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

處  

Hong Kong Economic & Trade Office 

in Wuhan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14年 4月 30 日 

（總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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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 4 月 24 日通過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環境保護法》，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新環保法條文由原來的 47 條

增加到 70 條，加入了“對拒不改正的排污企業實施按日計罰”、“對嚴重的違

法行為採取行政拘留”，以及“政府的主要負責人在面對政府的違法行為造成

嚴重後果時要引咎辭職”等內容。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 tp: / /www.gov.cn/zhengce/2014 -04/25/content_2666434.htm  

I. 內地經貿快訊 

http://www.wheto.gov.hk/tc/newsletter/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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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務院《進一步支持文化企業發展的規定》  

 

國務院於 4 月 2 日發佈上述《規定》，有關政策適用於所有文化企業，凡未

註明具體期限的，執行期限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規定》涉及財政稅收、投資融資、資產管理、土地處置、收入分配、社會

保障、人員安置、工商管理等多方面政策，以支持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

展。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 tp: / /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 -04/16/content_8764.htm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印發文化體制改革中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制為企業和進一步支援文

化企業發展兩個規定的通知》    

 

 

3.  《關於修改〈外商投資道路運輸業管理規定〉的決定》  

 

交通運輸部、商務部於 1 月聯合公佈上述《決定》，明確下放至省級交通運

輸主管部門實施外商投資道路運輸業立項審批。為做好審批許可權下放後的

有關工作，通知對外商投資道路運輸業申請材料審核、審批等工作進行了規

範，並要求中西部地區加大市場開放力度，吸引優秀外資企業投資道路運輸

業。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 tp: / /www.moc.gov. cn/zhuzhan/zhengwugonggao/j iaotongbu/guanlig uid ing/201402/ t2

0140211_1574591.html  

 

 

湖北 

 

4.  《湖北省碳排放權管理和交易暫行辦法》  

 

湖北省政府於 3 月 27 日通過上述《辦法》，自 6 月 1 日起施行。《辦法》

對湖北行政區域內年綜合能源消費量 6 萬噸標準煤及以上的工業企業，實行

碳排放配額管理。納入碳排放配額管理的企業應當依照辦法的規定履行碳排

放控制義務，參與碳排放權交易。此外，在碳排放約束性目標範圍內，主管

部門根據本省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優化等因素設定年度碳排放配額總量、制

定碳排放配額分配方案，並報省政府審定。碳排放配額總量包括企業年度碳

排放初始配額、企業新增預留配額和政府預留配額。政府預留配額一般不超

過碳排放配額總量的 10%，主要用於市場調控和價格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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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 tp: / /gkml.hubei .gov. cn/auto5472/au to5473/201404/t2014 0422_497476.html  

 

 

5.  《湖北省人民政府關於加快全省廣告業發展的意見》  

 

湖北省政府於 4 月 4 日發佈上述《意見》。主要內容包括：以積極推動廣告

產業整合升級，使廣告業成為本省文化產業，以及現代服務業發展新的增長

點為總體目標。主要任務為優化廣告產業結構及加強廣告專業人才培養，並

提出政策措施，以優化市場准入政策、積極推進廣告公司登記註冊便利化，

實行註冊資本認繳登記制 ,放寬註冊資本登記條件、加大財政支援力度、加

大稅費支援力度、提供多管道融資支持、落實用地支持政策等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 tp: / /gkml.hubei .gov.cn/auto5472/auto5473/201404/t20140422_497469.html  

 

 

6.  《湖北省行政審批事項目錄管理辦法》  

 

湖北省政府於 4 月 10 日發佈上述《管理辦法》，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確

保審批程式更加優化及提高審批效率。《管理辦法》指出，要推進審批事項

目錄管理“負面清單”制度，未納入《目錄》的事項，任何部門不得新設立審

批事項。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 tp: / /gkml.hubei .gov. cn/auto5472/auto5473/201404/t20140422_497474. html  

 

 

7.  《湖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進一步推進軟體和資訊技術服務業發展的意

見》  

 

湖北省政府於 3 月 14 日發佈上述《意見》。主要內容包括：推動湖北省經

濟社會轉型升級，落實國務院關於進一步鼓勵軟體產業和積體電路產業發展

的若干政策精神，促進本省軟體產業跨越式發展，《意見》提倡優化產業發

展環境、提高產業自主創新能力、培育龍頭骨幹企業及加強載體建設，引導

各種資源向我省軟體產業集聚，建成中部地區首個“中國軟體名城”，成為國

內軟體產業重要聚集發展區。  目標的產業規模為：到 2017 年，產業規模達

到 2400 億元，實現年均 35%以上的增長；軟體產業占電子資訊產業收入的

比重超過 30%；軟體企業總數超過 2500 家。  

 

http://gkml.hubei.gov.cn/auto5472/auto5473/201404/t20140422_497476.html


 

4 

ht tp: / /gkml.hubei .gov.cn/auto5472/201404/ t20140403_495461.html  

 

 

湖南 

 

8.  湖南省實施《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辦法  

 

湖南省政府於 2 月發佈上述《辦法》，由 4 月 1 日起實施。《辦法》指出，

政府在作出房屋徵收決定前，應當組織有關部門對下列事項進行社會穩定風

險評估，作出預警評價：房屋徵收事項是否經過合法性和可行性論證；實施

房屋徵收是否產生行政爭議和具有化解的可能；徵收補償資金和產權調換房

源能否籌措到位；擬定的徵收補償方案是否公平、合理等。此外，《辦法》

明確房屋徵收部門應擬定徵收補償方案，方案應當包括房屋徵收範圍、補償

方式、補償補助標準、產權調換房源、實施步驟、簽約期限和獎勵等事項，

並予以公佈徵求被徵收人意見，再按照國家規定的相關事項作出房屋徵收決

定。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 tp: / /www.hunan.gov.cn/xxgk/szfzcbm_8834/ t jbm_7205/zfgz /gz /201403/t20140312_1

055547.html  

 
9.  《湖南省商品條碼管理辦法》  

 

湖南省政府於 2 月 22 日發佈上述《管理辦法》，由 4 月 1 日起實施。《辦

法》就商品條碼的註冊、編碼和設計、應用與管理等作出明文規定。在湖南

省生產下列預包裝產品，應當在產品標識上標注商品條碼：食品、食品添加

劑，藥品、醫療器械，服裝、紡織製成品、針織品，家用電器、陶瓷製品、

日用化學品、玩具等。這些預包裝產品的生產者未申請註冊商品條碼的，應

當在《辦法》施行之日起 1 年內申請註冊商品條碼，並在產品標識上標注商

品條碼。生產者未在規定時間內申請註冊商品條碼並在產品標識上標注商品

條碼的，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有可能被處以 3000 元以下罰款。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 tp: / /www.hunan.gov. cn/xxgk/szfzcbm_8834/ t jbm_72 05/zfgz /gz /201403/t20140312_1

0555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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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湖南省實施〈工傷保險條例〉辦法》  

 

湖南省政府於 1 月通過了新的《湖南省實施〈工傷保險條例〉辦法》 (《辦

法》) ，於 4 月 1 日起施行。《辦法》更好地維護工傷職工的合法權益，包

括擴大工傷保險制度覆蓋的職業人群、建立工傷認定案例指導制度、調整了

工傷保險儲備金集中比例（建立省和設區的市、自治州兩級工傷保險儲備

金。統籌地區按照當年工傷保險基金徵繳總額的 10%提取儲備金，自留

5%，向省上解 5%。），並對職工工傷保險作了具體明確規定。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 tp: / /www.hunan.gov .cn/xxgk/szfzcbm_8834/ t jbm_7205/zfgz /gz /201403/t20140312_1

055546.html  

 

 

江西 

 

11.  江西省《支持贛西經濟轉型加快發展重點任務分工方案》  

 

江西省政府於 3月 19日發佈上述《方案》。主要內容包括：(a) 推進現代物

流業發展；加快建設新餘贛西中心物流園區、宜春綜合物流中心、萍鄉贛湘

物流港；(b) 加大招商選資力度，著力引進一批符合贛西產業特色的優勢主

導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企業；以及 (c) 優先向國家申報節能技

改財政獎勵、淘汰落後產能關閉落後小企業補助、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專

項、服務業引導、煤炭產業升級等資金項目等。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 tp: / /www.j iangxi.gov.cn/zfgz/wj fg/szfbgtwj /201403/t20140319_1022751.htm   

《關於印發支持贛西經濟轉型加快發展重點任務分工方案的通知》 (贛府廳字[2014]2 號)  

 

 

12.  江西省《關於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審批專案和備案專案的決定》  

 

江西省政府於 1 月發佈上述《決定》，再取消和下放 32 項行政審批項目和

備案項目，包括省創新型企業認定、小額貸款公司和融資性擔保機構的變更

審批、經營省內水路旅客運輸許可、外國醫師來華短期行醫註冊、使用有毒

物品作業場所職業衛生安全許可等。另建議取消和下放 4 項依據有關地方性

法規設立的行政審批專案，省政府將依照法定程式提請省人大常委會修訂相

關地方性法規。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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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 tp: / /www.jxdoftec.gov. cn/zwgk/zcxx/zcfb /qt zcxx/201402/t20140208_307757. htm  

 

 

13.  江西省《關於工業重點產業升級發展的指導意見》  

 

江西省於 1 月發佈上述《意見》，提出其工業發展將朝著“結構輕型化、技

術高新化、產業集群化、產品特色化、生產低碳化、資源集約化 ”的方向發

展。在 14 個重點產業中，醫藥、電子資訊、汽車、航空、光伏、食品 6 個

產業具有較好發展基礎，江西省將通過進一步提升產業規模，使之成為引領

未來產業發展的主導力量。銅、石化、鋼鐵、紡織、建材 5 個產業普遍存在

產能過剩現象，必須通過結構調整、技術優化，進一步提升競爭實力。鎢、

稀土、鋰電 3 個產業具有獨特資源優勢，應大力發展及延伸產業鏈。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 tp: / /www.j iangxi.gov.cn/zfgz/wj fg/szfwj /201403/t20140311_1021216.htm  

 

 

河南 

 

14.  河南省《關於進一步加強商務領域市場監管工作的意見》  

 

河南省商務廳於 4 月 14 日發佈《商務領域市場監管公共服務體系標準化建

設實施方案》，決定在全省商務領域實施市場監管公共服務體系標準化建設

工程，全面提升市場監管工作水準。河南省商務廳將授予合格單位“河南省

商務領域市場監管公共服務體系建設 ‘達標示範單位 ’”、“標準化建設重點推

進單位”稱號，同時給予獎勵性支援。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 tp: / /www.henan.gov.cn/zwgk/system/2014/04 /25/010470165.shtml    

《河南省人民政府關於加快流通產業發展推進現代商品市場體系建設的意見》 (豫政

﹝2014﹞7 號)  

 

 

山西 

 

15.  《山西省人民政府關於加快促進光伏產業健康發展的實施意見》  

 

山西省於 1 月發佈上述《意見》，提出對光伏發電實行增值稅即徵即返

50%的優惠政策，加大對具有自主智慧財產權、技術先進、發展潛力大的光

伏企業信貸支援力度。此外，發展目標為 2015 年底山西光伏發電總裝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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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力爭達到 200 萬千瓦；2020 年底，力爭達到 500 萬千瓦。《意見》同時

提出積極推進大型地面電站和分散式光伏電站的建設，重點拓展分散式光伏

發電應用，並優先支持用電量大、用電規律與發電率契合度高的工業園區、

大型會展場館、大型商場超市等建築構築屋頂推行分散式光伏發電系統。在

利用政府資金建設或節能改造的學校、醫院、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等辦公建

築中，積極推行分散式太陽能光伏發電。支援偏遠地區利用光伏發電解決無

電和缺電問題。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 tp: / /www.shanxigov.cn/n16/n1203/n1866/n5130/n14752920/17804683 .html  

 

 

16.  《山西省人民政府關於印發山西省低碳創新行動計劃的通知》  

 

山西省政府於 2 月 27 日發佈《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山西行動計畫》、

《山西省低碳創新行動計畫》和《圍繞煤炭產業清潔、安全、低碳、高效發

展擬重點安排的科技攻關專案指南》。此前不久，山西省已發佈《山西省

委、省政府關於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創新體系建設的實施意見》和《山西

科技創新城建設總體方案》。該 5 份文件構成了山西省由資源依賴邁向科技

驅動、創新驅動、低碳發展的戰略。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 tp: / /www.shanxigov.cn/n16/n1203/n1866/n5130/n14752920/17840229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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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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與 2012年 

相比 

2014年 1-2

月 

與 2013年 

同期相比 

湖北  24,668.5 +10.1% 317.6 +7.8% 

湖南  24,501.7 +10.1% 30億美元 -9.9% 

河南  32,155.9 +9.0% 540.5 -0.4% 

江西  14,338.5 +10.1% 478.3  +23.3% 

山西  12,602.2 +8.9% 125.1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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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月)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即日至六月 第七屆香港體育舞蹈節-  

WDSF 世界體育舞蹈大獎

賽 香港 2014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http://www.dancesport.o

rg.hk/ 

即日至二零一五年六月 「刻畫人間 — 朱銘雕塑

大展」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Miss Eve Tam  

電話：2734 2117 

(emytam@lcsd.gov.hk) 

Mr Ng Ka Lun  

電話： 2734 2124 

(klng@lcsd.gov.hk) 

 

五月二至三日 香港貿發局創業日 香港貿發局 http://www.hktdc.com/f

air/eday-en/HKTDC-

Entrepreneur-Day.html 

五月五至八日 第 35 屆亞洲賽馬會議 Asian Racing 

Federation、Hong 

Kong Jockey Club 

http://www.archk2014.c

om/en/index.aspx 

五月五至八日 亞洲殯葬博覽及會議 縱延展業 http://www.verticalexpo.

com/eeditor/index.php?

expo_id=1&article_id=1

62 

五月七至九日 四合一可持續發展建築、

設計、建設服務及電氣工

程展覽會 

 

Hong Kong 

Exhibitions Services 

Ltd 

www.build4asia.com 

五月七至九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醫療

器材及用品展 

 

香港貿發局 www.hktdc.com/hkmedi

calfair  

 

五月十至十四日 國際商標協會第 136 屆年

會 

 

International 

Trademark 

Association 

 

http://www.inta.org/Ann

ualMeeting/Pages/Hong

Kong2014.aspx 

II. 香港快訊 

mailto:emytam@lcsd.gov.hk
mailto:klng@lcs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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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五月十五至十八日 巴塞爾藝術展 Asian Art Fairs Ltd https://www.artbasel.co

m/en/hong-kong 

五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 國際葡萄酒及烈酒展覽會 Vinexpo http://www.vinexpo.com

/en/ 

 

五月三十一至六月五日 The 2014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ICRA) 

 

 

IEEE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Society‧、

香港中文大學機械與自

動化工程學系 

www.icra2014.com 

五月十五至十八日 亞洲當代藝術展  Asia Contemporary 

Art Ltd 

 

http://www.asiacontemp

oraryart.com/gallery/ 

五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 第 9 屆亞洲國際藝術古董

展 

Paper Communication 

Exhibition Services 

http://www.aiaa.com.hk/

lang-en/home.html 

五月至八月 高畑勳與宮崎駿動畫的秘

密 – 吉卜力工作室場面設

計手稿展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鄭煥棠先生 

電話：2180 8101 

李穎莊女士 

電話：2180 8113 

六月六至八日 香港龍舟嘉年華 中國香港龍舟總會 

 

香港旅遊發展局 

 

www.discoverhongkong.

com/hkss/eng/html/dra

gonboat/index.html 

六月六至八日 

 

2014 香港國際龍舟邀請

賽 

中國香港龍舟總會 

 

http://www.hkdba.com.h

k/hk/ 

六月十至十二日 亞洲零售博覽會 Diversified Events 

Hong Kong 

 

 

http://www.retailasiaexp

o.com/en/index.html 

六月十一至十四日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mergency Medicin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Emergency Medicine 

Hong Kong College of 

Emergency Medicine 

 

http://www.icem2014.or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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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六月十二至十三日 2013/14 亞洲智能手機應

用程式大賽及高峰會 

 

香港無線科技商會 Mr Billy Tse 

電話：29899091 

電郵： 

billytse@hkwtia.org 

 

六月十二至十五日 第 28 屆香港國際旅遊展 TKS Exhibition 

Services Ltd 

http://www.itehk.com/IT

EHK/ 

六月十二至十五日 第 9 屆商務會獎旅遊展 TKS Exhibition 

Services Ltd 

http://www.itehk.com/IT

EHK/index.php?menuid

=main&module=conten

t&topLevel=999&subLe

vel=901&lang=en 

 

六月十九至二十二日 六月亞洲時尚首飾及配飾

展 

 

亞洲博聞有限公司 http://exhibitions.jewelle

rynetasia.com/6FJ/ 

六月十九至二十二日 六月香港珠寶首飾展覽會 亞洲博聞有限公司 http://exhibitions.jewelle

rynetasia.com/6JG/ 

六月二十至八月三十日 中國戲曲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www.lcsd.gov.hk/cp 

六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 汽車尾氣排放控制研討會

2014 

香港環境保護署 

國家環保部 

香港理工大學 

Mr William WONG (EDP) 

電話： 2594 6388 

Dr W.T. HUNG (HKPolyU) 

電話：2766 6044 

 

六月二十五至二十八日 香港珠寶鐘表機械設備展

(METS Exhibition) 

香港珠寶玉石廠商會 www.mets.hk 

六月二十六至七月十三

日 

 

第十屆香港文學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www.hkpl.gov.hk 

 

周美玲女士 

電話： 2921 2687 

傳真： 2787 9176 

 

六月 

 

香港城市田徑錦標賽

2014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www.hkaa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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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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提供相關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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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或發布該《通訊》而招致的任

何損失，一概不負任何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