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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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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總商會湖北‧武漢考察團  

2014年5月22日，湖北省副省長甘榮坤在武漢市會見香港總商會中國委員會主席

余國賢一行，就進一步加強投資合作特別是服務業領域的合作進行了商談。甘榮

坤表示，湖北將進一步擴大開放，學習借鑒上海自貿區的經驗，推進先行先試改

革，著力提升投資自由化和貿易便利化水準，優化經濟發展環境，加快構建開放

型經濟新體制。港資佔湖北外商投資總額的一半以上，雙方有著很好的合作基

礎，今後可著重加強港資中小企業落戶湖北和服務業等領域的合作，為香港企業

在鄂發展創造良好環境。余國賢介紹了香港總商會的背景及會員情況。香港總商

會非常看好湖北的發展，今後將把湖北作為中部最重要的投資交易夥伴，希望鄂

港雙方在服務業領域展開深度合作。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   
http://www.hubei.gov.cn/zwgk/hbyw/hbywqb/201405/t20140525_5026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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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政策法規 

 
綜合 

 

1.  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2013 年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工作總結和 2014 年工作要

點》的通知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 5 月 12 日印發《2013 年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工作總結

和 2014 年工作要點》。《通知》提出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九項工作要點，

包括落實完善區域規劃和政策、加快發展現代農業、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推動中部地區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集聚發展、促進文化創意和設

計服務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加快發展保險、商務、科技等服務業等）、加

強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推動重點地區加快發

展、深化重點領域改革和開放合作、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及統籌做好保

障和改善民生工作。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sdpc.gov.cn/gzdt/201405/t20140512_611157.html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實施條例》  

國務院於 2014 年 4 月 29 日公佈上述《條例》，自 2014 年 5 月 1 日起施

行。主要內容包括： (a) 商標局對一件商標註冊申請在部分指定商品上予以

駁回的，申請人可以將該申請中初步審定的部分申請分割成另一件申請，分

割後的申請保留原申請的申請日期； (b) 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將與

他人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標誌作為商品名稱或者商品裝潢使用，誤導公

眾的，屬於商標侵權行為；規定了計算“違法經營額”可以考慮的因素；以

及(c) 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應當建立商標代理機構信用檔案。商標代理機構違

反商標法或者相關規定的，由商標局或者商標評審委員會予以公開通報，並

記入其信用檔案等。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4/30/content_87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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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務院關於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  

國務院於 2014 年 5 月 9 日公佈上述《意見》。主要內容包括：(a) 支持社

會保險基金、企業年金、職業年金、商業保險資金、境外長期資金等機構投

資者資金逐步擴大資本市場投資範圍和規模。推動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設

立基金管理公司，大力發展證券投資基金；(b) 擴大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的範圍，提高投資額度與上限。穩步開放境外個人直接

投資境內資本市場，有序推進境內個人直接投資境外資本市場。建立健全個

人跨境投融資權益保護制度。在符合外商投資產業政策的範圍內，逐步放寬

外資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限制，完善對收購兼併行為的國家安全審查和反壟

斷審查制度；以及 (c) 適時擴大外資參股或控股的境內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的

經營範圍。推動境內外交易所市場的連接，研究推進境內外基金互認和證券

交易所產品互認等。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5/09/content_8798.htm 

 

 

4.  《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印發<跨國公司外匯資金集中運營管理規定（試行）

>的通知》  

國家外匯管理局於 2014 年 4 月 25 日發布上述《通知》，自 2014 年 6 月

1 日起實施。主要內容包括：(a) 跨國公司可以根據經營需要，在所在地銀

行開立國內外匯資金主帳戶，集中運營管理境內成員企業外匯資金。並可辦

理經常項目外匯資金集中收付匯、軋差淨額結算等業務； (b) 跨國公司可以

根據經營需要，在所在地銀行開立國際外匯資金主帳戶，集中運營管理境外

成員企業資金及從其他境外機構借入的外債資金；以及(c) 國內外匯資金主

帳戶與國際外匯資金主帳戶之間淨融入額不得超過境內成員企業集中的外債

額度，淨融出額不得超過境內成員企業集中的對外放款額度等。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safe.gov.cn/resources/wcmpages/wps/wcm/connect/safe_web_store/safe_web/

zcfg/zhfg/jbfg/node_zcfg_jbfg_store/7f56c68043c3be07915ad320e1240a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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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於 2014 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任務的意見》  

國務院於 2014 年 4 月 30 日發布上述《意見》。主要內容包括：(a) 行政

審批事項一律以清單形式向社會公開。清單之外的，一律不得實施審批。在

全國實施工商登記制度改革，落實認繳登記制，由先證後照改為先照後證，

由企業年檢制度改為年報公示制度；以及(b) 繼續擴大營改增試點範圍。推

進對外投資管理方式改革，實行以備案為主、核准為輔的管理方式，縮小核

准範圍，確立企業和個人對外投資主體地位等。  

 

詳情請參閱以下附件：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5/20/content_8818.htm  

 

 

6.  《關於支持外貿穩定增長的若干措施》  

海關總署於 2014 年 5 月 23 日發布上述《措施》。主要內容包括：(a) 全

面推進關檢合作“三個一”、研究推進國際貿易“單一視窗”建設等 6 項改

革；(b) 支援擴大進口穩定出口、優化稅收徵管，推進自貿區戰略、進一步

規範進出口環節經營性服務和收費、配合完善出口退稅政策等 4 項措施，通

過不斷完善政策措施，為企業降低經營成本； (c) 建立和完善與服務貿易特

點相適應的海關監管模式、創新保稅監管模式、加快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的整

合優化等 3 項措施，通過監管模式的創新來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以及(d)  

推進簡政放權、支援新型貿易平臺發展、完善海關企業信用管理制度、引導

鼓勵企業自主創新、加強統計分析和統計服務、深化海關國際合作支持企業

“走出去”等 7 項措施等。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564/info707366.htm 
海關總署出臺支持外貿穩定增長 20 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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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外商投資項目核准和備案管理辦法》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 2014 年 5 月 17 日發布上述《辦法》，自 2014

年 6 月 17 日起施行，適用於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外商獨資、外商投資合

夥、外商並購境內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增資及再投資項目等各類外商投資項

目。主要內容包括： (a)擬申請核准的外商投資項目應按國家有關要求編制

項目申請報告。外國投資者並購境內企業項目申請報告應包括並購方情況、

並購安排、融資方案和被並購方情況、被並購後經營方式、範圍和股權結

構、所得收入的使用安排等；以及 (b)對外商投資項目的核准條件包括：符

合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

優勢產業目錄》的規定；符合發展規劃、產業政策及准入標準；合理開發並

有效利用了資源；不影響國家安全和生態安全；對公眾利益不產生重大不利

影響；符合國家資本項目管理、外債管理的有關規定等。  

 

詳情請參閱以下附件：  
1. http://www.sdpc.gov.cn/zcfb/zcfbl/201405/t20140520_612252.html 

《外商投資項目核准和備案管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令第 12 號） 

2. http://www.gov.cn/xinwen/2014-05/22/content_2685246.htm 

發展改革委就《外商投資項目核准和備案管理辦法》答記者問 

 

 

8.  《跨境擔保外匯管理規定》  

國家外匯管理局於 2014 年 5 月 12 日印發上述《規定》，自 2014 年 6 月

1 日起實施。主要內容包括：(a) 按照擔保當事各方的註冊地，跨境擔保分

為內保外貸、外保內貸和其他形式跨境擔保；(b) 境內非金融機構從境內金

融機構借用貸款或獲得授信額度，在同時滿足債務人為在境內註冊經營的非

金融機構；債權人為在境內註冊經營的金融機構；擔保標的為金融機構提供

的本外幣貸款或有約束力的授信額度等條件的前提下，可以接受境外機構或

個人提供的擔保，並自行簽訂外保內貸合同；以及(c) 當擔保人與債權人分

屬境內、境外，或擔保物權登記地與擔保人、債權人的任意一方分屬境內、

境外時，境內擔保人或境內債權人應按相關規定辦理相關外匯管理手續等。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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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cfg/zbxmwhgl/jwtzwhgl/node_zcfg_zbxm_kjzwzw_store/541cb280440df0f48451c783c434

3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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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國務院部署加快生產性服務業發展  

5 月  14 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加快生產性服務業。會議提出：   

 重點發展研發設計、商務服務、市場營銷、售後服務等生產性服務；   

 通過簡化審批程式，鼓勵社會資本參與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放開建築

設計、會計審計、商貿物流等領域外資准入限制、將“營改增”試點

擴大到服務業全領域、鼓勵金融機構拓寬企業融資管道等。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4-05/14/content_2679724.htm 

 
 

湖北 
 
10.  《湖北省關於大力推進電子商務發展的意見》  

湖北省政府 5 月發佈上述《意見》，提出湖北電商發展新目標：以建設“中

部電子商務中心”為發展目標，力爭到 2017 年，全省實現電子商務交易額

1.6 萬億元以上。其中，網路零售購物額 2000 億元以上；全省中小企業電

子商務應用普及率超過 60%，規模以上企業電子商務應用普及率達到

90%；引進和培育一批國內外知名、具有重大影響力的電子商務龍頭企業、

電子商務平臺和產業聚集區，逐步形成以武漢為龍頭，以襄陽、宜昌、鄂州

等重點城市為區域支點，輻射中部乃至全國的電子商務中心。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hbdofcom.gov.cn/gk/zcfg/zcfg/296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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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11.  湖南省人民政府關於化解產能過剩矛盾的實施意見  

湖南省政府 5 月 12 日發佈上述《意見》，提出著力推進行業結構調整，化

解產能過剩，重點將解決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化解

產能過剩矛盾主要通過設定一些准入標準，利用市場機制淘汰部分落後產

能。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hunan.gov.cn/xxgk/fz/zfwj/szfwj/201405/t20140512_1078640.html 

 
 

江西 
 
12.  江西省《關於加快推進全省農業“走出去”的意見》  

江西省政府於 5 月 5 日發佈上述《意見》，提出加快推動農業“走出去”

對外投資合作。建議措施包括推進和鼓勵江西省農業企業赴國（境）外從事

農業合作開發，參與全球價值鏈整合和國際化經營，打造江西自己的農業跨

國公司。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

址：ht tp: / /www.jxdoftec.gov.cn/zwgk/ tzgg/201405/t20140505_321710.htm 

 
 

河南 
 
13.  河南省啟動實施集體合同制度“攻堅計畫”  

河南省商務廳於 5 月 16 日召開會議，啟動上述計畫，總結了近年來該省集

體合同制度實施工作情況，並要求按照省協調勞動關係三方聯合下發的關於

推進實施集體合同制度攻堅計畫的通知要求，推進“攻堅計畫”有效實施，

力爭用三年時間在全省各類企業普遍建立集體協商機制，集體合同實效性明

顯增強，勞動關係雙方自主協調機制逐步完善，集體合同制度的調整作用更

好地發揮。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 tp: / /www.ha .hrss.gov.cn/si tegroup/ root /html /4aef140825e3728f01261bdbf06e012f/2

01405191127756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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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14.  山西省人民政府關於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實施意見  

山西省政府於 5 月 8 日發佈《山西省人民政府關於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

制度的實施意見》、《山西省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工作方案》、《山

西省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考核辦法》，將在全省範圍實行最嚴格水資

源管理制度。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shanxi.gov.cn/n16/n1203/n1866/n5130/n14752920/179916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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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月 

與 2013 年 
同期相比 

2014 年 
1-4 月 

與 2013 年 
同期相比 

湖北  5,137.3 +9.2% 681.1 +8.6% 

湖南  5,042.7 +9.2% 464.9 +8.2% 

河南  7,456.9 +9.2% 1,100.8 +7.6% 

江西  2,948.4 +9.3% 929.4 +12.1% 

山西  2,631.7 +5.5% 249.3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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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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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至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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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香港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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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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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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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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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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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六月二十四至二十七日 第八屆國際認知心理治療
會議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gnitive 

Psychotherapy 

 

Chinese Association 

of 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  

 

http://iccp2014.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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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十七至八月三十

一日 

(暫定) 

香港夏日盛會 香港旅遊發展局 www.discoverhongkong.

com/eng/see-

do/events-

festivals/highlight-

events/summer-

spectacular.jsp 

六月 

 

香港城市田徑錦標賽
2014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www.hkaaa.com 

六月 

(暫定) 

Grand Opening of 
「PMQ 元創方」 

PMQ Management 

Co. Ltd. 

 

www.pmq.org.hk 

七月一至三日 退休人士及長者博覽暨亞

洲銀髮產品展 2014 

縱延展業 http://www.verticalexpo.

com/eeditor/index.php?

expo_id=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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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七月一至十日 第 2 屆東亞手球邀請賽 中國香港 

手球總會 

 

http://www.handball.org

.hk 

 

七月四至十一日 世界壁球資深精英錦標賽

2014, 香港 

 

香港壁球總會 

 

http://www.worldmaster

ssquash.com.hk/ 

七月七至十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時裝節春

夏系列 

 

香港貿易發展局 

 

http://www.hktdc.com/h

kfashionweekss 

 

七月七至十二日 INDOOR AIR 2014 –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oor 

Air Quality and Climat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door Air Quality 

and Climate (ISIAQ) ,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ttp://www.indoorair201

4.org/ 

七月十一至八月十七日 

 

國際綜藝合家歡 20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www.hkiac.gov.hk 

七月十六至二十二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書展 香港貿易發展局 

 

www.hktdc.com/hkbook

fair 

 

七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 10th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Pet 

Accessory Expo 

Paper Communication 

Exhibition Services 

 

http://www.petexpo.hk/l

ang-en/home.html 

七月 亞洲東區女子排球錦標賽

2014 

香港排球總會 

 

http://www.vbahk.org.hk

/ 

七月下旬 

(暫定) 

第 16 屆香港動漫電玩節 同德企業有限公司 Tel: 2344 0415 

Email: info@ani-com.hk 

www.ani-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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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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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