，並上載至本辦的網站中“駐武漢辦

通訊”欄目（網址：http://www.wheto.gov.hk/tc/newsletter/index.html）。各位亦可於本

辦網站瞭解到本辦為港商提供的服務和活動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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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發表政制發展公眾諮詢報告  

2014年7月15日，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全國

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行政長官報告》），就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

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特區政府亦於同日公佈

《二零一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公眾諮詢報告》（《諮詢報

告》）。  

 

《諮詢報告》全面歸納了在諮詢期內立法會、區議會、社會各界團體和個別市民

的意見，以及相關機構進行的民意調查。基於公眾諮詢的結果，行政長官認為社

會普遍期望能先在 2017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讓全港 500多萬合資格選民可於

2017年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下任行政長官，使香港的政制發展邁出重要一

步；而就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則無須對《基本法》附件二作修改。   

 

I. 專題 

http://www.wheto.gov.hk/tc/newsletter/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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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全國人大常委會在8月就是否需要修改兩個產生辦法作出決定，特區政府預計在

2014年年底左右，就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具體方案展開公眾諮詢。   

 

兩份報告的詳細內容以及有關政制發展的最新消息，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2017.gov.hk  

 

 

  

 

 

 

a) 政策法規  

 

綜合  

 

1.  《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  

國務院於7月30日發佈上述《意見》，以進一步調整戶口遷移政策，統一城

鄉戶口登記制度，穩步推進義務教育、就業服務、基本養老、基本醫療衛

生、住房保障等城鎮基本公共服務覆蓋全部常住人口。目標為到2020年，基

本建立有效支撐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依法保障公民權利的新型戶籍制度，

努力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意見》包括三

方面政策措施： (一 )進一步調整戶口遷移政策。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

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

特大城市人口規模，有效解決戶口遷移中的重點問題； (二 )創新人口管理。

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統一

登記為居民戶口，建立居住證制度，健全人口資訊管理制度；及 (三 )切實保

障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合法權益。完善農村產權制度，擴大義務教

育、就業服務、基本養老、基本醫療衛生、住房保障等城鎮基本公共服務覆

蓋面，加強基本公共服務財力保障。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 -07/30/content_8944.htm 

 

 

2.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放開  15 項專業服務收費標準  

國家發改委分別於6月13及24日和7月10日發出通知，放開15項專業服務收費

標準，實行市場調節價，以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

作用。放開價格的15項專業服務項目包括：專利代理服務、報關服務、自願

II. 內地經貿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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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產品認證、質量（環境）體系認證、航危天氣報服務、煤炭地質勘探、金

銀飾品委託檢驗、回國人員科研啟動基金評審、涉外收養服務、紅十字衛生

救護培訓、房地產諮詢服務，以及除政府投資專案和政府委託服務以外的建

設項目前期工作諮詢、工程勘察設計、招標代理、工程監理。服務價格由供

需雙方依據服務質量、成本和市場供求狀況協商確定收費標準，政府不再直

接管理價格。  

 

今年以來，發改委已陸續放開了全部電信資費、醫保目錄內的低價藥品、非

公立醫院醫療服務等價格，並下放了房地產經紀收費管理許可權。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ndrc.gov.cn/gzdt/201407/t20140716_61897 3.html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407/t20140717_619056.html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407/t20140718_619340.html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407/t20140717_619057.html  

 

 

3.  《關於境內居民通過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資及返程投資外匯管理有關問題

的通知》  

國家外匯管理局7月4日發佈上述《通知》，進一步簡化和便利境內居民通過

特殊目的公司從事投融資活動所涉及的跨境資本交易，自發佈日起實施。主

要內容包括：  

(a)  境內居民以境內外合法資產或權益向特殊目的公司出資前，應向外匯局

申請辦理境外投資外匯登記手續。境內居民以境內合法資產或權益出資

的，應向註冊地外匯局或者境內企業資產或權益所在地外匯局申請辦理

登記；境內居民以境外合法資產或權益出資的，應向註冊地外匯局或者

戶籍所在地外匯局申請辦理登記；  

(b)  返程投資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應按照現行外商直接投資外匯管理規定辦

理相關外匯登記手續，並應如實披露股東的實際控制人等有關資訊等。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safe.gov.cn/resources/wcmpages//wps/wcm/connect/safe_web_store/safe_web

/zcfg/zbxmwhgl/zjtzwhgl/node_zcfg_zbxm_kjtz_store/ce30120044b919a3a5ecf71fa25ece

03/ 

 

 

http://www.ndrc.gov.cn/gzdt/201407/t20140716_618973.html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407/t20140717_619056.html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407/t20140718_619340.html
http://www.safe.gov.cn/resources/wcmpages/wps/wcm/connect/safe_web_store/safe_web/zcfg/zbxmwhgl/zjtzwhgl/node_zcfg_zbxm_kjtz_store/ce30120044b919a3a5ecf71fa25ece03/
http://www.safe.gov.cn/resources/wcmpages/wps/wcm/connect/safe_web_store/safe_web/zcfg/zbxmwhgl/zjtzwhgl/node_zcfg_zbxm_kjtz_store/ce30120044b919a3a5ecf71fa25ece03/
http://www.safe.gov.cn/resources/wcmpages/wps/wcm/connect/safe_web_store/safe_web/zcfg/zbxmwhgl/zjtzwhgl/node_zcfg_zbxm_kjtz_store/ce30120044b919a3a5ecf71fa25ece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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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起草《引入非國有資本參股中央企業投資項目暫行

辦法（建議稿）》  

據報導，國資委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在6月26日召開會議審議上述《暫行

辦法（建議稿）》，研究未來容許外資參股央企投資項目。另外，國資委下

一步將推進國有企業股權多元化改革，加快推進國有企業特別是母公司層面

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除涉及國家安全的少數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投資公

司、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外，其餘各類國有企業非公資本均可參與。鼓勵具有

資金、技術、管理優勢的戰略投資者以及社保基金、保險基金、股權投資基

金等機構投資者參與國有企業改制重組。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news.wenweipo.com/2014/07/16/IN1407160031.htm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4 -07-04/846365.html  

 

 

5.  《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於7月3日發佈上述《規定》，規範馳名商標（即在內

地為相關公眾所熟知的商標）認定工作，保護商標持有人的權益，自8月2日

起實施。《規定》訂明馳名商標認定遵循個案認定、被動保護的原則，及馳

名商標案件處理的程式、當事人和工商部門工作職責等內容，同時規範了對

馳名商標案件有關問題的處理。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saic.gov.cn/zwgk/zyfb/zjl/fgs/201407/t20140710_146642.html   

 

 

6.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公開徵求意見  

全國人大於 6 月 30 日就上述《修訂草案》公開徵求意見，截止日期為 7 月

31 日。主要內容包括：  

(a)  食品生產企業應當就原料採購、原料驗收、投料等原料；生產工序、

設備、貯存、包裝等生產關鍵環節；原料檢驗、半成品檢驗、成品出

廠檢驗等檢驗；運輸、交付等事項制定並實施控制要求，保證所生產

的食品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第四十一條）；  

(b)  完善食品追溯制度，細化生產經營者索證索票、進貨查驗記錄等制

度，增加規定食品和食用農產品全程追溯協作機制（第四十五條至第

四十七條、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  

http://news.wenweipo.com/2014/07/16/IN1407160031.htm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4-07-04/8463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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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網絡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應當對入網食品經營者進行實名登

記，明確入網食品經營者的食品安全管理責任；依法應當取得食品生

產經營許可證的，還應當審查其許可證（第七十三條）；  

(d)  食品生產經營者應當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定期對本單位食品安全

狀況進行檢查評價。生產經營條件發生變化，不符合食品生產經營要

求的，食品生產經營者應當立即採取整改措施；有發生食品安全事故

的潛在風險的，應當立即停止食品生產經營活動，並向相關部門報告

（第七十四條）；  

(e)  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經營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

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經營者要求

支付價款十倍或者損失三倍的賠償金（第一百三十八條）等。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lfgz/flca/2014-06/30/content_1869695.htm 

 

 

 

7.  《個體工商戶個人所得稅計稅辦法（徵求意見稿）》  

國家稅務總局 7 月 9 日就上述《辦法》公開徵求意見，截止日期為 8 月 7 日

。主要內容包括：(a) 個體工商戶個人所得稅稅款及稅收滯納金等支出不得扣

除（第十五條）；(b) 個體工商戶納稅年度發生的虧損，准予向以後年度結轉

，用以後年度的生產經營所得彌補，但結轉年限最長不得超過五年（第十七

條）；以及(c) 個體工商戶為從業人員繳納的補充養老保險費、補充醫療保險

費，分別在不超過職工工資總額 5%標準內的部分據實扣除；超過部分，不得

扣除（第二十二條）等。  

 

詳情（包括提出意見的途徑及方式）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cazjgg/201407/2014070039 6481.shtml 

 

 

8.  《關於加快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的指導意見》  

國務院於  7 月21 日發佈上述《指導意見》，進一步加快新能源汽車推廣應

用，緩解能源和環境壓力，促進汽車產業轉型升級。主要內容包括：  

•  以純電驅動為新能源汽車發展的主要戰略取向，重點發展純電動汽車、

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和燃料電池汽車，以市場主導和政府扶持相結合，

加快培育市場，促進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  

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cazjgg/201407/201407003964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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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六方面促進新能源汽車產業，包括：加快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充電

設施建設、引導企業創新商業模式，售後服務體系建設；推動公共服務

領域率先推廣應用，擴大公共服務領域新能源汽車應用規模；完善政策

體系、研究確定2016-2020 年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的財政支持政策；破

除地方保護；加強技術創新和產品質量監管等。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 -07/21/content_8936.htm 

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3095885/16074192.html  

 

 

9.  《CEPA 十年內地惠港會計政策措施的實施情況與未來展望》  

財政部7 月4 日發佈上述文章，總結了CEPA 框架下內地惠港會計政策措

施，包括實現註冊會計師考試部分科目互免；註冊時認可香港審計經驗；對

內地工作時間要求實行國民待遇；延長來內地臨時執業許可有效期，簡化申

報材料；開放會計資格相關考試並提供考試便利化措施和代理記帳業務。  

展望未來，財政部表示將抓緊研究修改《會計師事務所審批和監督暫行辦

法》，研究兩地合夥人審計經驗互認，制定包括港人在內的境外人員擔任內

地事務所合夥人管理制度。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diaochayanjiu/201407/t20140703_1108

307.html 

 

 

10.  《關於國際貨物運輸代理服務有關增值稅問題的公告》  

國家稅務總局於 7 月 4 日發佈上述《公告》，將國際貨物運輸代理服務免稅

範圍，由直接與國際運輸單位發生業務的代理環節，擴大到間接提供國際貨

物運輸代理服務環節，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公告》訂明，納稅人

通過其他代理人，間接為委託人辦理貨物的國際運輸，從事國際運輸的運輸

工具進出港口、聯繫安排引航、靠泊、裝卸等貨物和傳播代理相關業務手

續，可按規定免徵增值稅。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chinatax.gov.cn/n2226/n2271/n2272/c753154/content.html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diaochayanjiu/201407/t20140703_1108307.html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diaochayanjiu/201407/t20140703_11083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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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11.  湖北省發改委公佈首批95個鼓勵社會投資專案  

湖北省發改委於 7 月 20 日發佈首批 95 個鼓勵社會投資專案目錄，鼓勵社會

資本特別是民間投資以合資、獨資、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建設及營運。湖北

省發改委將對引入社會資本開工建設的項目，優先列入重點項目建設計劃，

在金融對接、用地保障、專項協調等方面予以支持。這 95 個項目涵蓋交通基

礎設施、清潔能源、油氣管網設施、城市基礎設施、社會事業、生態保護與

開發、保障性住房七個領域，估算總投資 2834 億元。其中，交通基礎設施

專案最多，共 40 個。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hbfgw.gov.cn/ztlm/gdzl/zdxm/zdxm_gzdt/2 01407/t20140721_7

9242.html 

 

 

湖南  

 

12.  《湖南省現代服務業發展行動計劃（2014-2017年）》  

湖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 6 月 27 日發佈上述《行動計劃》，對各相關服務業領

域設定了具體的四年規劃，將長株潭城市群建成具有全國競爭優勢的現代服務

業區。按照目標，2014-2017 年將推動服務業每年新增固定資產投資 2000 億

元以上。力爭到 2017 年，湖南服務業增加值達到 1.5 萬億元，年均增速高於

GDP 增速一個百分點，佔 GDP 比重提高到 45%左右。重點培育行業有電子

商務、現代物流、資訊消費、文化創意、旅遊產業、現代金融、研發設計等

十個行業。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hnfgw.gov.cn/xxgk/sdfxfg/52248.html  

 

 

江西  

 

13.  《江西省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  

江西省發改委於 7 月 15 日發佈上述《規劃》，提出未來江西省將會以鄱陽湖

生態經濟區為依託，以沿滬昆線和京九線為主軸，聚集優勢產業，提高規模

效應，著力培育和發展以南昌市為核心的南昌都市區，加快發展九江都市

區、贛州都市區，構築“一群兩帶三區四組團”為主骨架的省域城鎮體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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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為鄱陽湖生態城市群；“兩帶”是指分別為沿滬昆線、京九線的兩條城鎮發

展帶；“三區”是在“一群兩帶”格局的基礎上，培育發展南昌都市區、九江都

市區、贛州都市區；四組團即景德鎮城鎮組團、撫州城鎮組團、瑞金城鎮組

團、三南城鎮組團。《規劃》的目標，至 2020 年，江西省常住人口城鎮化

率力爭接近或達到 60%，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 4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

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差距縮小 2 個百分點左右，努力實現 630 萬左右農業

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jxdpc.gov.cn/departmentsite/ghc/ghjh/ztgh/201407/t20140716_

107408.htm 

 

 

 

河南  

 

14.  《河南省物流業發展三年行動計劃》  

河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於 6 月 23 日發佈上述《計劃》，進一步強調鄭州的國

際物流中心功能，以鄭州航空港、鄭州國際陸港和國際物流園區為核心 ,打造

中西部地區國際物流高地，並進一步完善物流通道、園區、口岸、配送中心

等基礎設施 ,增強區域物流節點綜合服務功能。按照《計劃》，到 2016 年，

全省物流業增加值力爭達到 2400 億元，年均增長 10%以上，物流總費用佔

生產總值的比重低於全國平均水準 0.5 個百分點。營業收入超 50 億元物流企

業達到 5 家，國家 5A 級物流企業達到 10 家。《計劃》提出打造一批優勢突

出、輻射帶動能力強的特色物流集群，大力發展電子商務物流、快遞物流、

保稅物流、冷鏈物流、醫藥物流等特色物流。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henan.gov.cn/zwgk/system/2014/07/22/0104864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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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15.  《山西省加快推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實施方案》  

山西省人民政府 6 月 30 日發佈上述《實施方案》，提出健康服務業的發展目

標。到 2020 年，每個設區市至少有 1 所三甲綜合醫院、1 所三級中醫院，各

縣（市、區）重點辦好 1 所縣級綜合醫院、1 所縣級中醫院、1 所縣級婦幼保

健院、1 所縣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 1 所縣級衛生監督所。方案同時鼓勵社

會資本以多種形式投資醫療服務業，力爭 2020 年非公立醫療機構床位數和

服務量佔比達到 20%以上。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shanxigov.cn/n16/n8319541/n8319612/n8321663/n17740564/n1

8183413/n18183845/18183915.html 

 

 

 

b )   經貿數據  

 

 

 

省份  

生產總值  

（億元人民幣）  

進出口總額  

（億元人民幣）  

2014 年  

1-6 月  

與 2013 年  

同期相比  

2014 年  

1-6 月  

與 2013 年  

同期相比  

湖北  12,062.0 +9.5% 1080.4 +10.5% 

湖南  11,975.1 +9.3% 788.4 +18.7% 

河南  15,778.6 +8.8% 1,606.5 +5.3% 

江西  6,465.0 +9.5% 1,415.3 +13.5% 

山西  6,097.8 +6.1%  387.1 -16.0% 

 

 (數  據  錄  自  各  省  市  政  府  相  關  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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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覽表  

 

香港大型活動  

（2014年8-9月）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即日至八月十七日 國際綜藝合家歡

20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www.hkiac.gov.hk 

即日至八月三十日  中國戲曲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www.cof.gov.hk/2014/tc/  

即日至八月三十一

日 

 

吉卜力工作室場面設

計手稿展･高畑勳與

宮崎駿動畫的秘密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鄭煥棠先生 

Tel: 2180 8101 

Fax: 2180 8111 

李頴莊女士 

Tel: 2180 8113 

即日至八月三十一

日  

香港FUN享夏日禮  香港旅遊發展局  www.discoverhongkong.

com/tc/see-do/events-

festivals/highlight-

events/summer-fun.jsp  

即日至八月三十一

日 

《漫漫畫雙城：臺北

80 x 香港 90》展覽 

 

動漫基地 Ms Rachel Lo 

(tel. 2582 0218) 

Email: rlo@hkac.org.hk 

即日至九月十五日 

 

卓「椅」非凡： 

穿梭時空看世界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司徒嫣然女士 

Tel: 2180 8106 

Fax: 2180 8111 

即日至九月二十一

日  

巴黎 · 丹青： 

二十世紀中國畫家展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www.lcsd.gov.hk/CE/Mu

seum/Arts/zh_TW/web/

ma/exhibition.html  

譚美兒小姐  

電話：2734 2117  

電郵：

emytam@lcsd.gov.hk  

司徒元傑先生  

電話：2734 2128  

電郵：

ykszeto@lcsd.gov.hk  

Ⅲ. 香港快訊 

http://m1.dir.gov.hk/search/search_details.jsp?lang=chi&dn=cn%3D1243001389%2Cou%3DLCSD%2Cou%3DPeople%2Co%3DGOVERNMENT%2Cc%3D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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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即日至九月  武·藝·人生— 

李小龍專題展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www.heritagemuseum.go

v.hk/chi/exhibitions/exhi

bition_details.aspx?exid=

209  

八月一至三日 第十一屆香港國際寵

物用品展 

訊通展覽公司 www.petexpo.hk/lang-

tc/home.html 

八月二至十日 

 

第四屆亞洲曲棍球 

協會女子青年盃 

香港曲棍球總會 

 

www.hockey.org.hk 

八月六至十日  國際乒聯青少年巡迴

賽–香港青少年公開

賽  

香港乒乓總會  www.hktta.org.hk  

八月六至十五日 金銀業貿易場世界青

少年保齡球錦標賽

2014 

香港保齡球總會 www.hktbc.org.hk 

八月十四至十六日  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

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

議  

香港貿易發展局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

會  

www.hktdc.com/icmcm  

八月十四至十六日  香港貿發局 

香港國際茶展  

香港貿易發展局  www.hktdc.com/fair/hkte

afair-tc/香港國際茶

展.html  

八月十四至十八日  香港貿發局美食博覽  香港貿易發展局  www.hktdc.com/fair/hkf

oodexpo-tc/HKTDC-

Food-Expo.html  

八月十四至十八日  香港貿發局 

家電家品博覽  

香港貿易發展局  www.hktdc.com/fair/hom

edelights-tc/  

八月二十六至 

二十七日 

Inside 3D 列印會議
及博覽會 

Mediabistro Inc. www.mediabistro.com/in

side3dprinting/hong-

kong/?c=3dhkwtp 

八月二十七至 

二十八日  

亞洲品牌時尚展 Entrepot Asia www.thehub.hk 

九月二至四日 亞洲海鮮展 Diversified 

Communications 

www.asianseafoodexpo.c

om 

九月三至五日 亞洲國際水果蔬菜展

覽會及亞洲國際果蔬

大會 

Global Produce 

Events GmbH 

www.asiafruitlogistica.co

m/cn 

九月三至七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鐘表

展 

香港貿易發展局 www.hktdc.com/hkwatch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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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九月七至九日 2014中秋綵燈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www.lcsd.gov.hk/eo 

九月八至十四日 2014 香港網球公開

賽 

香港網球總會 www.tennishk.org 

九月十五至十八日 九月亞洲時尚首飾及

配飾展 

亞洲博聞有限公司 exhibitions.asiafja.com/9

fj 

九月十五至二十一

日  

九月香港珠寶首飾 

展覽會 
亞洲博聞有限公司 exhibitions.jewelleryneta

sia.com/9JG 

九月二十五至 

二十七日 

時尚匯集 (九月) 亞洲博聞有限公司 

 

www.fashionaccess.aplf.

com 

九月二十五至 

二十七日 

香港國際秋季成衣及

時裝材料展 

法蘭克福展覽 

（香港）有限公司 

www.messefrankfurt.com

.hk/fair_homepage.aspx?

exhibition_id=6&fair_id

=6 

九月二十九日至 

十月二日 

鐘錶與奇蹟•亞洲 

高級鐘錶展 

Foundation De La 

Haute Horlogerie 

www.watchesandwonder

s.com 

備註: 更多在香港舉行的展覽會議資訊，請參閱香港貿易發展局及香港旅遊發展局網站： 

http://www.hktdc.com/info/trade-events/EX/tc/展覽事務.htm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see-do/events-festivals/exhibitions-and-consumer-

fairs/index.jsp 

 

http://www.lcsd.gov/


 

13 

 

其他經貿資訊網頁  

《駐武漢辦通訊》集中報導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及山西的經貿資訊。如

欲獲取全國性或上述省份以外其他省份的經貿資訊，請流覽以下網頁 :  

 

(1) 香港特區政府工業貿易署「商業資料通告  –  內地商貿資料庫」網頁  

 網址:http://www.tid.gov.hk/tc_chi/trade_relations/mainland/cic.html 
 

(2) 香港特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網頁  

 網址:http://www.bjo.gov.hk 
 

(3) 香港特區政府駐粵經貿辦事處網頁  

 網址:http://www.gdeto.gov.hk 
 

(4) 香港特區政府駐上海經貿辦事處網頁  

 網址:http://www.sheto.gov.hk  
 

(5) 香港特區政府駐成都經貿辦事處網頁  

 網址:http://www.cdeto.gov.hk  
 

(6) 香港貿易發展局「中國貿易」網頁  

 網址:  http://china-trade-research.hktdc.com/tc/  

 

 

 
 

 

《駐武漢辦通訊》訂閱須知 

如有興趣訂閱《駐武漢辦通訊》，歡迎提供相關資料（包括：商會、機構或

公司名稱、聯絡人及聯絡方式）電郵至  newsletter@wheto.gov.hk  通知

本辦，並於郵件標題注明「訂閱駐武漢辦通訊」。  

免責聲明 

《駐武漢辦通訊》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武漢經

濟貿易辦事處為公眾提供的資訊服務，資料搜集自

有關網站、報刊媒體及其它機構等管道，並僅供參

考之用。該《通訊》所載資料已經力求準確，惟本

辦對於因使用、複製或發佈該《通訊》而招致的任

何損失，一概不負任何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