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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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銀監會外資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9 月 11 日公布上述《辦法》，自公布之日起實

施，香港金融機構在內地設立的銀行機構比照適用本辦法。《辦法》涵蓋機

構設立、機構變更、機構終止、業務範圍、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

等，主要內容包括：  

• 擬設立的外商獨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應當具有符合相關規定的章程；

註冊資本應當為實繳資本，最低限額為 10 億元人民幣或者等值的自由兌

換貨幣；具有符合任職資格條件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熟悉銀行業務

的合格從業人員等條件；  

I.內地經貿快訊 

http://www.wheto.gov.hk/tc/newsletter/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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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澳門地區的銀行在廣東省內設立的分行可以申請在廣東省內設立

異地支行。香港、澳門地區的銀行在內地設立的外商獨資銀行在廣東省

內設立的分行，可以申請在廣東省內設立異地支行；  

• 外商獨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修改章程僅涉及名稱、住所、股權、註冊

資本、業務範圍且變更事項已經銀監會批准的，不需進行修改章程的申

請，但應當在銀監會作出上述變更事項批准決定之日起 6 個月內將修改

後的章程報送銀監會及所在地銀監局等。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ECA2DA5BC5E94870BBCB8BB85CDE

E9D5.html 

 

 

2.  《物流業發展中長期規劃（2014—2020年）》  

國務院  10 月 4 日發布上述《規劃》，加快發展現代物流業。主要內容包

括：  

• 發展目標：進一步提升物流的社會化及專業化水平，物流業增加值年均

增長 8%左右，物流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 7.5%左右；增

強物流企業競爭力，物流基礎設施及運作方式銜接更順暢，提高物流整

體運行效率，全社會物流總費用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由 2013 年的 18%

到 2020 年下降到 16%左右；  

• 發展重點：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物流企業規模化、集約化水平；及加強

物流基礎設施網絡建設，提升物流體系綜合能力；  

• 重點工程：多式聯運、物流園區、農產品物流、製造業物流與供應鏈管

理、資源型產品物流、城鄉物流配送、電子商務物流、物流標準化、物

流信息平台、物流新技術開發應用、再生資源回收物流及應急物流共 12 

項。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10/04/content_9120.htm 

 

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cazjgg/201409/20140900396975.shtml
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cazjgg/201409/2014090039697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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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小微企業免徵增值稅和營業稅有關問題的公告》  

國家稅務總局於 10 月 11 日發布上述《公告》，明確自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和營業稅納稅人（包含個體工商戶、

其他個人、企業和非企業性單位）月銷售額或營業額不超過 3 萬元（含 3 萬

元）的，可以享受免徵增值稅和營業稅優惠政策。按季申報的增值稅小規模

納稅人和營業稅納稅人季銷售額或營業額不超過 9 萬元(含 9 萬元)的，免徵增

值稅和營業稅，不再按月核定銷售額。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chinatax.gov.cn/n2226/n2271/n2272/c804550/content.html 

 

 

4.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企業信用管理暫行辦法》  

海關總署於 10 月 8 日發布上述《辦法》，自 12 月 1 日起實施。主要內容包

括：  

• 海關根據企業信用狀況將企業認定為認證企業、一般信用企業和失信企

業；認證企業是海關經認證的經營者（AEO），海關依法開展與其他國

家或者地區海關的 AEO 互認，並給予互認 AEO 企業相應通關便利措

施；  

• 海關應當在保護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前提下，公示企業在

海關註冊登記信息、海關對企業信用狀況的認定結果及企業行政處罰信

息。海關對企業行政處罰信息的公示期限為 5 年。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0/info720845.htm 

 

 

5.  《關於知識產權支持小微企業發展的若干意見》  

國家知識產權局於 10 月 11 日發布上述《意見》，主要內容包括：  

• 完善專利審查快速通道，對小微企業極需獲得授權的核心專利申請予以

優先審查；  

• 加大對小微企業專利申請資助力度，推動專利一般資助向小微企業傾

斜。對小微企業申請獲權的首件發明專利予以獎勵，對小微企業通過實

施專利給予專項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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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建立知識產權金融服務需求調查制度，引導完善

金融機構為小微企業提供知識產權金融服務，多渠道降低貨款、擔保和

保險費率；  

• 加快知識產權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完善對小微企業創業輔導、管理諮

詢、投資融資、人才培訓、技術創新等方面的知識產權服務功能。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sipo.gov.cn/tz/gz/201410/t20141011_1020001.html 

 

 

6.  國務院：再次修訂政府核准的投資項目  

國務院常務會議於 10 月 8 日召開，決定再次修訂政府核准的投資項目目錄，

促進有效投資和創業。目錄經此次修訂後，中央層面政府核准的投資事項將

比 2013 年減少 40%。會議決定的主要內容包括：  

• 對市場競爭充分、企業能自我調節、可以用經濟和法律手段有效調控的

項目，由核准改為備案；對現階段仍需核准的項目，明確中央部門和地

方責任；下放的核准事項由地方政府按國家規劃進行核准，並落實“各

負其責、依法監管”要求，建立完善縱橫聯動協管機制；  

• 對城市道路、供水、化肥等  15 類項目取消核准，改為備案，並運用產

業、用地、環保等相關政策和技術標準等手段，提高管理科學性和有效

性。向地方政府全部或部份下放通用機場、非跨境跨省電網等 23 類項目

核准許可權。除少數另有規定外，境外投資項目一律取消核准；  

• 要求建立投資項目建設信息報告和企業信用檔案制度，並向社會公開有

關信息。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4-10/08/content_2761251.htm 

 

 

7.  《關於做好“十三五”期間重點行業淘汰落後和過剩産能目標計劃制訂工作

的通知》  

工業和信息化部  10 月 10 日發布上述《通知》，就 2015 年及“十三五”期

間淘汰重點落後和過剩產能行業制訂目標計劃，以推進工業轉型升級、提高

發展質量和效益。《通知》明確繼續淘汰現有目錄界定的落後產能；淘汰環

保、能耗等不達標的落後產能；推進結構調整，有序開展產能置換、兼併重

組、環保搬遷、升級改造等工作，加快過剩產能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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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2843926/n13917012/16159661.html 

 

 

8.  《餐飲業經營管理辦法（試行）》  

商務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 9 月 22 日發布上述《辦法》，以規範餐飲

服務經營活動，自 11 月 1 日起實施。《辦法》規範了餐飲經營者經營活動、

投訴制度、應急預案、信息公開、監督檢查等。《辦法》所稱餐飲經營活

動，是指通過即時加工製作成品或半成品、商業銷售和服務性勞動等，向消

費者提供食品和消費場所及設施的經營行為。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c/201410/20141000751968.shtml 

 

 

9.  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  

國務院於 10 月 20 日發布上述《意見》，提出建立體系完善、環境優化、基

礎堅實的體育產業，到 2025 年體育產業總規模超過 5 萬億元、人均體育場地

面積達到 2 平方米的目標。主要內容包括：  

• 降低門檻，減少限制：取消不合理的行政審批事項，凡是法律法規沒有

明令禁止的領域，都要向社會開放；取消商業性和群眾性的體育賽事活

動審批；推進職業體育改革，完善職業體育俱樂部的法人治理結構；對

體育場館引入和運用現代企業制度；放寬賽事轉播權限制，除奧運會、

亞運會、世界杯足球賽外的其他國內外各類體育賽事，各電視台可直接

購買或轉讓。鼓勵社會資本進入體育產業，支持擴大對外開放，鼓勵境

外資本投資體育產業。  

• 改善產業佈局和結構，突進融合發展：著力提高體育服務業比重，打造

以冰雪運動等體育消費熱點；促進體育相關業態發展；如大力發展運動

醫學和康復醫學，積極研發運動康復技術，鼓勵社會資本開辦康體、體

質測定和運動康復等機構。  

• 豐富市場供給，新建居住區和社區要按相關規範配套群眾健身相關設

施，按室內人均建築面積不低於 0.1 平方米或室外人均用地不低於 0.3 平

方米執行，並與住宅區主體工程同步設計、施工、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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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稅費價格政策：對經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的體育企業，減按 15%的

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企業從事文化體育業按 3%的稅率徵收營業稅。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10/20/content_9152.htm 

 

 

10.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進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務工作的通知》  

中國人民銀行於 9 月 30 日發布上述《通知》，提出加大對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設和居民家庭合理住房貸款需求的支持，增強金融機構個人住房貸款投放能

力，繼續支持房地產開發企業的合理融資需求。  

 

《通知》指出，對於首套貸款的普通自住房家庭，貸款最低首付比例為

30%，貸款利率下限為基準利率的 70%；對擁有 1 套住房並已結清貸款的家

庭再次購買普通商品住房，執行首套房貸款政策；在已取消或未實施“限購”

措施的城市，對擁有 2 套及以上住房並已結清相應購付貸款的家庭，又申請

住房貸款的，銀行可審慎確定首付比例和貸款利率水平。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pbc.gov.cn/publish/bangongting/82/2014/20140930160525301502298/201409

30160525301502298_.html 

 

 

11.  《統計上嚴重失信企業信息公示暫行辦法》公開徵求意見  

國家統計局於 10 月 8 日就上述《辦法》公開徵求意見，截止日期為今年 11

月 8 日。主要內容包括：  

• 嚴重失信企業，是指在依法開展的政府統計調查中，有蓄意編造虛假統

計資料、虛報、瞞報統計資料數額較大或者虛報率、瞞報率較高的及有

其他嚴重統計違法行為，應當受到行政處罰的企業；  

• 對依法認定的統計上嚴重失信企業，政府統計機構應當通過中國統計信

息網，向社會公示失信企業信息。公示的失信企業信息包括企業名稱、

位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和統計違法行為、依法處理情況等；   

• 政府統計機構自依法認定失信企業之日起 20 個工作日內公示失信企業信

息。失信企業信息公示期限為 1 年等。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stats.gov.cn/tjgz/tzgb/201410/t20141008_618638.html 

http://www.stats.gov.cn/tjgz/tzgb/201410/t20141008_6186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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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關於加強境內網絡交易網站監管工作協作積極促進電子商務發展的意見》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工業和信息化部於  10 月 11 日發布上述《意見》，

加強境內網絡交易網站管理，打擊境內網絡交易網站違法經營行為，營造公

平競爭的網絡交易市場環境。  

 

《意見》針對當下網上偽造或冒用合法市場主體名義設立網站、侵犯知識產

權和銷售假冒偽劣商品、惡意欺詐、不正當競爭、虛假宣傳等問題，提出通

過建立部際工作協作機制、加強信息共用與工作協作和處理各類違法網絡交

易網站的工作協作方式，以達到在內地建立健全簡便高效的網絡交易管理工

作協作機制，及時準確定位載有違法信息的網站及伺服器相關信息。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saic.gov.cn/zwgk/zyfb/lhfw/lhfw/scgfgls/201410/t20141011_148932.html 

 

 

 

湖北  

 

13.  武漢市海關“全省通”試點啟動及推出五項新便利企業通關措施  

武漢海關於 9 月 29 日宣佈湖北省口岸“全省通”試點啟動。自 10 月 8 日

起，湖北省所有海關業務現場（東西湖保稅物流中心、武漢出口加工區、東

湖綜保區等特殊監管場所除外）與陽邏港和武漢天河機場之間實現了 “全省

通”，即無論從天河機場空運或從陽邏港水運進出口的貨物，都可以在省內自

由選擇貨物申報、納稅、放行的地點，不必再做二次轉關手續。  

 

此外，武漢海關於 10 月 20 日再次推出集中匯總納稅、加工貿易工單式核

銷、倉儲企業聯網監管、集成電路設計企業保稅監管和關鍵合作“三個一”5

項便利企業通關舉措。新措施將大幅度降低企業納稅次數，加快企業物流速

度，降低通關成本，為企業開展“多批次、小批量”進出口業務提供便利；

同時將現有“先繳稅再提貨模式”改變為“先提貨後繳稅”，有助於企業資

金周轉。武漢海關至今已累計推出 13 項複製推廣上海自貿區海關監管創新制

度。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uhan.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107/tab62194/info720369.htm 

http://news.cnhubei.com/xw/jj/201410/t307455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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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武漢市發改委擬設102億元基金引導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  

10 月 8 日，武漢市政府常務會議原則審議通過武漢市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引

導基金設置方案，根據方案，今年起至 2016 年，武漢市政府準備整合市、區

兩級資金資源，成立規模達 102 億元的產業發展引導基金，投向 9 大新興產

業。基金按照市場化方式運作，發揮財政的槓桿作用，引導國有資本和社會

資本支持武漢市的戰略性新興產業與金融的無縫銜接。  

基金不以盈利為目的，投資領域包括光電子與信息技術、高端裝備製造、新

材料、高技術服務業、生物技術與新醫藥、節能環保、新能源、文化創意、

現代農業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及優勢產業領域。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09/c70731-23136037.html 

http://hb.ifeng.com/news/fygc/detail_2014_10/25/3062616_0.shtml 

 

     

湖南  

 

15.  《貫徹落實<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指導

意見>的實施方案》  

湖南省發改委於 10 月 11 日發布上述《方案》，重點研究電子商務、現代物

流、信息消費、現代金融、研發設計、商貿商務、節能環保服務等產業的發

展扶持政策，明確了推進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重點工作。方案提出：抓緊研

究制定生產性服務業佈局規劃，建設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區；促進生產性服務

業重點領域發展和重大項目建設；引導生產性服務企業創新發展，鼓勵服務

業新業態、新模式；研究探索跨境電子商務海關監管模式，加快建設跨境貿

易電子商務監管中心；引導省內金融機構加大對生產性服務企業的信貸支持

力度，拓寬融資渠道；鼓勵工業企業利用自有工業用地興辦促進企業轉型升

級的自營生產性服務業。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hnfgw.gov.cn/xxgk/szcwj/54535.htm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09/c70731-231360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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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湖南啟動3條鐵路4條高速公路建設  

湖南省 10 月 17 日全面啟動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其中包括黔張常鐵

路、蒙西至華中運煤通道（蒙華鐵路）湖南段、長株潭城際鐵路延長線三條

鐵路，省內總里程 573 公里，總投資 561 億元；益馬（益陽至馬跡塘）、南

益（南縣至益陽）、武靖（武岡至靖州）、蓮株（蓮花沖至株洲）4 條高速公

路，建設總里程 279 公里，總投資 226 億元。7 條鐵路和高速公路縱橫分佈

於湖南省 9 個市州。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hngs.net/Default.aspx?TabId=65&InfoID=36979&frtid=40 

     

 

山西  

 

17.  關於《山西省企業工資集體協商條例》的公告  

山西省常委員會於 9 月底通過上述《條例》，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條例》規定工資集體合同期限一般為一年，即勞資雙方一般每年都應當就

職工工資、津貼補貼等標準和支付方式等開展集體協商，並簽訂工資集體合

同。《條例》釐清政府最低工資標準、勞動合同約定的工資標準和集體協商

確定的工資標準三者之間的關係，並規定工資集體協商的內容，包括工資分

配辦法以及企業方和職工方的法律責任。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sxpc.gov.cn/sxrd/sxrd/201409/20140922155317624684.html 

 

 

江西  

 

18.  《關於進一步深化價格管理改革意見》  

江西省政府 10 月 20 日發布上述《意見》，明確到 2020 年全面完成江西省價

格改革任務。主要內容包括：  

• 減少政府定價項目：放開江西省官非處方藥價格、非公立醫療機構服務

價格、小工業用鹽價格等，放開民辦教育收費、部分中介和專業收費等

一批收費，同時進一步減少和規範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  

• 下放價格審批權：將部分小水電站上網電價管理權限下放給市或縣，新

建商品房住宅公共配電設施配套費由各設區市核定具體標準，將省管的

醫療服務價格權限下放給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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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jiangxi.gov.cn/dtxx/zwxx/201410/t20141023_1089190.htm 

 

 

19.  《昌九一體化發展規劃（2013-2020）》  

江西省政府於 9 月底發布上述《規劃》，提出推進南昌市和九江市一體化，

訂立三個階段發展目標，即昌九地區 GDP 佔全省比重到 2015 年達到 36%以

上，到 2017 年達到 38%及到 2020 年達到 40%以上。《規劃》將昌九一體化

發展戰略定位為：全省發展升級引領區、中部地區崛起重要增長極、長江經

濟帶開放開發重要支點、體制機制改革創新先行區。《規劃》將按照“規劃

一體化、基礎設施一體化、公共服務一體化、產業互補對接”的總方向，從

財稅、金融、產業引導、土地利用、投資、環保等 6 個方面提出多項政策措

施。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jxdpc.gov.cn/mtbd/201409/t20140930_111459.htm 

 

 

20.  《江西省服務業龍頭企業認定管理辦法》  

江西省發改委於 9 月 18 日發布上述《辦法》，指出由省服務業發展領導小組

辦公室負責省級服務業龍頭企業的認定、扶持、管理和政策落實工作。  

 

被認定的龍頭企業的重大建設項目可優先列入省服務業重大項目庫，享受重

點項目的各項優惠政策，同時在省服務業發展專項資金年度計劃安排中給與

優先考慮。服務龍頭企業實行年度滾動管理。申報企業應具備在該省行政區

域內依法登記註冊，具備獨立的法人資格；企業經營情況和納稅情況處於全

省同行業前五名；依法納稅、誠信經營，近三年無不良記錄；近三年無重大

安全事故、職業病危害事故和環境污染事故。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jxdpc.gov.cn/departmentsite/cyc/zcfb/bwzc/201409/t20140918_109089.htm 

 

 

 



 

11 

河南  

 

21.  《河南省品牌消費集聚區認定辦法》及《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品牌消費集聚

區的指導意見》  

河南省商務廳於 9 月底分別發布上述《辦法》及《意見》。前者規定品牌聚

集區的申報條件、申報材料以及評審程序，並對獲得認定的企業優先納入項

目管理及安排項目資金支持。後者提出用 3 年左右的時間，在全省消費集聚

區中優選認定 100 家品牌集聚區，年經營規模達到 1000 億元。  

 

品牌消費集聚區是指集商貿、餐飲、文化、休閒和旅遊等為一體的商業綜合

設施，是集聚、引領、創造消費能力強，經營和管理模式新，具有一定規

模，在區域內具有較高知名度的城市商業綜合體。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hncom.gov.cn/newsopen/show/82550.aspx 

http://www.hncom.gov.cn/newsopen/show/8254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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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月  

與 2013 年  

同期相比  

湖北  18,874.2 +9.5% 1,749.8 +6.2% 

湖南  18,531.2 +9.2% 1,300.6 + 21.9% 

山西  9,109.9 +5.6% 686.2 -6.3% 

江西  10,797.9 +9.5%  2,099.5  +17.5% 

河南  23,516.0 +8.7% 2557.3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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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月）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即日至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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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至十一月十六日 新視野藝術節 20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www.newvisionfestival.gov.hk 

 

即日至十一月三十日 香港美酒佳餚巡禮 香港旅遊發展局 www.discoverhongkong.com/eng/se

e-do/events-festivals/highlight-

events/wine-dine-festival.jsp 

十一月一至二日 

 

第二屆香港國際場地盃 香港單車聯會 

 

www.cycling.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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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貿易發展局 

香港眼鏡展 

香港貿易發展局 

 

www.hktdc.com/hkopticalfair 

十一月六至八日 香港貿易發展局 

香港國際美酒展 

 

香港貿易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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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貿易發展局 

 

www.asianlogisticsconference.com 

II.香港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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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十一月十八至二十日 The 13th Gas 

Information 

Exchang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rea 

(GASEX 2014) 

 

GASEX 

 

The Hong Kong 

and China Gas 

Company 

Limited 

 

www.gasex2014.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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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BM (博聞)及

Seatrade (海貿) 

 

www.cruiseshippingevents.com/asia 

十一月二十七至二十

九日 

3
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ICCC 2014) 

香港氣候變化論壇 

(HKC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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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www.jewelryshows.org 

十一月二十八日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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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三十日 粵劇日 20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www.lcsd.gov.hk/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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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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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查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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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貿易發展局 

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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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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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五至十四日 2014 鮮浪潮國際短片

展 

香港藝術發展局 

 

www.freshwav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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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e-do/events-festivals/highlight-

events/winter-fest.jsp 

十二月九至十一日 

 

CineAsia 

 

Nielsen Film 

Group 

www.cinemaexpo.com 

十二月十一至十三日 學與教博覽 

 

Diversified 

Events Hong 

Kong LLC 

www.ltexpo.com.hk/eng/index.php 

十二月十二至十四日 香港國際潛水暨渡假觀

光展 

 

LX Development 

Group Limited  

www.divingandresorttravelexpo.com 

十二月三十一日 香港除夕倒數 香港旅遊發展局 www.discoverhongkong.com/count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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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 tp: / /www.sheto.gov.hk  
 

(5)  香港特區政府駐成都經貿辦事處網頁  

 網址 :ht t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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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