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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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滬港通正式啟動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與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11 月 10 日發出

聯合公告，批准正式啟動滬港股票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滬港通」），

以促進內地與香港資本市場共同發展。滬港通下的股票交易已於 11 月 17 日

開始。  

在滬港通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與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交所」）將建立市場間買賣盤傳遞及相關技術設施，從而讓（ a）香港

及海外投資者透過聯交所直接買賣在上交所上市的指定股票（「滬股通交

易」及「滬股通股票」）；及（b）內地投資者透過上交所直接買賣在聯交所

上市的指定股票（「港股通交易」及「港股通股票」）。香港中央結算有限

公司與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將為各自的市場參與者及投資者所進

行的交易負責結算交收，並提供存管、名義登記及其他相關服務。  

I.內地經貿快訊 

http://www.wheto.gov.hk/tc/newsletter/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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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gov.cn/xinwen/2014-11/10/content_2776852.htm  
 

 

2.  《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和中國證監會於 11 月 14 日聯合發布上述《通知》，

自 11 月 17 日起執行。主要內容包括下列稅收的安排：  

• 內地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轉讓差價所得稅和

股息紅利所得稅；  

• 香港市場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投資上交所上市 A 股取得的轉讓差價所得稅

和股息紅利所得稅；  

• 內地和香港市場投資者通過滬港通買賣股票的營業稅；  

• 內地和香港市場投資者通過滬港通轉讓股票的證券（股票）交易印花稅；  

《通知》並訂明中國結算和香港結算可互相代收上述稅款。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411/t201 41114_11584

61.html 

 

 

3.  《期貨公司監督管理辦法》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於 10 月 31 日發布上述《辦法》，明確外資可以參

股期貨公司及期貨公司設立、收購或者參股境外期貨類經營機構的基本要

求，自 10 月 29 日起施行。2005 年 8 月 19 日發布的《關於香港、澳門服務

提供者參股期貨經紀公司有關問題的通知》同時廢止。主要內容包括：  

• 落實簡政放權要求，明確期貨公司需審批的股權變更事項以及部份已取消

審批事項的備案要求；  

• 降低准入門檻，優化期貨公司股東條件，將期貨公司股東範圍擴大到單位

和自然人；明確自然人股東資格條件，優化非自然人股東的資格條件；  

• 完善期貨公司業務範圍，劃分為公司成立即可成立業務、需經核准業務、

需登記備案業務以及經批准可以採取的其他業務，為牌照管理和混業經營

預留空間；  

• 明確期貨公司多元化經營要求，明確風險隔離要求；  

• 明確期貨公司引進境外股東和設立境外機構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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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410/t20141031_262759.htm  

 

 

4.  《政府核准的投資項目目錄（2014年本）》  

國務院於 11 月 18 日發布上述《目錄》，自發布之日起執行。主要內容包

括：  

• 企業投資建設《目錄》內的固定資產投資項目，須按照規定報送有關項目

核准機關核准。企業投資建設《目錄》外的項目，實行備案管理；  

• 《目錄》涵蓋的行業包括能源、交通運輸、資訊產業、原材料、機械製

造、輕工、高新技術、城建、社會事業、外商投資和境外投資；  

• 關於外商投資的內容規定，《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指導目錄》）

中有中方控股（含相對控股）要求的總投資（含增資）10 億美元及以上

鼓勵類項目，總投資（含增資）1 億美元及以上限制類（不含房地產）項

目，由國務院投資主管部門核准，其中總投資（含增資）20 億美元及以

上項目報國務院備案；《指導目錄》限制類中的房地產項目和總投資（含

增資）小於 1 億美元的其他限制類項目，由省級政府核准；《指導目錄》

中有中方控股（含相對控股）要求的總投資（含增資）小於 10 億美元的

鼓勵類項目，由地方政府核准。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 -11/18/content_9219.htm 

 

 

5.  《關於清理規範涉企行政審批前置服務收費的通知》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 11 月 17 日發布上述《通知》，加大開展清理規範

涉企行政審批前置中介服務收費力度。主要內容包括：  

• 取消前置條件設定無法律法規依據的服務收費政策；  

• 全面放開具有競爭性的中介服務收費，其收費標準通過市場競爭形成，政

府不進行不當干預；  

• 對繼續實行政府定價管理的極少數行政審批前置服務收費，依法制定價格

的其他經營服務收費，建立涉企收費目錄清單並向社會公開；及  

• 規範中介機構收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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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ndrc.gov.cn/xwzx/xwfb/201411/t20141117_648310.ht ml 

 

 

6.  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實施普遍性降費及進一步採取有力措施緩解企業融資成

本高問題  

國務院常務會議於 11 月 15 日和 19 日決定：  

• 縮小政府定價範圍，實行公開透明的市場化定價；改革能源、交通、環保

等價格形成機制，穩步放開與居民生活沒有直接關係的絕大部分專業服務

價格；  

•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或暫停徵收企業、個體工商戶註冊登記費等

12 項收費。對小微企業免徵組織機構代碼證書費等 42 項行政事業性收

費。對養老和醫療服務機構建設減免土地復墾費、房屋所有權登記費等 7

項收費；  

•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底，對月銷售額或營業額不超過 3 萬元的

小微企業，自登記註冊之日起 3 年內免徵教育費附加、文化事業建設費等

5 項政府性基金；  

• 運用信貸資產證券化等方式盤活資金存量，簡化小微企業等金融債發行程

序；及  

• 抓緊出台股票發行註冊制改革方案，取消股票發行的持續盈利條件，降低

小微和創新型企業上市門檻等。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4-11/15/content_2779313.htm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4-11/19/content_2780883.htm 

 

 

7.  《國務院關於扶持小型微型企業健康發展的意見》  

國務院於 11 月 20 日發布上述《意見》。主要內容包括：  

• 鼓勵地方中小企業扶持資金將小型微型企業納入支持範圍；  

• 小型微型企業從事國家鼓勵發展的投資項目，進口項目自用且國內不能生

產的先進設備，按照有關規定免徵關稅；及  

• 對小型微型企業吸納就業困難人員就業的，按照規定給予社會保險補貼；

吸收應屆高校畢業生的，其檔案可由市、縣一級公共就業人才服務機構免

費保管。自工商登記註冊之日起 3 年內，對安排殘疾人就業未達到規定比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4-11/19/content_27808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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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在職職工總數 20 人以下（含 20 人）的小型微型企業，免徵殘疾人就

業保障金。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 -11/20/content_9228.htm 

 

 

8.  《關於金融機構與小型微型企業簽訂借款合同免徵印花稅的通知》  

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於 10 月 30 日聯合發布上述《通知》，明確自 2014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對內地金融機構與小型、微型企業簽訂

的借款合同免徵印花稅，以支援它們發展。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 /www.gov.cn/xinwen/2014 -10/30/content_2773115.htm 

 

 

9.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修改  

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於 11 月 1 日發布上述《行政訴訟法》的修改，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主要內容包括：  

• 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得干預、阻礙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被訴行政

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託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

員出庭；  

• 人民法院對被告經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經法庭許可中途

退庭的，可以將被告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情況予以公告，並可以向監

察機關或者被告的上一級行政機關提出依法給予其主要負責人或者直接責

任人員處分的司法建議；及  

• 拒不履行判決、裁定、調解書，社會影響惡劣的，可以對該行政機關直接

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予以拘留；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等。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gov.cn/zhengce/2014-11/01/content_27754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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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國務院重點推動6大領域消費  

國務院於 10 月 29 日的常務會議，部署推動消費擴大和升級，要求重點推動

6 大領域消費。主要內容包括：  

• 擴大移動互聯網、物聯網等資訊消費，提升寬頻速度，支援網購發展和農

村電商配送。加快健康醫療、企業監管等大數據應用。  

• 促進綠色消費，推廣節能產品，對建設城市停車、新能源汽車充電設施較

多的給予獎勵。  

• 穩定住房消費，加強保障房建設，放寬提取公積金支付房租條件。  

• 升級旅遊休閑消費，落實職工帶薪休假制度，實施鄉村旅遊富民等工程，

建設自駕車、房車營地。  

• 提升教育文體消費，完善民辦學校收費政策，擴大中外合作辦學。及  

• 鼓勵養老健康家政消費，探索建立產業基金等發展養老服務，制訂支援民

間資本投資養老服務的稅收政策，民辦醫療機構用水用電用熱與公辦機構

同價。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4-10/29/content_2772258.htm 

 

 

11.  《關於促進內貿流通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  

國務院辦公廳於  11 月 16 日發布上述《意見》，以加快發展內貿流通。主要

內容包括：  

• 推進現代流通方式發展：規範促進電子商務發展，發展物流配送和連鎖經

營；  

• 加強流通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商品市場轉型升級和綠色循環消費設施建

設，增加居民生活服務設施投入；  

• 深化流通領域改革創新：支持流通企業做大做強，增強中小商貿流通企業

發展活力，推進內外貿融合發展；  

• 改善營商環境：減少行政審批，減輕企業稅費負擔；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

環境；加大市場整治力度及加快推進商務信用建設。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 -11/16/content_92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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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關於加強進口的若干意見》  

國務院辦公廳於  11 月 6 日發布上述《意見》，以加強技術、產品和服務進

口，提高產品質量，推進創業創新和經濟結構優化升級。主要內容包括：  

• 繼續鼓勵先進技術設備和關鍵零部件等進口；大力發展服務貿易進口；擴

大國內急需的諮詢、研發設計、節能環保、環境服務等知識、技術密集型

生產性服務進口和旅遊進口；  

• 穩定資源性產品進口；合理增加一般消費品進口；  

• 進一步優化進口環節管理，調整汽車品牌銷售有關規定，加緊在中國（上

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率先開展汽車平行進口試點工作；  

• 進一步提高進口貿易便利化水準；在京津冀、長江經濟帶、廣東省海關區

域通關一體化改革的基礎上，加快推進全國海關通關一體化改革工作；  

• 發展進口促進平台和參與多雙邊合作。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 -11/06/content_9183.htm 

 

 

13.  《關於失業保險支持企業穩定崗位有關問題的通知》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工業和信息化部於 11 月

6 日聯合發布上述《通知》。主要內容包括：  

• 對採取有效措施不裁員、少裁員，穩定就業崗位的企業，由失業保險基金

給予穩定崗位補貼（穩崗補貼）。穩崗補貼政策執行到 2020 年底；補貼

適用於實施兼併重組、化解產能嚴重過剩、淘汰落後產能的企業及經國務

院批准的其他行業、企業；   

• 資金使用：按不超過該企業及其職工上年度實際繳納失業保險費總額的

50%給予穩崗補貼。穩崗補貼主要用於職工生活補助、繳納社會保險費、

轉崗培訓、技能提升培訓等相關支出。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mohrss.gov.cn/sybxs/SYBXSzhengcewenjian/201411/t20141117

_1444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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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企業信用管理暫行辦法>實施相關事項的公告》

及《海關認證企業標準》  

海關總署於 11 月 19 日發布上述《公告》和《標準》，自 12 月 1 日起施行。

主要內容包括：  

• 自 2014 年 12 月 1 日起，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企業分類管理辦法》

（海關總署令第 197 號）適用 AA 類管理的企業過渡為高級認證企業；適

用 A 類管理的企業過渡為一般認證企業；適用 B 類管理的企業過渡為一

般信用企業；適用 C 類、D 類管理的企業，海關按照《信用辦法》重新認

定企業信用等級；  

•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海關公示的企業信用信息提出異議的，應當提

供書面說明或者證明材料等。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564/info724299.htm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564/info724300.htm  

 

 

15.  長江經濟帶區域通關一體化改革12月1日啟動  

據報導，區域通關一體化改革即將從長三角地區擴展到整個長江經濟帶海關

屆時，佔全國海關近一半的業務將受惠於這種新通關模式。今年 9 月，長江

經濟帶海關區域通關一體化改革率先在上海、南京、寧波、杭州、合肥 5 個

海關啟動。12 月 1 日起，長江中上游７個海關（即南昌、武漢、長沙、重

慶、成都、貴陽、昆明）將開始實施通關一體化，實現長江流域“12 關如一

關”。  

為確保區域通關一體化擴圍順利進行，長江經濟帶海關區域通關一體化聯合

應急協調中心落戶蘇州。南京海關派出監管、審單專家入駐，各關 12360 接

到區域通關一體化相關業務諮詢後，將統一轉接至應急中心。  

報導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dfjj/20141126/14492092659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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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16.  《武漢城市圈  “兩型”社會建設 1綜合配套改革試驗行動方案（2014-2015

年）》  

湖北省發改委於 11 月 8 日發布上述《方案》，涵蓋循環經濟、水生態環保、

土地使用、技術創新、城鄉發展、武漢臨空經濟區發展、行政審批和大氣污

染防治區域協作 8 個重點領域。主要內容包括：  

• 提升基礎設施一體化水準，有序推進武漢主城區與周邊市、其他八市之間

的城際公交試點。力爭 2015 年底前完成天河機場交通中心，武漢-孝感城

際鐵路等重點工程建設，實現所有市縣半小時上高速公路、相鄰兩市縣半

小時通達。  

• 推動產業一體化發展，制定重點行業兼併重組政策措施，編制發布工業轉

型升級投資指南，試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  

• 推進市場一體化，開展武漢與黃石、鄂州、孝感、咸寧之間的通信資費一

體化試點，力爭 2015 年實現全城資費一體化；及  

• 提高金融一體化服務能力，創新金融發展機制，推進信貸市場、票據市

場、支付結算、要素配置市場、金融資訊服務等一體化建設金融同城，拓

展金融 IC 卡的應用服務領域，力爭 2014 年底前實現股份制銀行或城市商

業銀行的分支機構、農村商業銀行或農村合作銀行及村鎮銀行、電話銀行

行政村“三個全覆蓋”的目標。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u_www.hbfgw.gov.cn/ywcs/whcszdc/gzdtwucsq/tpwjhcs/201411/t201

41111_82588.shtm l  
  

    

17.  武漢動車自12月起將直達22個省會城市  

據報導，12 月 10 日全國鐵路大調整後，武漢將新增到哈爾濱、溫州的高

鐵，並增多武漢至成渝的動車運力。屆時從武漢乘高鐵、動車可直達 22 個省

會城市，中轉到新疆和一些中小城市，也更加方便。  

 

詳細內容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hbfgw.gov.cn/fzggyw/201411/t20141120_8 2908.shtml 

                                              
1
   武漢城市圈，是指以武漢為圓心，包括黃石、鄂州、黃岡、孝感、咸寧、仙桃、天門、潛江周

邊 8 個城市所組成的城市圈。“兩型社會”指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  

http://baike.baidu.com/view/73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5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8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4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1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8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6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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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湖北省市場主體住所（經營場所）禁設區域清單》  

湖北省工商局於 11 月 21 日發布上述《清單》，對全省市場主體實行住所及

經營場所“負面清單”管理。根據《清單》要求，規劃用途住宅的住宅樓底

層和住宅樓內，均不得設立產生油煙、噪聲、異味污染以及安全隱患的餐

飲、加工、娛樂、賓館等經營場所。居民區內禁止興辦產生惡臭、異味的修

理業、加工業等。居民樓、博物館、圖書館和被核定為文物保護單位的建築

物內，居民住宅區和學校、醫院、機關周圍等禁止開辦營業性娛樂場所，包

括營業性歌舞廳、電子遊戲場所等。  

《清單》亦明確禁止在歷史建築、公園等公共資源中開設高檔餐飲、休閒、

接待等各種形式的私人會所。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egs.gov.cn/zwdt/sjyw/159718.htm  

 

 

 

湖南  

 

19.  《湖南省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專案清單》和《湖南省涉企政府性基金專案清

單》  

湖南省財政廳於 11 月 18 日發布上述兩項《清單》，進一步提高涉企收費透

明度，規範涉企收費行為，制止各種亂收費，減輕企業負擔。規定項目清單

之外的涉企收費，各級各部門一律不得向企業收取，企業有權拒絕繳納，亦

可通過相關渠道舉報和投訴。執行中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項目發生

變化，省財政廳和省發改委將及時更新專案清單內容。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hnczt.gov.cn/cztnews/TongZhiGongGao/262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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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湖南省促進民辦職業培訓實施辦法（修訂）》  

湖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於 11 月 10 日發布上述《辦法》，主要內容包

括：  

• 未經人社部批准，民辦職業培訓機構將不得隨意冠以“中國”、“全

國”、“中華”、“世界”和“國際”字樣；市州及以下地方人力資源和

社會保障部門批准設立的民辦職業培訓機構，不得冠以“湖南省”、“湖

南”、“三湘”等字樣。  

• 湖南省民辦職業培訓機構基本辦學規模應不低於 300 人，租用的場所租賃

期不少於 3 年，舉辦高級技能職業培訓的租賃期不得少於 4 年。辦公用房

不少於 80 平方米；固定培訓場所應達到 500 平方米以上；  

• 學生每人居住面積不少於 2.5 平方米；食堂面積每名就餐學生不少於 1.5

平方米；及  

• 專職教師一般不少於教師總數的 1/4，每個培訓專業（職業、工種）至少

配備 2 名以上理論課教師和實習指導教師。舉辦者的固定資產應達到 100

萬元以上，註冊資金 50 萬元以上。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hunan.gov.cn/xxgk/fz/zfwj/szfzcbm_19689/srlzyhshbzt_19756/

gfxwj_19757/201411/t20141110_1168631.html  

 

 

 

山西  

 

21.  《山西省加快推進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和推廣應用若干政策措施》  

山西省政府辦公廳 11 月 12 日發布上述《措施》，加快推進新能源汽車產業

發展和推廣應用。主要內容包括將新能源汽車將納入政府採購目錄，鼓勵各

級行政事業單位、公共服務機構優先採購新能源汽車，同時免收上牌費用、

推進配套設施建設，對標註的燃氣重卡和甲醇重卡汽車，在山西省境內減半

徵收高速公路通行費等。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shanxigov.cn/n16/n1203/n1866/n5130/n31265/184117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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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電子商務發展專項資金管理暫行辦法》  

山西省財政廳、商務廳於 10 月底聯合發布上述《辦法》，推進電子商務事業

發展，優化電子商務產業佈局。主要內容包括：  

• 支援電子商務平台建設。重點支援山西省企業新建和升級改造電子商務平

台專案、產業集群骨幹企業建設，為上下游關聯企業服務的電子商務平台

專案、重點行業、優勢產業平台建設專案和引進全國知名電子商務企業區

域總部、服務中心和運營中心到山西註冊。  

• 支援電子商務應用建設。重點支援各類企業應用電子商務拓展銷售渠道、

在協力廠商平台開設“山西產品專區”和集中推廣、促銷活動及中小外貿

企業建立國際營銷網絡。  

• 支援電子商務支撐體系建設。重點支援電子商務支付、認證、信用、物流

配套體系建設項目、電子商務公共服務類建設項目、電子商務人才引進和

培訓、重點學科項目建設和電子商務基地及示範企業建設。  

• 支援電子商務創新建設。重點支援移動電子商務、物聯網、位置服務等關

鍵技術的研究與應用項目，支援軟硬件及系統集成企業開展技術創新，大

力提高關鍵產品的自主研發能力建設。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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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2751/n18372825/18373049.html  

 

 

 

江西  

 

23.  《江西省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工作方案》  

江西省政府日前發布上述《方案》，將通過建立全省排污交易市場，用市場

調節來促進企業污染物減排。主要內容包括：  

• 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環境資源中的配置作用，逐步實現環境容量資源從無

償到有償的過渡，力求降低全社會治污成本；  

• 在全省造紙、印染行業的排污單位開展化學需氧量、氨氮排污權有償使用

和交易試點；在全省火電、鋼鐵、水泥行業的排污單位開展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現有排污單位要徵收有償使用費，新

建改建擴建試點行業項目要到市場上購買取得相應排污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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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品質未達到要求的地區不得進行增加本地區污染物總量的排污權交

易。對限批區域的排污單位，不得從其他區域購入排污權；對超排污權排

放、環保信用不良、環保掛牌督辦、污染源限期治理的排污單位，在承擔

相應法律責任並完成整改前，不得交易。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jiangxi.gov.cn/lsq/jxgk/jxfz/hjbh/201411/t20141107_1093108.h

tmll 

 

 

24.  《關於進一步加快推進南昌市現代物流業健康發展的實施意見》   

南昌市政府常務會日前通過上述《意見》，提出將現代物流業培育成為市經

濟支柱產業，目標到 2020 年底，全市社會物流總額超過 2.5 萬億元。主要內

容包括：  

• 重點加快建設昌南和昌北物流樞紐；圍繞和服務城市產業發展，推進西南

物流組團、東南物流組團和高新物流組團建設。重點規劃建設城市配送物

流集聚區、汽車物流集聚區和冷鏈物流集聚區等一批物流集聚區。  

• 推動外來物流企業到南昌設立物流企業和地區物流營運中心或採購中心，

大力引進 4A、5A 級等先進物流企業，積極利用外來資金、設備、技術，

參與物流專案的建設或經營，提高南昌現代物流業發展水準。  

• 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對符合條件的物流企業自有的 (包括自用和出租)

大宗商品倉儲設施用地，減免按所屬土地等級適用稅額標準的 50%計徵

城鎮土地使用稅。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ncpbs.com/bencandy.php?fid=70&id=27605  

 

 

 

河南  

 

25.  《促進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發展重點工作分工方案》  

河南省政府辦公廳於 10 月 31 日發布上述《方案》，主要內容包括：  

• 發展目標：到 2017 年，省級以上高新區達 30 家左右，構建戰略性新興產

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核心載體；高新區主要經濟指標的年均增長速度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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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以上；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佔全省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的比重達到

50%，主導產業集聚度達到 80%以上；高新技術企業達到 1000 家左右；  

• 優惠政策：鼓勵高新區設立高新技術企業培育服務中心，大力培育高新技

術企業；對擁有核心技術的科技人才，高新區財政給予創業啟動資金支

援，並在子女入學、住房購置等方面放寬戶籍限制條件，予以妥善安置和

照顧；鼓勵高新區在管理模式上先行先試，建立有利於高新區發展的科學

高效的新型管理體制。鼓勵高新區建立技術轉移中心，積極利用省 (境 )外

科技資源；及  

• 財政支持：各級財政用於扶持科技創新、產業發展、技術改造、結構調整

和公共服務平台的各類專項資金，在同等條件下向高新區適當傾斜；保障

高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高新技術產業、高新技術企業、科技企業孵化器等

重點專案用地。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henan.gov.cn/zwgk/system/2014/11/18/010508213.shtml  

 

 

26.  河南複製上海自貿區監管創新制度  

鄭州海關和河南省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逐步複製上海自貿區創新制度。至 10 月

31 日，鄭州海關在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已推廣複製了 8 項上海自貿區

監管創新制度，包括  “批次進出集中申報”、“保稅展示交易”、“區內自

行運輸”、“加工貿易工單式核銷”、“境內外維修”、“統一備案清

單”、“簡化通關隨附單證”及“集中匯總納稅”  ，進一步簡化了實驗區企

業通關手續，加快通關速度、降低運營成本。  

另外，河南省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將正式複製推廣上海自貿區的 8 項創新制

度，提高企業的通關效率，包括第三方檢驗結果採信、入境維修舊機電產品

檢驗監管便利化、出入境生物材料製品風險管理、簽發中轉貨物產地來源證

及通關無紙化改革 5 項已經在全省推行；而進口貨物預檢驗制度、檢驗檢疫

分線監督管理模式、優化動植物及其產品檢疫審批 3 項在特殊監管區內(鄭州

綜保區、鄭州出口加工區、物流保稅區和孟州保稅區 )推廣。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henan.gov.cn/jrhn/system/2014/11/13/010507269.shtml  

http://www.henan.gov.cn/jrhn/system/2014/11/14/0105075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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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月  

與 2013 年  

同期相比  

2014 年  

1-10 月  

與 2013 年  

同期相比  

湖北  18,874.2 +9.5% 1,961.4 +6.9% 

湖南  18,531.2 +9.2% 1,458.6 +22.4% 

山西  9,109.9 +5.6% 793.8 -1.3% 

江西  10,797.9 +9.5% 2,279.4 +18.1% 

河南  23,516.0 +8.7% 3,006.5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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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15年1月）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即日至二零一五年三

月十六日 

敦煌 - 說不完的故事 

 

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敦煌研究院聯

合主辦 

 

黃秀蘭女士 

Tel: 2180 8100 

Fax: 2180 8222 

Email: bslwong@lcsd.gov.hk 

 

翁怡女士 

Tel: 2180 8103 

Fax: 2180 8222 

Email: yang@lcsd.gov.hk 

十二月一至六日 設計營商周 香港設計中心 www.bodw.com 

十二月一至六日 亞太創新峰會 2014 香港科技園公司 

 

www.apacinnosummit.net 

十二月二至三日 MIPIM Asia 地產領袖

高峰會 

Reed Midem www.mipim-asia.com 

十二月四至五日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201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香港貿易發展

局、香港設計中心 

www.bipasiaforum.com 

十二月四至六日 

 

亞洲農產品展 Vertical Expo 

Services Co., Ltd. 

www.verticalexpo.com/eeditor/index.php?

expo_id=8 

十二月四至六日 香港國際烘焙展 Vertical Expo 

Services Co., Ltd. 

www.verticalexpo.com/eeditor/index.php?

expo_id=11 

十二月四至六日 

 

香港貿易發展局 

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 

香港貿易發展局 www.hktdc.com/innodesigntechexpo 

 

十二月四至六日 香港貿易發展局 

國際中小企博覽 

香港貿易發展局 www.hktdc.com/worldsmeexpo 

十二月五日至二零一

五年一月一日 

香港繽紛冬日節 香港旅遊發展局 www.discoverhongkong.com/eng/see-

do/events-festivals/highlight-

events/winter-fest.jsp 

十二月六至十五日 2014 鮮浪潮國際短片展 香港藝術發展局 www.freshwave.hk 

十二月九至十一日 CineAsia Nielsen Film Group www.cinemaexpo.com 

II.香港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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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十二月十一至十三日 學與教博覽 2014 

 

Diversified Events 

Hong Kong LLC 

www.ltexpo.com.hk/show 

十二月十二至十四日 2014 香港國際潛水暨渡

假觀光展 

龍鑫科展有限公司 www.divingandresorttravelexpo.com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新年●新世界●香港除夕

倒數 

香港旅遊發展局 www.discoverhongkong.com/countdown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二

至十三日 

亞洲授權業會議 香港貿易發展局 www.hktdc.com/fair/alc-en/Asian-

Licensing-Conference.html?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二

至十四日 

香港國際授權展 香港貿易發展局 www.hktdc.com/hklicensingshow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二

至十五日 

香港嬰兒用品展 

 

香港貿易發展局 www.hktdc.com/hkbabyfair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二

至十五日 

香港玩具展 

 

香港貿易發展局 www.hktdc.com/hktoyfair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二

至十五日 

香港國際文具展 香港貿易發展局 

 

法蘭克褔展覽(香

港)有限公司 

www.hkstationeryfair.com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四

至二十一日 

第六屆香港國際 

室內樂音樂節 

 

飛躍演奏 

香港 

 

www.pphk.org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九

至二十日 

 

亞洲金融論壇 2015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 

香港貿易發展局 

www.asianfinancialforum.com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九

至二十二日 

香港時裝節秋冬系列 

 

香港貿易發展局 www.hktdc.com/hkfashionweekfw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九

至二十二日 

香港國際時尚薈萃 

 

香港貿易發展局 www.hktdc.com/worldboutiquehk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

五日 

渣打香港馬拉松 2015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chi.hkmarathon.com/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

七至二十九日 

IFX Expo Asia ConversionPros http://www.ifxexpo.com/hongkong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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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區的經貿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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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或發布該《通訊》而招致的任

何損失，一概不負任何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