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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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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政策法規  

 

綜合  

 

1.  國務院印發《關於依託黃金水道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指導意見》  

國務院於 9 月 25 日發佈上述《意見》，提出進一步開發長江黃金水道，加快

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主要內容包括：  

Ⅰ內地經貿快訊 

＊＊活動預告＊＊ 
 

駐武漢辦將聯同「中國香港（地區）商會-武漢」於 2014 年 11 月 7 日（星期五）在武

漢市合辦有關內地稅務的講座，暫定將涵蓋如何在內地防範、控制和解決稅務分歧、內

地財稅改革前瞻和零售行業在內地開展電子商務等議題。費用全免。詳情及報名方法將

稍後發放。 

http://www.wheto.gov.hk/tc/newsletter/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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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長江經濟帶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內河經濟帶、東中西互動合作的協

調發展帶、沿海沿江沿邊全面推進的對內對外開放帶和生態文明建設的

先行示範帶的目標；及  

• 七項重點任務：提升長江黃金水道功能，建設綜合立體交通走廊，創新

驅動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全面推進新型城鎮化，培育全方位對外開放新

優勢，建設綠色生態廊道和創新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  

 

長江經濟帶覆蓋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慶、四

川、雲南、貴州 11 省市，面積約 205 萬平方公里，人口和生產總值均超過

全國的 40%。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9/25/content_9092.htm 

 

 

2.  海關總署《關於開展長江經濟帶海關區域通關一體化改革的公告》  

海關總署 9 月 9 日發佈上述《公告》，主要內容包括：  

• 將建立長江經濟帶區域通關中心，構建統一的申報平台、風險防控平

台、專業審單平台和現場接單平台，形成涵蓋長江經濟帶海關通關全流

程的一體化管理機制和運行模式，實現長江經濟帶通關作業一體化；及  

• 自 9 月 22 日起，首先在上海、南京、杭州、寧波、合肥海關啟用區域通

關一體化通關方式；在總結評估的基礎上，適時在南昌、武漢、長沙、

重慶、成都、貴陽、昆明海關啟用新通關方式。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1/info718156.htm  

 

 

3.  《為經香港特區輸往內地的葡萄酒提供通關徵稅便利措施合作安排》補充協議  

內地海關與香港海關於 9 月 18 日在香港簽訂了上述《補充協議》，並於簽訂

當日起在深圳及廣州的指定口岸實施。主要內容包括取消內地備案制度，令

交易更靈活。已登記的香港酒商更可利用新研發的網上申報系統，預先遞交

付運資料，以便葡萄酒到達指定內地口岸後盡快清關。    

 

經香港輸往內地葡萄酒通關徵稅便利措施自 2010 年以來陸續在深圳和廣州海

關實施運行。截至 2014 年 8 月，經安排輸往內地的葡萄酒共 360 萬升，貨值

2887 萬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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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customs.gov.cn/publ ish/portal0/tab65602/info718807.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09/18/P201409180460.htm 

 

 

4.  海關總署《關於全面實施內港海關“經認證的經營者（AEO）”互認的公

告》  

海關總署於 9 月 1 日發佈上述《公告》，擴大內地和香港海關實施互認安

排，於 2014 年 9 月 1 日起全面實施。主要內容包括：  

• 內地海關接受香港海關認證的“香港認可經濟營運商”為香港的“經認

證的經營者”企業（簡稱“AEO 企業”），香港海關接受內地海關認證

的 AA 類進出口企業為內地的 AEO 企業；  

• 內港海關在陸運、空運、海運口岸全領域實施  AEO 互認，並相互給予對

方 AEO 企業的進口貨物如下通關便利措施：降低進口貨物查驗率；簡化

進口貨物單證審核；進口貨物優先通關；設立海關聯絡員，協調解決企

業通關中的問題；非常時期優先處置；及  

• 內地海關認證的  AEO 企業直接出口到香港的貨物，可以享受香港海關給

予的通關便利措施。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1 /info717306.htm 

 

 

5.  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進一步扶持小微企業發展  

國務院常務會議於 2014 年 9 月 17 日部署進一步扶持小微企業發展。主要內

容包括：  

• 從今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底，將月銷售額 2-3 萬元的小微企業、個體

工商戶和其他個人納入暫免徵稅範圍。對小微企業從事國家鼓勵類項

目，進口自用且國內不能生產的先進設備，免徵關稅；  

• 採取業務補助、增量業務獎勵等措施，引導擔保、金融和外貿綜合服務

等機構為小微企業提供融資服務。鼓勵銀行業金融機構單列小微企業信

貸計劃，鼓勵大銀行設立服務小微企業專營機構；及  

• 加大中小企業專項資金對小微企業創業基地的支援，鼓勵地方中小企業

扶持資金將小微企業納入支持範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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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4-09/17/content_2751902.htm 

 

 

6.  商務部《境外投資管理辦法》  

商務部 9 月 6 日發佈上述《辦法》，促進和規範國內企業開展境外投資，自

2014 年 10 月 6 日起施行。赴香港投資亦參照《辦法》執行。主要內容包

括：  

• 境外投資是指在境內依法設立的企業通過新設、併購及其他方式在境外

擁有非金融或取得既有非金融企業所有權、控制權、經營管理權及其他

權益的行為；  

• 國內企業在境外投資，涉及敏感國家和地區、敏感行業的，實行核准管

理，由商務部核准；其他情形的，實行備案管理，中央管理企業報商務

部備案，地方企業報省級政府備案；  

• 商務部和省級商務主管部門通過"境外投資管理系統"對企業境外投資進行

管理，並向已備案或獲得核准的企業頒發《企業境外投資證書》；及  

• 企業境外投資經備案或核准後，原《證書》載明的境外投資事項發生變

更的，企業應當向原備案或核准的商務部或省級商務主管部門辦理變更

手續。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c/201409/20140900723361.shtml  

 

 

7.  《企業資訊公示暫行條例》以及有關問題的通知  

國務院 8 月 23 日發佈上述《條例》，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在推進工

商登記制度改革、廢除企業年檢制度、大力取消事前審批的同時，將加快實

施企業資訊公示制度，轉向更多倚靠建立透明誠信的市場秩序規範企業，以

促進企業誠信自律，維護交易安全及保障公平競爭。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

隨後於 9 月 2 日發佈上述《條例》的補充通知。主要內容包括：  

• 企業公示資訊主要包括兩部分。一是即時資訊，條例一共規定了 6 類，

如公司股東股權轉讓等，企業應當自資訊産生之日起 20 個工作日內向社

會公示。另一部分是年報資訊，涉及 7 大類內容，能夠基本反映企業上

一年度的經營和存續狀況。企業應當於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通過

企業信用資訊公示系統向工商管理部門報送上一年度的年報，並向社會

公示。有關部門會對公示資訊進行抽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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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未如期公示或資訊不實將列入“經營異常名錄”或者“嚴重違法企

業名單”  並向社會公示；政府採購將對名單上企業實施限制或禁入。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saic.gov.cn/zwgk/zyfb/zjwj/wstzqyj/201409/t20140911_148279

.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8/23/content_9038.htm 

 

 

8.  重新發佈《營業稅改增值稅跨境應稅服務增值稅免稅管理辦法（試行）》  

國家稅務總局 8 月 27 日重新頒布上述《辦法》，以適應鐵路運輸、郵政業和

電信業納入營業稅改徵增值稅之後，免稅跨境服務範圍的變化，並於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執行，而 2013 年 9 月 13 日發佈的《辦法》同時廢止。與原《辦

法》相比，新發佈的《辦法》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補充和調整：  

• 結合“營改增”試點行業推進情況，在免稅跨境服務類別中補充了郵政

業服務、收派服務和電信業服務，並明確了上述服務類型的具體內涵和

執行口徑；  

• 結合納稅人經營狀況和管理要求，對“向境外單位提供電信服務”的情

形進行了明確，對“跨境服務書面合同”的類型做了補充，並明確了若

干“視同從境外取得收入”的情形；及  

• 明確了納稅人提供的與香港、澳門、台灣有關的應稅服務，同樣視其為

“跨境應稅服務”，除另有規定外，參照本辦法有關規定享受免稅政

策。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chinatax.gov.cn/n2226/n2271/n2272/c775021/content.html  

 

 

9.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在北京、上海、廣州設立知識產權法院

的決定》  

全國人大於 8 月 31 日通過上述《決定》，自公佈之日起執行。主要內容包

括：  

• 在北京、上海、廣州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知識產權法院管轄有關專利、

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佈圖設計、技術秘密等專業技術性較強的第一審

知識產權民事和行政案件；及  

http://www.saic.gov.cn/zwgk/zyfb/zjwj/wstzqyj/201409/t20140911_148279.html
http://www.saic.gov.cn/zwgk/zyfb/zjwj/wstzqyj/201409/t20140911_148279.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8/23/content_90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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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產權法院所在市的基層人民法院第一審著作權、商標等知識產權民

事和行政判決、裁定的上訴案件，由知識產權法院審理。知識產權法院

第一審判決、裁定的上訴案件，由知識產權法院所在地的高級人民法院

審理。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4-09/01/content_1877042.htm 

 

 

10.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修訂草案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  

國務院法制辦公室於 9 月 9 日就上述法律修訂公開徵求意見，截止日期為

2014 年 10 月 8 日。主要內容包括：  

• 向大氣排放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應按照法律、行

政法規和國務院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的規定設置大氣污染物排放口（第十

六條）；  

• 鋼鐵、水泥、有色、化工、石化、製藥、礦產開採等行業，應當加強精

細化管理，嚴格控制粉塵和氣態污染物的排放，採取車間密閉、集中收

集處理等方式，防止生產過程中的洩漏和排放。工業生產企業應當採取

密閉、及時清掃、灑水等方式，減少內部物料的堆存、傳輸、裝卸等環

節產生的粉塵和氣態污染物的排放（第三十四條）；及  

• 禁止在居民住宅樓、未配套設立專用煙道的商住綜合樓、商住綜合樓內

與居住層相鄰的商業樓層內新建、改建、擴建產生油煙、異味、廢氣的

飲食服務項目（第五十七條）等。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cazjgg/201409/20140900396925.shtml  

 

 

11.  《侵害消費者權益行為處罰辦法（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  

國家工商總局於 9 月 5 日就上述《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截止日期為

2014 年 10 月 4 日。主要內容包括：  

• 經營者不得在商品中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商品

冒充合格商品；  

• 經營者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和服務資訊，應當真實、全面、準確，不

得有虛假或者引人誤解的宣傳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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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務不符合品質要求的，消費者可以依照國家規

定、當事人約定退貨，或者要求經營者履行更換、修理等義務。沒有國

家規定和當事人約定的，消費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內退貨；及  

•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造成消費者財產損害的，應當依照法律規定

或者當事人約定承擔修理、重作、更換、退貨、補足商品數量、退還貨

款和服務費用或者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不得故意拖延或者無理拒絕消

費者的合法要求等。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cazjgg/201409/20140900396897.shtml 
 

 

12.  《專業技術人員繼續教育規定（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於 9 月 26 日就上述《規定》公開徵求意見，截止日期為

2014 年 10 月 26 日。主要內容包括：  

• 用人單位應當為專業技術人員參加繼續教育提供便利條件，保證其學習

時間，依法保障其工資、福利待遇；  

• 用人單位應當建立本單位專業技術人員繼續教育與使用、晉升相銜接的

激勵制度；  

• 用人單位應當通過學習檔案、證書、網絡管理等方式，連續記載專業技

術人員接受繼續教育的基本情況；及  

• 企業應當按照職工工資總額的 1.5%-2.5%足額提取職工教育經費，其

中，用於專業技術人員繼續教育的職工教育經費比例，不低於專業技術

人員佔本單位職工總數的比例等。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cazjgg/201409/2014090039706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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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13.  《關於促進全省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  

湖北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於 9 月 15 日發佈上述《意見》，指導銀行降低房貸

利率和修訂契稅政策。主要內容包括：  

• 支持合理住房消費：居民家庭貸款首次購買自住普通商品住房，首付款

比例按 30％執行，貸款利率的下限可擴大為基準利率的 0.7 倍。個人購

買屬於家庭唯一普通商品住房的，減半徵收契稅；個人購買 90 平方米及

以下家庭唯一普通商品住房的，契稅按 1%稅率徵收；及  

• 發揮金融和住房公積金支持作用：各商業銀行要配足個人住房貸款額

度，加快受理、審批和發放。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hbcic.gov.cn/Web/Article/2014/09/15/1551156140.aspx?Article

ID=1e9f4cc0-65f4-4494-9819-7006f83ea34d 

 

 

14.  《湖北省人民政府關於加快發展對外文化貿易的實施意見》  

湖北省政府辦公廳於 9 月 10 日發佈上述《意見》。提出支持發展對外文化貿

易的四個方面政策保障：  

• 財稅支持：逐步將文化服務行業納入“營改增”試點範圍，對相關的文

化服務業出口實行增值稅零稅率或免稅。對部分符合現行優惠稅收政策

的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給予企業按 15%的稅率徵收所得稅以及職工教

育經費不超過工資薪金總額的 8%的部分稅前扣除政策；  

• 金融支持：鼓勵和引導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大對文化企業融資支持，在授

信額度、貸款條件、審批流程等方面提供優惠和支援；支持符合條件的

文化出口企業進行直接融資和發行證券化產品；發揮出口信用保險政策

性保險作用；提高企業出口收匯資金結算速度；簡化流程和手續，取消

購付匯核准，放寬外匯收入金外存放條件；  

• 用地支持：對納入地方各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國家和省文化貿易重點

項目用地，優先安排土地利用年度計劃；及  

• 通關支持：簡化相關文化企業因公出國出境審批手續，出國一次審批、

全年有效，為文化貿易企業提供 24 小時預約通關服務，加速相關貨物的

驗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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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gkml.hubei.gov.cn/auto5472/auto5473/201409/t20140917_526692.ht

ml 

 

 

湖南  

 

15.  《湖南省工商登記前置審批制度改革實施方案》  

湖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於 9 月 9 日發佈上述《方案》，減少工商登記前置審

批事項，提高市場准入效率。主要改革內容如下：  

• 實行先照後證登記制度：從前置審批改為後置審批，實行目錄化管理。

申請人取得營業執照後即可從事一般經營項目；對須取得許可方可經營

的項目，工商部門在營業執照中加註相關內容，申請人向相關審批部門

申請並獲得批准後方可從事經營；及  

• 擴大改革試點範圍：在長沙、郴州市先行先試的基礎上，逐步擴大到全

省其他市州；及  

• 建立許可審批監管資訊共用交換平台：對各部門涉及市場主體的工商登

記、行政審批和執法監管等資訊實行集中匯集、有序共用和綜合應用。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hunan.gov.cn/xxgk/fz/zfwj/szfbgtwj/201409/t20140915_114258

6.html 

 

 

16.  《湖南省2014-2015年節能減排低碳發展行動方案》  

湖南省政府辦公廳 8 月 26 日發佈了上述《方案》，主要內容包括：  

• 提出今明兩年節能減排低碳發展的工作目標：2014 年，單位 GDP 能耗、

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單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分

別下降 2%、1.5%、1%、2%、5%、3.4%；2015 年全面完成“十二五”

節能減排降碳目標；  

• 重點工程：包括實施鍋爐窯爐改造等節能改造工程、節能技術產業化工

程、節能產品惠民工程、合同能源管理推廣工程和節能能力建設工程。

加快更新改造燃煤鍋爐；到 2015 年底，全面淘汰 2005 年前註冊營運的

黃標車，另重點行業單位工業增加值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量下降 30%以

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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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領域：加強工業節能降碳，到 2015 年底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單位增加

值能耗比 2010 年下降 18%以上；推進建築節能降碳，到 2015 年底全省

20%以上城鎮新建建築達到綠色建築標準，全省城鎮新 (改、擴)建建築嚴

格執行節能強制性標準；強化交通運輸節能降碳，在城市公交、計程

車、城市配送等領域推廣應用新能源汽車。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hunan.gov.cn/xxgk/fz/zfwj/szfbgtwj/201409/t20140909_114006

2.html 

 

 

山西  

 

17.  《山西省支持文化產業加快發展的若干措施》  

山西省人民政府於 8 月 23 日發佈上述《措施》，主要內容包括：  

• 鼓勵非公有資本進入政策允許的文化產業領域；鼓勵非公有資本興辦公

益性或準公益性文化項目，在政府購買等方面享有與國有文化單位同等

待遇；  

• 加大扶持力度：增加地方各級政府的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以貸款貼

息、項目補助、保費交納、獎勵等方式發放；鼓勵設置文化發展投資基

金，多種方式吸收社會資本；  

• 支持創新：對從事文化產業支撐技術等領域的文化企業，按規定被認定

為高新技術企業的，可按 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對從事文化創意

等業務的文化創新型企業、高新技術企業或高新技術項目，各項行政性

收費地方留成部分可免徵。對電影製片等取得的收入可免徵增值稅；及  

• 推進文化金融合作：實施“文化金融扶持計劃”，推動文化金融合作信

貸項目庫建設，鼓勵保險機構開發相應的保險產品，為文化企業和產業

提供保障服務。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shanxigov.cn/n16/n1203/n1866/n5130/n14752920/18280285.h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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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18.  《江西省電子商務產業發展規劃（2014-2020年）》  

江西省商務廳、江西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 8 月 26 日發佈上述《規劃》，目

標是將電子商務發展成為江西省重要的支柱產業，2020 年實現全省電子商務

交易額突破 1 萬億元。主要內容包括：  

• 實現電子商務與省特色產業相結合：推動資源產業（有色、稀有金屬

等）電子商務升級發展；推進生物醫藥電子商務聚集發展；管理輕工、

紡織電子商務，搭建網上“中國瓷都”；推進農村電子商務普及，建立

農產品的網上直採系統；及  

• 建設電商聚集區：以南昌和九江為中心，建立“一核三區”的功能佈

局，完善公共服務及配套設施建設。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jxdoftec.gov.cn/zwgk/zcxx/zcfb/qtzcxx/201409/t20140912_3355

36.htm 

 

  

河南  

 

19.  《2014年度河南省促進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行動計劃》  

河南省科技廳 9 月 15 日發佈上述《計劃》，目標是實現 2014 年全省備案科

技型中小企業達到 8000 家。主要內容包括：  

• 鼓勵科技人員創新創業：對於高層次科技人才在河南創辦企業的，給予

經費補助或創業資助；為科技成果研發和產業化做出突出貢獻的人員最

多可以獲得 70%的技術權益或淨收益獎勵；科技人員以科技成果作價出

資創辦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成果可佔註冊資本總額的 70%；在孵化期間

“零租金”入駐政府舉辦的孵化器；及  

• 其他舉措：加快孵化器體系建設，提供省級財政支援；加快科技投融資

體系建立，政府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可按創業投資企業發起資本的 20%入

股；實施“科技創業雄鷹培育計劃”，重點扶持發展潛力巨大的科技型

中小企業。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hnkjt.gov.cn/new/allListDetail.ei ip?cid=1&dataId=MzQ2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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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關於進一步促進全省產業集聚區持續健康發展財政扶持政策的通知》  

河南省政府於 9 月 12 日發佈了上述《通知》，從資金扶持、制度完善等方面

支持產業集聚區的發展。主要內容包括：  

• 完善產業集聚區優惠政策：實行激勵性財政政策，獎勵資金用於區內基

礎設施和各類公共服務平台建設；加大專項政策扶持力度，優先將鄭州

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列為專項債券發行試點；減免行政性收費；  

• 鼓勵產業集群發展：加大主導產業扶持力度，集中支援裝備製造、電子

資訊、汽車及零部件等先進製造業和現代物流、信息服務業發展；設立

獎勵資金，用於建立研發、檢驗、展銷、諮詢培訓、資訊服務中心等公

共服務平台的建設；  

• 引導產城互動：對產業集聚區內企業為滿足職工需求並經批准建設的公

租房專案，各地政府可以採取貸款貼息等方式予以支援；及  

• 支持開放招商：重點吸引世界 500 強、中國 500 強及省內外大型骨幹企

業入駐產業集聚區。對產業集聚區引進的重大招商引資專案，採取“一

企一策”的方式給予重點扶持。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henan.gov.cn/zwgk/system/2014/09/24/01049827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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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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月  

與 2013 年  

同期相比  

湖北  12,062.0 +9.5% 1,533.1 +6.8% 

湖南  11,975.1 +9.3% 1,125.2 +21.3% 

山西  6,097.8 +6.1% 579.7 -10.6% 

江西  6,465.0 +9.5% 1,868.4 +16.3% 

河南  15,778.6 +8.8% 2,130.0 +2.1% 

 

 (數  據  錄  自  各  省  市  政  府  相  關  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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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型活動  

（2014年10-11月）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即日至 

十月二日 

鐘錶與奇蹟•亞洲 

高級鐘錶展 

Foundation 

De La Haute 

Horlogerie 

www.watchesandwonders.co

m 

十月二至五日 亞洲當代藝術展  Asia 

Contemporar

y Art Ltd 

www.asiacontemporaryart.co

m 

十月四至七日 2014 典亞藝博 Art & Antique 

International 

Fair Ltd 

www.fineartasia.com 

十月九至十一月

八日 

 

《中國電影展

2014》 

 

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 

與華南電影 

工作者 

聯合會合辦，

銀都機構有限

公司及南方影

業有限公司協

辦 

 

馮欣兒女士 

Tel : 2734 2888 

Fax: 2366 5206 

十月十一至十四

日 

環球資源安防產品

採購交易會 

Global 

Sources 

www.chinasourcingfair.com 

十月十二日 新世界維港泳

2014  

香港業餘游泳

總會 

www.hkharbourrace.com/?lan

g=hk 

十月十三至十六

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秋

季電子產品展 

香港貿發局 www.hktdc.com/hkelectronicsf

airae 

十月十三至十六

日 

香港貿發局國際電

子組件及生產技術

展 

香港貿發局 

 

慕尼克國際博

覽亞洲有限公

司 

www.electronicasia.com 

Ⅱ. 香港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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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十月十六至十九

日 

 

2014 香港高爾夫

球公開賽 

香港高爾夫球

總會 

www.hkga.com 

十月十六至十一

月十六日 

新視野藝術節 

2014  

 

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 

 

www.newvisionfestival.gov.hk/

2014/tc/index.html 

十月十八日 世界盃馬拉松 

游泳賽 2014–  

香港 

香港業餘游泳

總會 

 

hkasa.org.hk 

 

十月十八至二十

一日 

China Sourcing 

Fair - Mobile & 

Wireless 

 

Global 

Sources 

www.chinasourcingfair.com 

十月十九至二十

二日 

環球資源家居用品

採購交易會 

 

Global 

Sources 

www.chinasourcingfair.com 

十月二十至二十

九日 

亞洲展覽盛事 Kenfair 

Exhibition 

(Hong Kong) 

Ltd 

www.mega-show.com 

十月二十七至三

十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

際秋季燈飾展 

香港貿發局 www.hktdc.com/hklightingfair

ae 

十月二十七至三

十日 

環球資源服裝及面

料採購交易會 

Global 

Sources 

www.chinasourcingfair.com 

十月二十九日至

十一月一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

際建築及五金展 

香港貿易發展

局 

亞洲國際博覽

館 

www.hktdc.com/hkbdh 

十月二十九日至

十一月一日 

國際環保博覽 香港貿發局 

 

法蘭克福展覽 

(香港)有限公司 

www.ecoexpoasia.com 

十月三十日至十

一月三十日 

香港美酒佳餚巡禮 香港旅遊發展

局 

www.discoverhongkong.com/

eng/see-do/events-

festivals/highlight-

events/wine-dine-festival.jsp 

http://www.asiaworld-expo.com/html/zh/eventcalendar/EventDetail_618642DDA20041B8BBCE3255D6EC148F.html
http://www.asiaworld-expo.com/html/zh/eventcalendar/EventDetail_618642DDA20041B8BBCE3255D6EC148F.html
http://www.asiaworld-expo.com/html/zh/eventcalendar/EventDetail_C798EBE159CE405DAA2A96242B91C54A.html
http://www.asiaworld-expo.com/html/zh/eventcalendar/EventDetail_C798EBE159CE405DAA2A96242B91C54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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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十一月一至九日 創新科技嘉年華

2014 

創新科技署 

 

Ms Candy Leung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T.: 2810 3285 

十一月三至四日 社企民間高峰會 

2014 

香港政策研究

基金有限公司 

 

www.ses.org.hk 

十一月五至七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眼

鏡展 

香港貿發局 www.hktdc.com/hkopticalfair 

十一月六至八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

際美酒展 

香港貿發局 www.hktdc.com/hkwinefair 

十一月十二至十

四日 

 

亞太區美容展 

 

UBM Asia Ltd www.cosmoprof-asia.com 

十一月十八至十

九日 

亞洲物流及航運會

議 

香港貿發局 www.asianlogisticsconference.

com 

十一月十八至二

十三日 

二零一四香港公開

羽毛球錦標賽,世界

羽毛球聯會世界超

級賽系列 

 

香港羽毛球總

會 

www.hkbadmintonassn.org.hk 

十一月二十至二

十一日 

亞太海上旅遊及郵

輪展 

博聞及

Seatrade 海貿 

 

www.cruiseshippingevents.co

m/asia 

十一月二十五至

二十六日 

 

第十八屆北京-香港

經濟合作研討洽談

會 

香港貿發局 

北京市人民政

府 

Winnie Fu 

(Tel: 2584-4450) 

十一月二十七至

二十九日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ICCC 2014) 

 

香港氣候變化

論壇 

www.iccc.hk 

 

十一月二十七至

三十日 

 

香港國際珠寶廠商

展覽會 

Hong Kong 

Jewelry 

Manufacturer

s' Association 

www.jewelryshow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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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十一月三十日 粵劇日 2014 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 

 

www.lcsd.gov.hk/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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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e/tc/jsp/exhibition-calendar/search-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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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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經貿資訊，請瀏覽以下網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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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郵件標題註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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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