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即報名 2017「最佳中小企業獎」、「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及「中小企青年創業
獎」 接受報名 

 詳情請向秘書處查詢 

 

 

各位會員： 

大家好，新年快樂﹗ 

本人非常榮幸獲選為本會第十二屆理事會會長，今次乃本人第一次以會長身
分在此跟大家說話。首先，本人感謝各會員對本會及本人的支持，推選本人擔
任新一屆會長。同時，本人亦非常感謝各位顧問及前會長，因為在他們的英明
領導下，商會才能不斷向前邁進。特別要感謝剛卸任林國良會長，因為他為本
會 20 周年慶典作出了巨大貢獻。 

為慶祝本會創立 20 周年，本會去年特別舉辦了「20 周年高爾夫球邀請賽」
及「20 周年座談會之一帶一路」等活動，希望藉此增加各界對商會認識，加
強彼此間的友誼。 

2016 年可說是充滿變數及不明朗的一年，在國際局勢上都出現了許多意外結

果，如「英國公投脫歐」、「特朗普當選新一任美國總統」等等，均對 2017 年
之國際政治及經濟帶來不穩定因素。而在本港經濟方面，因訪港旅客減少，使
本地零售業出現負增長情況。幸好，因人民幣匯率下調，對中小企之出口業務
帶來一定裨益。根據最新之 12 月經濟指標調查中顯示，本港經濟已從谷底開
始回昇，展望 2017 年本港經濟會出現增長情況。2017 年特區政府換屆在即，
本人期望新一屆特區政府將會更顧及中小企業利益，推出更多惠及中小企業
務發展之扶助政策，共同為香港創造更美好的將來。 

在未來兩年，本人及理事會成員將繼續秉承本會精神，竭力為會員服務，創造
更多商機及積極參與公益事務以回饋社會。 

最後，本人謹代表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仝人預祝各位農曆新年快樂、財源廣
進、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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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 – 渣打銀行_中小企智囊論壇 

渣打銀行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攜手舉辦「渣打香港中小企領先營商指數」中小企智囊論壇，旨在協

助本港公衆及中小企洞悉未來一季的營商氣候。「渣打香港中小企領先營商指數」推出四周年，生

產力局感謝渣打銀行四年來對這項指數的支持。在 11 月 10 日舉行了「中小企智囊論壇」，並邀請

了本會會長林國良, JP 及多位業界專家一起，就如何在環球市

場波動的市場形勢

下，以創新思維為

業務增值，穩奪市

場先機。 

 

 

11 月 18 日 - 2016/17「友商有良」嘉許典禮 

由本會創立之「友商有良」嘉許計劃為鼓勵本地企業(特別是中小

企業)聘用及提供實習機會予本地院校學生及畢業生，使他們可

累積工作經驗，培養積極正面的工作態度，以提升他們在市場上

之競爭力。 

計劃自 2009 年開始，今年已踏入第 7 年，一直以來都得到各界商會的支持。為更好地表揚關心社

會的企業；自 2014 年起，本會更把聘請類別擴展至殘疾人士、再培訓人士、更生人士及少數族裔，

從而傳達香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信息，建立共融社會。 

本會更於 2016 年 11 月 18 日舉行了【2016/17「友商有良」】嘉許

典禮，本會非常榮幸再次邀請到勞工及福利局張建宗局長擔任主禮嘉

賓。今年有接近 400 間企業獲得嘉許，超過 3,500 人獲聘用為實習生

或正式僱員，其中 2,292 位更是青年人，成績令人鼓舞。 

    



 

 

11 月 19 日 - 2016 工商體育邀請賽頒獎典禮暨晚宴 

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主辦之「廠商會工商體育邀請賽」，本會派出

多名青年委員會參加七人足球比賽及 2 隊雙人乒乓球。經過 11 月

12 日及 11 月 19 日兩個賽日的激烈比賽後，大會於 11 月 19 日晚

於鰂魚涌富嘉閣舉行了隆重的頒獎典禮，宴請參賽團體代表及球員

出席，最終本會獲頒發「最具運動員風采獎」。 

 

12 月 1 日 – 第六屆「國際中小企高峰論壇」 

由本會創辦之「國際中小企高峰論壇」已於2016年12月1日假香港會議展

覽中心順利舉行，今年論壇主題為「2017經濟金融前瞻」。本會非常榮幸

邀請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梁敬國副局長擔任主禮嘉賓，為論壇揭開序幕。 

 

2017年為環球經濟重要的一年，「英國脫歐」對全球市場所造成的震盪將逐步顯現出來，香港企業

營商信心備受打擊，歐盟經濟何去何從？特朗普當選，未來對華的會否有改變？明年「中共十九大」

新安排，亦備受外界關注。因此，本會邀請到本會顧問黃友嘉博士擔任嘉賓主持、香港科技大學經

濟學系雷鼎鳴博士及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名譽高級研究員郭國全先生擔任演講嘉賓，為大家分析

和探討他們對未來經濟發展的見解和意見。當天參加人數超越350人，場面盛大。 

 

  
 

 
 



 

 
 

 

 

12 月 1 日 - 第六屆「國際中小企高峰論壇」之午宴分享會 

為進一步讓各持分者掌握「2017 經濟金融前瞻」，本會特別舉辦了「午宴分享會」，更非常榮幸邀

請了香港中文大學藍饒富暨藍凱麗經濟學講座教授劉遵義先生, GBS, JP 擔任演講嘉賓，為大家深入

分析 2017 年經濟金融路向對香港中小企之發展。 

  
 

  

 
 



 
 
 

12 月 9 日 –  拜訪懲教所 

本會於 12 月 9 日參觀了「歌連臣角懲教所」，了解年輕在囚人士的生活

情況。那裡主要囚禁在《教導所條例》下受訓的男性青少年。本會非常

榮幸得到懲教署林國良副署長及鄧秉明助理署長的親自接待，並向本會

理事介紹懲教所的電腦及語言實習室、多個職業訓練工場及香港中學文

憑班的上課情況。當天，本會理事非常難得可於懲教所之餐飲訓練工場

享用午膳，並聆聽所員講解港式奶茶的製作方法。鄧助理署長同時為我

們介紹各種更生計劃，希望向外界宣揚「奉公守法」、「遠離毒品」及

「支持更生」的信息。 

 

12 月 13 日 – 青年委員會「開心工作坊 III」 
由本會「青年委員會」主理的開心工作坊，已於12月13日

舉行了今年第三場講座，「工作坊」主要是以互動形式向

大家分享更多不同的資訊，而是次工作坊將涵蓋兩個不同

層面。大會邀請了董吳謝香律師事務所謝遠明律師，為大

家講解企業於香港或國內上市的條例及貿須要注意的事

項。另一方面，由港通旅遊集團董事總經理黃全冬先生，

為大家分享日本冬季旅遊的特色好去處。 

 



 

  

 

12 月 19 日 – 2016 年會員周年大會暨第十二屆理事會選舉 

本會於 12 月 19 日順利舉行了「2016 年會員周年大會暨第十二屆理事會選舉」，除一如以往，由

會長向大家匯報過去一年的工作及通過財務報告外，今年更是第十二屆理事會選舉，本會特別邀

請了永遠名譽會長兼監察委員會主席江子榮先生、永遠名譽會長陳燕兒小姐及顧問翁宗榮先生擔

任選舉委員會，在他們監督下，本會順利選出第十二屆理事會成員，並由巢國明先生擔任會長。

為加強會員之間的認識及交流，本會於會後安排了晚宴，一同興祝過去一年努力的成果。 

2017-2018 年度候選理事會成員名單 
會長 巢國明 

 
     

常務顧問 林國良 
(卸任會長) 

吳家榮 丁鐵翔 陳國威   

常務副會長 楊全盛 
 

     

副會長 徐鳴翔  丁兆君  邱  斌  劉定志  王廣漢  張紅珊  周嘉弘  林鍾歡   
梁牧群  王淑筠  施清咸  黃永成  謝遠明  譚偉照 
 

理事 
(排名按筆劃序) 

方  陽  吳景瀚  吳榮輝  李永輝  李建明  李基銓  姚偉光  胡智聰   
馬天聰  馬立興  張秀恩  陳志良  陳國希  曾國生  黃  平  黃雅麗   
黃麗嫦  潘桂桃  鄭  蕾  黎卓斌  黎明娟  錢國強  謝  愛  謝瑞麟   
謝錦華  鍾達琴  羅谷如  關美寶  關  華  嚴偉豪  饒亮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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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第四季度指數 

發佈日期: 2016 年 11 月 10 日 

2016 年第四季「渣打中小企指數」調查，綜合營商指數延續上季升勢，升 1.4 至 42.5，與今年首

季數字相若，顯示中小企的整體營商信心緩步重建。 

是次調查結果的重點如下： 

1. 綜合營商指數由五個分項組成，只有「招聘意向」稍微下跌，但仍堅守 50 分界線，報

50.3，反映中小企在本季的招聘意欲不高，但仍維持現有人手水平； 

2. 「投資意向」(46.4)、「營業狀況」(41.1) 、「盈利表現」(38.3) 及「環球經濟」(24.6) 均

錄得上升，惟這四個分項仍與 50 分界線有一定距離，反映中小企對前景仍有擔憂； 

3. 三大行業分類指數繼續低於 50； 

4. 製造業(40.3)和零售業分類指數(40.5)分別回升 2.5 及 2.2，重上 40，主要是受惠於聖誕消

費旺季帶動業界對「營業狀況」的信心回升，加上暫時消化「環球經濟」的不明朗因素； 

5. 進出口及批發業分類指數則未能維持上季升勢，報 36.7 (較上季低 1.0)，「招聘意向」及

「投資意向」更是有紀錄以來新低； 

6. 是次調查亦探討了本港中小企對市場經濟變化的看法。73%受訪者認同現時香港經濟不

景，當中 14%受訪者表示，若經濟不景情況持續，公司一年內將面臨結業危機； 

7. 相較半年前的調查結果，有明顯改善。當時 90%受訪者認為香港經濟不景，近兩成企業表

示一年內恐會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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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公布。 

 
下載 2016 年第四季「渣打香港中小企領先營商指數報告」，請按此。  
(以上資料由渣打銀行提供) 

 

https://www.smeone.org/images/content/sme_index/scb_sme_index_report_2016q4_chi.pdf
https://www.smeone.org/images/content/sme_index/scb_sme_index_report_2016q4_chi.pdf


 

 

 

「預設投資」相關通知 計劃成員要留意 

預設投資策略（簡稱「預設投資」）將於 4 月 1 日推出，強積金受託人正向全港的強積金計劃成

員發出《預設投資策略實施前通知書》（「通知書」），解釋相關法例對其帳戶可能造成的影響。 

 

「通知書」載有大量重要訊息，包括何謂「預設投資」、新法例對強積金帳戶的持有人可能帶來

的影響，以及新修訂的管限規則等，因此計劃成員應仔細閱讀「通知書」，假如在今年 1 月底前

仍未收到「通知書」，便應馬上聯絡受託人。 

新法例對強積金帳戶造成的影響，有以下幾點值得留意： 

 

首先，在 4 月 1 日後新存入的強積金（不論是存入法例生效前或之後開立的帳戶），如果計劃成

員沒有向受託人作出投資指示，一般而言，其強積金將會按「預設投資」作投資。 

 

第二，在新法例生效前已累積的強積金，如計劃成員從來沒有作出投資指示，而其強積金正按現

時的預設安排進行投資的話，在新法例生效後，受託人一般會將這筆已累積的資產轉為按「預設

投資」進行投資。不過，這些帳戶的持有人將於 4 月至 9 月，收到受託人發出的另一份通知書，

屆時他們可在訂明的限期前選擇是否退出「預設投資」。 

 

第三，在新法例生效後，所有計劃成員可以主動選擇採用「預設投資」，或投資於「預設投資」

下的基金。 

另外，如計劃成員離職後沒有處理其供款帳戶，其帳戶內的強積金會按法例轉移至個人帳戶，這

些強積金的投資安排將維持不變。不過，因為計劃成員其實沒有就將來存入這個個人帳戶的強積

金作出任何投資指示，所以在 4 月 1 日後，如有新的強積金存入這個個人帳戶（例如當計劃成

員整合個人帳戶），而計劃成員沒有另作指示，該筆強積金便須按「預設投資」進行投資。 

 

另外，所有「通知書」和計劃最新的要約文件，都已上載至各個受託人的網頁。積金局網站亦提

供相關文件的連結。各位中小企僱主可以向僱員傳遞有關「預設投資」的資訊，以加強僱員對這

項新產品和新法例的認識。 

 

積金局 

熱線：2918 0102 

www.mpfa.org.hk 
 
 
 
 

(以上資料由積金局提供) 

http://www.mpfa.org.hk/








 

 
 

2017「最佳中小企業獎」、「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及「中小企青年創業獎」 

為推動香港中小企的持續發展，本會於 2006 年創辦「最佳中小企業獎」及「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
藉此公開嘉許及表揚獲獎中小企業的企業精神及曾經給予中小企業大力支持的拍檔企業。同時，為
鼓勵青年創業精神及表揚其獨創營銷意念，本會於 2014 年創辦「中小企青年創業獎」，以加強他們
對創業的決心。 
 

現已接受報名，一同打造成功的品牌！ 

「最佳中小企業獎」參加資格： 
1. 參選企業必須為香港註冊公司，並且以香港為主要的

營運基地，在過去的業務營運和發展過程中，對香港
工商業或經濟發展有顯著的貢獻或影響；在不同領域
上得到顯著的成績，以及具體展現了自強不息，克服
逆境的能耐。  

2. 參選企業必須在香港註冊超過三年或以上，並擁有最
近兩年由會計師核准的財務報表。 

3. 參選企業須為中小企規模之公司，而上市公司則不能
參與有關獎項。 

 

「中小企青年創業獎」參加資格： 
1. 參選企業之東主或領導須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或之

前年齡介乎 18 至 45 歲。 
2. 參選者必須持有有效之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3. 參選企業必須在香港註冊超過一年或以上，但不超過

五年，並且以香港為主要的營運基地，並擁有最少一
年由會計師核准的財務報表。 

4. 參選企業須為中小企規模之公司，而上市公司則不能
參與有關獎項。 

 

「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參加資格： 
1. 參選企業/機構必須為香港註冊公司，以香港為主要的

營運基地。 
2. 參選企業/機構於過去對香港中小型企業的業務營運和

發展，曾給予支持和配合，並得到顯著的成效和貢獻。 
3. 參選機構/企業必須在香港註冊超過三年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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