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9 日 
下午 2:00-5:30 

與 CEO 暢談『營』商求變之道座談會(系列三)】_創業與實踐 

(地點：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SME One Centre) 

 詳情請向秘書處查詢 

 

各位會員： 
 
在剛剛過去的 6 月 19 日，本會舉行了【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二十周年慶典、二十一周年會慶晚宴及第十二屆理事會就職典禮暨 2017「最佳
中小企業獎」、「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及「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頒獎典禮】。 
當日，本會非常榮幸邀請了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先生, GBS, JP 及中央人
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協調部副部長郭亨斌先生擔任主禮嘉賓。同
時，本會更得到多位政府代表與商界精英的摰誠到賀。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會首席顧
問黃友嘉博士的支持及努力下，協助本會邀請到政界、全國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
商界領導、學術界權威人士擔任本會榮譽顧問及會務顧問。在此，本人謹代表香港
中小型企業總商會衷心感謝各位出席嘉賓的支持。 
 
今年是本會踏入第 21 個年頭，更是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本會以「匯聚四海 中小
企業   一帶一路 共創商機」作為晚宴的口號。在習近平主席訪港期間，說明祖國
將繼續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支持香港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人民幣國際化等等重大發展戰略中發揮優勢和作用。 
 
深信，有祖國作為堅強後盾，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香港更能在回歸 20 年後發揮
更積極角色，為促進祖國及香港經濟發展貢獻更大的作用，本會未來亦將繼續努力
為會員開拓更多發展領域及在不同渠道表達意見，只要我們能團結一致，定能再創
輝煌佳績! 
 
 
 

 
 
 

 
會長  巢國明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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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2 日 – 新民黨_六周年黨慶酒會 
祝賀新民黨六周年黨慶，並由中國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梁振英, GBS, JP 擔任主禮嘉賓，當晚政、

商界精英雲集，場面盛大。

 

5 月 16 日 –「政商學一帶一路小組」分享會 
由本會與香港製衣同業協進會合辦的「政商學一帶一路小組」分享會，早前已於 5 月 16 日分別到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及「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介紹有關紡織業之工作，以

及「一帶一路」的最新發展。

 

5 月 19 日 – 香港貿發局_創業日創業導航論壇 2017 
由香港貿發局舉辦之創業日於 5 月 19 日假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舉行，本會為「創業日」的支持機構及參展

商之一，希望為創業者提供多一個平台。「創業日」是

一個結合展覽、研討會及論壇的創業平台，為中小企

建立創業基礎，去年有超過 270 個參展商參與，主力

展示創業商機、匯聚創業支援服務和網羅創業資訊，

為大家建立創業基礎。 



 

 

5 月 19 日 – 創意創業會_跨產業「創」+「造」配對計劃 
由創意創業會舉辦之跨產業「創」+「造」配對計劃之開幕

暨頒獎典禮於 5 月 19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本會為

「創」+「造」配對計劃的支持機構，當日由巢國明會長出

席頒獎典禮。 
 

 

5 月 22 日 – 與工貿署署長午宴 
本會非常榮幸邀請香港工業貿易署署長甄美薇女士, JP 出席

本會安排之午宴，了解工貿署為香港中小企業提供的支援服

務最新信息。 

 

5 月 22 日 –「2017 開心工作坊 I」 
由本會青年委員會主理之「2017 開心工作坊 I」，由資深微信應用專家及講師趙柏豪先生講解中小

企業關注的科技卷事項; 另一講者嘉賓為「百寶庫」創辦人梁嘉湧先生，為大家講解全新概念的上

門配送及儲存服務。 

 

5 月 25 日 – 「中小企海關盃」邀請賽    

每年一度的「中小企海關盃」已於賽馬會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順利舉行，海關隊僅以輕微之差奪

取冠軍，頒獎禮亦已於本會「周年晚宴」中完成。 
 



 

 

5 月 29 日 – 會員迎新晚宴 
本會於 5 月 29 日舉行了會員迎新晚宴，藉此加強新會員對本會有更深認識及了解，並透過輕鬆飯

聚讓新會員可與本會會長、副會

長及理事們互相認識及交流更多

營商之道，藉此機會與本會的生

日之星慶祝快樂生辰。 

 

6 月 5 日 – 2017 渣打馬拉松頒獎典禮 
營商之餘，本會亦深明強身健體對會員的重要性，故本會於 2005 年特組織馬拉松隊，旨在透過長

跑運動增強隊員體魄，在「零損傷」的情況下享受跑的樂趣。今年「中小企長跑隊」勇奪十公里會

長盃冠軍及季軍殊榮，實在可喜可賀。 

 

6 月 7 日 – 政府總部發展局工務科_「一帶一路」發展經濟分享會 
由「一帶一路」辦公室聯同教育局、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發展局和民政事務局舉辦，邀請「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有相當工作和營商經驗及成績的

香港青年企業家和專業人士，分享在「一帶一

路」國家發展的經歷和心得。 

 

6 月 13 日 –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_「回歸廿載-啟發全球新趨勢」國際論壇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與瑞銀集團(UBS)攜手合辦「回歸廿載

-啟發全球新趨勢」國際論壇，探討香港與大中華地區在新經

濟時代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6 月 13 日 – 律政署_「調解為先」承諾書活動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表示，調解能讓爭議各方以友好和有建設性的方式解決爭議，透過調

解員協助，締造雙方接納的解決方案，同時能控制風險、費用和需投放的時間。在眾多「調解為先

承諾書」簽署者中，有約六十個商會、公司和機構的代表出席招待會的「調解為先承諾書」簽署儀

式，承諾會先考慮以調解降決爭議。 

 

 

6 月 19 日 –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慶典、、、、

二十一周年會慶晚宴及第十二屆理事會就職典禮暨 2017「最佳中小企業獎」、

「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及「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頒獎典禮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二十一周年會慶晚宴暨 2017「最佳中小企業獎」、「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

及「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頒獎典禮已於 6 月 19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舊翼會議廳舉行。

當晚大會邀請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先生, GBS, JP 及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協調部副部長

郭亨斌先生擔任主禮嘉賓。 

當晚延開逾七十席，並邀請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工商及旅遊)常任秘書長容偉雄先生, JP、工業貿易

署署長甄美薇女士及多位政府與商界精英撥冗到賀，場面盛大。值得一提的是本會今年榮幸地邀請

了政界、人大及政協委員、商會、學術界及商界人士擔任本會顧問，令本會會務繼續蒸蒸日上。 

 
 
 
 
 
 
 
 
 
 
 
 



 

 

適逢今年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大會以「匯聚四海 中小企業 一帶一路 共創商機」為

口號，亦按照週年紀念的習慣，20週年是瓷器禧，大會於是在舞台設計方面，以中國瓷器作為晚會

主題，包含了對祖國傳統文化傳承的尊重，傳承中國人一直以來從商有道的美德; 更有如日常生活

用品，伴隨市民甘苦與共，默默為家為國作出貢獻。 

當晚，大會邀請了不同國界及界別人士為晚宴表演，例如：由一班不同國籍的小朋友表演一場名為

「千里之行」的話劇，以及著名歌手李麗霞為我們獻唱。 

更多活動之照片及短片，請到本會Facebook專頁及Youtube網頁瀏覽。 
 

 



 

 

6月19日 – 2017「最佳中小企業獎」、「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及「鵬程

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 

本會於2006年設立「最佳中小企業獎」、「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旨在表揚中小企自強不息的優

良精神，彰顯香港各大工商企業對本港中小企的發展及營運所作出的配合和貢獻。今年，本會非常

榮幸繼續得到「鵬程慈善基金」冠名贊助，以積極鼓勵年青一代創業。今年並增設「鵬程中小企青

年創意創業大獎」一名，透過獎項鼓勵具創意與勇氣的青年朋友，在其創業路上更進一步。 

在各界的鼎力支持下，今年一共頒發了52個「中小企奬」，當中包括8個「中小企業最佳拍檔金奬」、

18個「中小企業最佳拍檔奬」、14個「最佳中小企業奬」及12個「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奬」。 

在此，特別鳴謝「最佳中小企業獎」及「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評審委員會主席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常任秘書長容偉雄太平紳士及「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奬」評審委員會主席創新科技署助理署長

(資助計劃)夏國峰先生以及一眾評審委員。 

 

評審委會名單 

「最佳中小企業獎」及「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 
主席: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工商及旅遊科)常任秘書長  容偉雄先生, JP 

委員：  立法會功能界別 - 工業界（第二）  吳永嘉議員, JP 

 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  郭振華先生, BBS, MH, JP 

 職業訓練局執行幹事  尤曾家麗女士,GBS, JP  

 香港工業專業評審局創會主席  陸地博士, JP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總裁  麥鄧碧儀女士, MH, JP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 陳國威先生, MH, JP 

「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 

主席:  創新科技署  夏國峰先生 

 香港工業總會名譽會長 鍾志平博士, BBS, JP 

 香港理工大學管理及市場學副教授 趙之琨博士 

 香港青年協進會主席 梁毓偉先生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 吳宏斌博士, BBS, MH 

 香港青年聯會主席 吳傑莊博士 

 

 



 

 

2017「最佳中小企業獎」、「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及「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得獎名單 
「中小企業最佳拍檔金獎」 「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 
1.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2. 德國寶(香港)有限公司 
3.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4.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5. 職業訓練局 
6. 香港理工大學 
7.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8.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1.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2.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3. 公司註冊處 
4. 新互動媒體有限公司 
5.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6. BCT 銀聯集團 
7.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8. 上海商業銀行 
9.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10.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 
11. 香港郵政 
12.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13. 佳能香港有限公司 
14.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 
15. 恒比銀行蘇黎世(香港)有限公司 
16. 香港機場管理局 
17.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 
18.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最佳中小企業獎」 「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大獎」 
1. 億達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2. 四方創意有限公司 
3. 匯德產品發展有限公司 
4. 新豪建築有限公司 
5. 品盈(香港)有限公司 
6. 康華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7. 駿宏企業有限公司 
8. 凌市場策略集團有限公司 
9. 冬蔭公公 
10. 寶湖廚莊 
11. Vantis Solutions Ltd. 
12. 皇者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13. 詠藜園(黃埔)有限公司 
14. 昇華在線有限公司 

1. 奇噢創新有限公司 

「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 
2. Animae Studio 
3. 北斗星工作室有限公司 
4. 網絡工房有限公司 
5. ED Design Limited 
6. Fingerprint Studio Limited 
7. 香港吉奧系統有限公司 
8. 樂在其中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9. 亨威科技有限公司 
10. 臻昇傳媒集團有限公司 
11. 榮安控股有限公司 
12. 盈安護理集團有限公司 

 
 

 

 

 

 

 

 



 

 

渣打香港中小企領先營商指數 

「渣打香港中小企領先營商指數」（渣打中小企指數）季度調查，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獨立執行、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渣打香港）全力贊助，旨在協助本港公眾及中小企了解來季的營商
氣候，策劃未來。綜合營商指數共涉及五個範疇，包括本港中小企業展望下一季度的「營業狀況」、
「盈利表現」、「投資意向」、「招聘意向」，和「環球經濟情況」。 
2017 年第三季度指數 
發佈日期: 2017 年 7 月 20 日 

2017 年第三季「渣打中小企指數」調查，綜合營商指數未能延續上季升勢，回跌 1.3，報 44.3。

指數連續四季呈起落交替的格局，惟整體仍較去年同期上升 3.2，反映中小企營商信心復甦步伐仍

然緩步向前。 

是次調查結果的重點如下： 

1. 綜合營商指數的五個分項全線下跌，只有「招聘意向」仍然維持正面，報 50.9； 

2. 「投資意向」(47.0) 、「營業狀況」(43.6)、「盈利表現」(39.0)及「環球經濟」(32.9) 分別下

跌 2.0、0.6、1.2 及 2.9； 

3. 三大行業分類指數繼續於 40 水平徘徊，與 50 的盛衰分界線相距仍遠； 

4. 其中製造業(42.1)及零售業(41.9)分類指數分別升 0.7 及 3.5，亦是本季度八大行業中表現唯

一見改善的兩個行業； 

5. 零售業對營業狀況前景明顯改善，帶動行業指數顯著上升； 

6. 進出口及批發業分類指數則未能延續上季升勢，跌 1.8 至 38.0，業界對盈利表現的信心尤為

嚴峻； 

7. 以 1 至 5 分評分(5 為最高分)，中小企認為香港在「網絡保安」(3.29)最具數碼競爭力優勢，

在「電子商貿」(2.83)及「電子支付」(2.61)方面則較弱。 
 
下載最新的「渣打香港中小企領先營商指數報告」，請按此。下一次季度指數調查結果將於 2017 年 11 月公布 
(以上資料由渣打銀行提供) 



 

 

僱主拖欠強積金供款屬刑事罪行 
按法例規定，僱主有責任供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供款。僱主拖欠強積金除了會被追討欠款及附

加費，更有可能被刑事檢控，甚至有機會入獄。最近，一名公司董事因欠強積金供款而被法庭判監，

是首宗因拖欠強積金而被判監禁的個案。故此，積金局欲提醒所有僱主務須緊記按時供款。 

  

首宗欠強積金供款被判監個案 

2017 年 7 月，一名公司董事便因沒有根據法庭作出的判令，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

支付其拖欠僱員的強積金及附加費而被判處監禁 21 日，是首宗因拖欠強積金而被判監禁的個案。

相關公司早前亦已被罰款$20,000。 

 

拖欠強積金供款屬刑事 

僱主拖欠強積金供款屬刑事罪行，最高可被判處罰款$450,000 及監禁四年。另外，如僱主在沒有

合理辯解下，未有按照民事法庭作出的判令，在指定日期內向積金局支付欠款或供款附加費，亦屬

違法，最高可被罰款$350,000 及監禁三年。法庭更可就僱主沒有按照判令繳交欠款的日子，向僱

主判處每日$500 罰款。 

 

在 2016-17 年度，積金局就涉嫌違反強積金條例的僱主及公司董事或管理人員一共申請發出 433

張傳票：當中拖欠供款個案佔 371 宗、沒有安排僱員參加強積金計劃佔 47 宗、沒有遵守法院命令

佔 15 宗；其中 337 宗已被裁定罪成。 

 

強積金供款日或之前交妥供款 

為避免誤墮法網，僱主必須在強積金供款日或之前交妥供款。法例規定，若僱主拖欠供款，除了繳

付欠款外，亦必須支付相等於拖欠供款金額 5%的附加費。如僱主未有在供款日或之前交妥供款，

應即時聯絡受託人安排支付有關欠款及附加費，附加費會全數撥入有關僱員的強積金帳戶。 

 

僱主是強積金制度下的角色十分重要。現時超過 27 萬名僱主定時為僱員安排強積金供款。僱主致

力遵守強積金法例，不單鞏固強積金制度的運作，更可確保僱員的權益得到保障。 
 

積金局 

熱線：2918 0102 

www.mpfa.org.hk 

(以上資料由積金局提供) 



 

 

香港警務署 

香港警務署報告指出本港去年治安保持平穩，整體罪案 66,439 宗，按年下跌 1.9%，是 1979 年

以來新低。而以每 10 萬人口計的罪案率則為 910 宗，是 43 年來最低。 

二零一六年與二零一五年罪案數字比較 

 

 

 

 

 

 

 

 

 

 

 

 

 

 

 

 

 

 

 

 

 

 

 

註釋 : 

1. 罪案率 = 每十萬人口的罪案數字﹝根據政府統計處最新發布的人口數字﹞。 

2. 屬於其中一類暴力罪案。 

3. 在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每十萬人次內地旅客犯刑事罪行人次分別為 3.1 人及 3.5 人，

而每十萬人次其他旅客犯刑事罪行人次則分別為 15.6 人及 16.5 人。 

4. 數字包括香港海關的個案。數字是臨時數字及有待政府化驗所進一步修訂。 



 

 

 

環境保護署 

環境保護署新修訂的《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將於 2017 年 6 月 1 日起生效。修訂後的條例將會在

附表 1 內增加了 1 種受管制化學品「六溴環十二烷」，以配合《斯德哥爾摩公約》的相關修訂得以

在香港實施。 

 

請注意，任何人士如要進口、出口、製造或使用受《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管制的化學品，必須先

領取有關的許可證。相關申請人士可由 2017 年 3 月 1 日起，向環境保護署申請所需的許可證或更

新現有的許可證。任何人士在沒有許可證的情況下進口、出口、製造或使用受管制的化學品，即屬

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罰款五萬元及監禁一年。有關《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的新修訂資料

及許可證的申請辦法，可瀏覽本署的網頁 請按此。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107 2981 或電郵到 hcco@epd.gov.hk 與環境保護署聯絡。 
 

 

 

環境保護署 

熱線：3107 2981 

www.epd.gov.hk/epd/ 

 

 

 

 

(以上資料由環境保護署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