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日至 9月 11日 2020「友商有良」 現已接受報名 (詳情參考附件) 

   詳情請向秘書處查詢 

各位會員：  
 

每年夏天，本應是享受陽光與海灘的季節，一衆為人父母的朋友，也在這

個時候趁著子女暑假期間，在繁忙的工作中抽空，與他們到外地旅遊，享受難

得的家庭樂。但今年因爲疫情關係，相信打亂了很多朋友原本的計劃。本會每

年一度的會慶晚宴及最佳中小企業獎及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的頒獎典禮，亦

因爲疫情關係需要延後至今年的 11 月份舉辦。 

雖然疫情打亂了我們的計劃、打亂了我們生活的節奏、也打亂了香港的

經濟，但這次疫情中卻凸顯香港中小企業自強不息的精神。在特區政府多項

「撐企業、保就業」的計劃下，為艱苦經營的香港中小企業提供適切的支援，

「保就業」計劃的工資補貼幫助僱主應付經常開支、各項費用減免能緩解他

們的經營壓力、「百分百貸款擔保計劃」亦避免銀行出現「落雨收遮」的情況，

有利企業繼續經營。 

仍在掙扎求全的中小企業，不斷想方設法以創新科技進行遙距營商，期

望透過網絡獲取商機。最明顯的莫過於食肆透過外賣平台取得訂單，彌補因

疫情關係到店顧客急劇減少而造成的損失，令企業資金流得以維持。特區政

府的「遙距營商計劃」（D-Biz）亦為中小企業利用創新科技便利營商提供財政

上的支援。由於該計劃反應踴躍，令基金有供不應求的情況，爲此，本會致函

特區政府要求為計劃「加碼」，有關訴求亦獲正面回應，基金規模由原本的 5

億元「加碼」至 15 億元。 

此外，對業界關心計劃推行中的各種問題，包括審批時間超出當初承諾

以及批核標準不清晰等，本人亦曾直接向創新及科技局局長反映問題，希望

有關當局儘快改善，意見亦獲局方正面回應。除增加人手進行審批外，秘書處

生產力促進局亦舉辦網上講座，闡述審批標準，讓申請企業有所適從，歡迎各

位會員繼續就有關議題向商會反映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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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府的各種支援措施引起業界關注外，相信近來的全城熱話莫過於

《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落實，商會作爲香港中小企業界的代表商會之一，

歡迎並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權力通過有關法

律。其實自去年以來的各種暴力行徑，以及所謂港獨思想的出現，除了挑戰

「一國兩制」的原則與底線外，更嚴重衝擊香港穩定的營商環境，削弱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的實力和競爭力，各種街頭暴力、網絡欺凌對香港中

小企業的生存造成沉重打擊。我們希望《港區國安法》的落實，可令香港重回

一個穩定的營商環境，有利中小企業繼續經營。特區政府亦應更積極有為，在

回復社會穩定、降低持不同意見市民的對立與矛盾的同時，更應透過各種更

進取的政策、運用更創新的思維，為香港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援，

商會亦會一如既往，收集會員意見向特區政府反映，爭取業界的合理權益。 

雖然明年今日隨著理事會換届，我已非在會長的位置上為商會服務，但

我衷心期望明年今日全球的疫情已經受控，各位可與家人享受一個繽紛精彩

的暑假家庭遊。香港市民回復正常生活，在沒戴口罩下展現笑容，市面亦重拾

昔日的繁榮與和諧，每家中小企業都朝氣勃勃，為香港經濟的持續發展努力

打拼！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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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0及 27日 – 「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視像講座 
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宣布，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的「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已於 2020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一）起接受申請。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旨在紓緩該等企業因收入減少而無法支付薪金或租金

的壓力，有助減少企業倒閉和裁員。 

本會為協助中小企業面對在環球疫情所帶來之不明朗經濟影響，而出現突發的資金周轉，希望值此了

解「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的詳情，故舉行首輪兩場視像講座(Zoom Meeting)，由各銀行代表簡述其

措施及申請手續。 

1.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2105 8288 

https://www.bochk.com/tc/loan/loan/fin

anceguarantee.html 

2.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2886 6988 

(聯絡人：伍偉良 Ivan Ng - 電話：2282 

1997 /手提電話：6111 5121) 

https://www.sc.com/hk/zh/business-loans-working-capital/special-100-loan-guarantee/ 
 

5月 28日 – Capital_第二十屆資本傑出企業成就獎頒獎禮 
本會巢國明會長應邀出席由《資本雜誌》舉辦的年度商界盛事 – 

「資本傑出企業成就奬」擔任頒獎嘉賓。昂然步入第二十屆，一

如以往深得各範疇的企業支持及參與。是次一共頒發 16 個獎

項，冀望這一眾表現卓越的企業為同業豎立優秀典範，共同為香

港的經濟及社會繁榮作出貢獻。 

 

 

https://www.bochk.com/tc/loan/loan/financeguarantee.html
https://www.bochk.com/tc/loan/loan/financeguarantee.html
https://www.sc.com/hk/zh/business-loans-working-capital/special-100-loan-guarantee/


 

 

6月 17日 – 2020「最佳中小企業獎」、「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決賽評審 

由本會主辦之 2020「最佳中小企業獎」、「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之決賽評審已於 6 月１7 日順利完

成，評審團表示今年參加企業的質素非常高。經過評審後，最終有 13 間企業獲得「最佳中小企業獎」、

3 間企業獲得「中小企業奮鬥精神獎」、30 間企業獲得「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 

最後，謹此特別鳴謝評審主席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工商及旅遊科)常任秘書長利敏貞女士, JP、副秘書長(工

商)何小萍女士及各專業評審員的參與和付出。有關得獎結果將於本會之【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二十

四周年晚宴暨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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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公布。 

 

 
 1 月 20 日 – 第 次會長會及理事會會議  
本會於 1 月 20 日舉行 2020 年度第一次會長會，並當晚舉行理事會會議及晚宴。當晚與 1 月生日之星舉行生日會，共渡愉快的晚上。  

6月 22日 – 2020「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決賽評審 
由本會主辦之 2020「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之決賽評審已於 6 月 22 日順利完成，評審團表示

今年參加企業的質素非常高。經過評審後，最終 15 間企業獲得「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1 間

企業獲得「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大獎」及增設 1 間企業獲得「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大獎(創意

設計獎)」。最後，謹此特別鳴謝評審主席香港科學園主席查毅超博士, BBS 及各專業評審員的參與和付

出。有關得獎結果將於本會之【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二十四周年晚宴暨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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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公布。 

 



 

 

6月 23日 – 【2020雲泉仙館】半天遊暨【疫後中小企何去何從集思會】 
本會於 6 月 23 日舉行【2020 雲泉仙館】半天遊暨【疫後中小企何去何從集思會】，會長巢國明先生及

王廣漢副會長兼秘書長邀請了各理事一同到「雲泉仙館」享用齋菜及參觀活動外，並於當天舉行【疫

後中小企何去何從集思會】，集合各大家意見一同探討營商心得。 

 

 



 

 

6月 27日 – 2020 年度第六次理事會會議暨 2020年全國兩會分享會 
本年度的全國兩會剛於日前(5 月 28 日)閉幕，本會非常榮幸邀得黃友嘉博士首席榮譽顧問及全國政協

委員施榮懷榮譽顧問，於 6 月 29 日(星期一)親臨本會理事會與各理事分享本年度兩會的工作和精神，

特別是有關港區國安法的制定。 

 



 

 

資本雜誌 – 6 月號(第 397 期) 
本會會長巢國明先生應邀擔任資本雜誌訪問，分享因疫情為中小企業帶來的困局。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由原則至行動 – 中小企保障個人資料實務手冊」手冊 
企業在業務營運過程中經常收集及處理各式各樣客戶及員工的個人資料。在現今「資料猶如一項資

產」的世代，公眾及客戶對個人資料私隱保障的期望與日俱增，企業必須主動保障個人資料私隱，

依從《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私隱條例》）的規定，實踐數據道德管治，獲取客戶的信任，以

提升商譽及增強競爭優勢。 

 

公署剛出版的 《由原則至行動 – 中小企保障個人資料實務手冊》，協助企業尤其是中小企了解如

何進行私隱影響評估及貫徹私隱的設計，掌握及實踐《私隱條例》的要求。 

 

「由原則至行動 – 中小企保障個人資料實務手冊」手冊 

https://www.pcpd.org.hk/tc_chi/resources_centre/publications/books/files/sme_toolkit.pdf 

 

 

 

https://www.pcpd.org.hk/tc_chi/resources_centre/publications/books/files/sme_toolki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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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第二季度指數                                         發佈日期: 2020 年 5月 5 日 

 
 

 

 

 

 

 

 

 

 

 

2020年第二季「渣打中小企指數」調查，綜合營商指數較上季下跌 6.9至 26.2，顯示中小企的營商信心疲

弱。 

是次調查結果的重點如下： 

1. 綜合營商指數中的五個分項指數均全線下降； 

2. 「招聘意向」（43.2）、「投資意向」（33.2）分別下跌 5.4及 3.8 ; 

3. 「營業狀況」（16.3）、「盈利表現」（16.3）、「環球經濟」(5.8)均錄得大幅下挫，分別下跌 10.1、

8.3及 9.6 ; 

4. 行業方面，三大分類指數分別為製造業(26.2)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業(25.2)、零售業(20.7)，這三大

分類指數均全線下跌； 

5. 是次訪問了中小企對於數碼科技應用的情況，尤其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推行遙距工作的看法:41％

的受訪中小企有使用電子/網上平台進行銷售或推廣；而最多使用電子/網上平台銷售或推廣行業，分

別為住宿及膳食服務（75％），地產（59％）和零售（51％）； 

6. 84％的受訪中小企希望公司在推動數碼轉型時能得到協助；而最希望獲得的協助分別為合適的工具

和系統建議、企業網絡保安支援，以及相關培訓課程 ; 

7. 33％的受訪中小企認為其行業適合遙距工作，而 29％則表示已實施遙距工作 

 

請按此下載最新的「渣打香港中小企領先營商指數報告」。 

(以上資料由渣打銀行提供) 

https://www.smeone.org/images/content/sme_index/scb_sme_index_report_2020q2_chi.pdf


 

 

兼職員工的強積金安排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為本港以至全球帶來史無前例的挑戰，經濟環境隨之轉差，就業市場亦受到嚴重

衝擊。為控制經營成本，有些僱主可能暫停招聘長工，或改以兼職員工取代。當僱主考慮兼職員工

的聘用條件時，除了計算薪酬待遇和釐定工作時間等條件之外，亦不要忽略有關強積金的安排。 

 

別以為僱主不用為兼職員工作強積金供款。事實上，除了獲豁免人士外，不論僱員每星期工作多少

天或多少個小時，只要介乎 18 至 64 歲，而連續受僱 60 日或以上，也受到強積金制度保障，僱主

都必須安排僱員參加強積金計劃和作出供款，否則即屬違法。要注意，60 日的僱用規則是指僱員

與公司維持僱傭關係的時期，而非指自僱員受僱日期起計的工作日數。 

 

舉例說，某僱員於今年 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期間，受僱於一間時裝店，擔任售貨員。雖然每星期

只上班兩天，每次工作 10 小時，但由於受僱期多於 60 日，時裝店老闆仍要為該僱員登記參與強

積金計劃。如果這份兼職工的每月收入低於$7,100，雖然僱員無須供款，但老闆也須為僱員供強積

金，供款額為有關入息的 5%。 

 

強積金供款在僱員連續受僱滿 60 日後開始支付。僱主須補付首 60 日的全部供款。僱主應在僱員

受僱第 60 日所在的公曆月最後一日後的第 10 日或之前，把首次供款支付予受託人，及把供款紀

錄在支付供款的 7 個工作日內交給僱員。 

 

假設員工的受僱首日是今年的 6 月 5 日，而受僱第 60 日是 8 月 3 日。由於 8 月 3 日屬於 8月份的

供款期，因此僱主應在緊接 8 月之後的下一個月的第 10 日或之前，亦即 9 月 10 日或之前為員工

作出首次供款，一併作 6，7 及 8 月的三個月供款。  

 

不過，如果你的公司是從事飲食業及建造業，就需要留意強積金安排有些不同。鑑於這兩個行業的

僱員流動性一般較高，經常以短期形式受僱，強積金制度下特別設立了行業計劃，為這兩個行業的

僱主及僱員提供更簡便的強積金安排。因此，如果從事這些行業的臨時僱員，即使只受僱一天，其

僱主也須為他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及作出供款。 

 

希望上述小貼士可解答僱主在處理兼職人士的強積金事宜時遇上的疑難。 

 

積金局  

熱線： 2 91 8 01 02 
w w w . m p f a . o r g . h k  
Fac e b oo k 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mpfa.hk/ 

http://www.mpfa.org.hk/
https://www.facebook.com/mpfa.hk/


 
 
 

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全資擁有的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按證保險公司）宣布，中小企融資擔保

計劃下的「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已於 2020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一）起接受申請。而以下各家銀行

都會接受申請，如有任何查詢，請與以下銀行聯絡。 
1. 上海商業銀行 - 電話：2818 0282 

2.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 電話：2903 8366 

3.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 電話：2105 8288 
https://www.bochk.com/tc/loan/loan/financeguarantee.html 

4.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 電話：3608 1220 
https://www.hkbea.com/html/tc/bea-SFGS.html 

5. 南洋商業銀行 - 電話：2622 2633 
https://www.ncb.com.hk/nanyang_bank/popup1/SFGS2020_chi.pdf 

6.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 電話：2198 8022  
https://www.hangseng.com/cms/emkt/pmo/grp04/p15/chi/index.html 

7.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 電話：2290 8068 
https://www.dbs.com.hk/sme-zh/financing/government-assisted-schemes/sme-financin
g-guarantee-scheme 

8.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 電話：2748 8238 
https://www.business.hsbc.com.hk/zh-hk/financing-and-credit-cards/commercial-lending/sfgs
100-percent-guarantee-loan?cid=HBHK:EHYS:CMWY:P1:CMB:L7:GO:PRP:14:LE:29:0420:001:SF
GS100_TC&gclid=EAIaIQobChMIodDwndP46AIVDWoqCh1mSAjsEAAYASAAEgKlYPD_BwE 

9.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 電話：3768 1188 / 3768 6888 

(聯絡人：吳小姐 Monica Ng- 電話：3768 8568) 

10.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 電話：2886 6988 

(聯絡人：伍偉良 Ivan Ng - 電話：2282 1997 /手提電話：6111 5121) 
https://www.sc.com/hk/zh/business-loans-working-capital/special-100-loan-guarantee/ 

11. 華僑永亨銀行有限公司 - 電話：2633 0628 
https://www.ocbcwhhk.com/webpages/zh-hk/html/cor_banking/sme_loan/sfgs.html?id
=sme_sf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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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郵政「特快專遞」 
為了支持本地工商界，香港郵政向本會會員推出特別的郵遞優惠。由即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

使用我們的國際快遞服務（“特快專遞”）的本會會員，在成功開設新的特快專遞帳戶後的頭三個

月內發布物品時，將收到： 

 價值 200 港元的餐飲或購物券（僅適用於 BCLG 會員組織）； 和 

 10％的郵資回贈^（總額高達 HK $ 1,000）。 

 

“特快專遞”詳情。熱線：2921 2277。 

“特快專遞”網站：https://speedpost.hongkongpost.hk/speedpost/index.jsf# 

 

https://speedpost.hongkongpost.hk/speedpost/index.js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