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 16日(星期一) 會員周年大會 
 

   詳情請向秘書處查詢 

各位會員： 
歷時將近半年的極端暴力的局面，既給香港人在生活上的諸多不便，也

給香港的中小企業帶來災難性的打擊。政府統計處 11 月初公佈的數據顯示，
9 月零售額按年下降 18.3%，連續 8 個月下挫，十一黃金周的市道亦亦大規
模暴力事件而大受打擊。 

根據統計數據顯示，10月 1 日至 6 日期間，整體出入境旅客有逾 398 萬
人次，比去年同期逾 582 萬人次按年下跌超過 3 成。香港旅遊業議會更指出，
十一黃金周假期的首 4 天平均每天僅有 22 個內地訪港團，比去年銳減 9 成，
情況十分嚴峻，加上封路、堵路、暴力示威等違法行徑影響市民的出行及消費
意欲，故此可以預期 10 月份的零售額會錄得更驚人的跌幅。此外，政府於 10
月底公布的數據顯示，本地生產總值(GDP)按季收縮 3.2%，由於第二季已經
收縮 0.5%一連兩季出現負增長，意味本港步入技術性衰退，也屬 10 年來首
見。     

數十年來，香港中小企業憑藉自强不息的精神，歷經無數風雨，依然屹立
不倒。今天，我們面對前所未有、内外交困局面，「但相信彩虹總在風雨後」，
希望業界團結同心，抱著「關關難過關關過」的決心，靈活變通，走出困境。
本會理事會同人將繼續貫徹創會宗旨，為香港中小企業爭取權益、為會員提
供更多便利及商機、亦將更積極向特區政府反應對業界發展有利的建議，做
好會員以及業界與特區政府的溝通橋梁，為香港中小企業界作出更積極的貢
獻。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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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3 日 – 香港青年聯會_第二十七屆會慶 
本會巢國明會長應邀出席由香港青年聯會舉辦

的第二十七屆會慶及會董會就職典禮。 

 

 

9月 16日 –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_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酒會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七十周年酒會，日前假香港萬豪酒店舉

行。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外交部駐港副特派

員楊義瑞，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等出席主禮，數百名各界代表聚首同慶，本會巢國明會長亦應邀

出席祝賀。 

 

9月 17日 – 香港飲食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周年酒會 
為慶祝祖國成立 70 周年，餐飲界第一次聯合組織慶

祝國慶活動，由業界不同協會及組織作支持機構、聯

合組織餐飲業界籌委備委員，並假於 THE ONE 舉辦

是次酒會。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大紫荊勳賢 GBS,JP、

中聯辦譚鐵牛副主任、行政會議成員兼立法會飲食界

議員及是次籌委會榮譽主席張宇人先生 GBS 到場擔

任主禮嘉賓。本會劉定志副會長亦應邀出席祝賀。 
 

9月 18日 –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_十三周年誌慶晚宴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假萬豪酒店舉行

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暨十三

周年誌慶晚宴」，與各位嘉賓一同慶祝，祝賀祖

國及專資會邁向更豐盛的未來。十三周年誌慶

晚宴。本會巢國明會長亦應邀出席祝賀。 
 



 

 

9月 19日 – 香港五金商業總會_成立 89 周年暨第 62屆理監事就職典禮 
本會邱斌副會長亦應邀出席祝賀，香港五金商業總會於 9 月 19 日舉辦成立 89周年暨第 62 屆理監

事就職典禮。 

 

9月23日 –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_85周年午餐酒會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 70周年 
本會巢國明會長應邀出席由香港中華廠商

聯合會，假君悅酒店舉行之 85 周年午餐酒

會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周年。邀

得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

聯辦副主任譚鐵牛、並雲集近 500 名政府

各級官員、行政會議成員和立法會議員、

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各國駐港領事

等，一同慶祝這個別具意義的時刻。 
 

9月30日 – 第八次會長會及理事會會議 
本會於 9 月 30 日舉行第八次會長會，並當晚舉行理

事會會議及鯉魚門晚宴。當晚與 9 月及 10 月生日之

星舉行生日會，共渡愉快的晚上。 

 

 

10 月 1日 –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_升旗儀式暨國慶酒會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升旗儀式暨國慶酒會分

別於灣仔金紫荊廣場及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本會巢國明

會長亦十分榮幸獲邀出席祝賀。香港特區署理行政長官張建

宗、中央駐港機構負責人等嘉賓及特區政府官員、行政會議

成員、外國使節、社會各界人士等近 2000 人參加。 

香港擁有堅實的根基，以及國家的堅定支持。只要堅守“一

國”原則、善用“兩制”之利，好好把握機遇推動經濟多元

發展，無論任何困難，都必定可以乘風破浪，向前邁進。祝

願國家富強昌盛，香港穩定繁榮。  



 

 

10 月 3日 –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_進出口企業大獎 2019頒獎典禮暨晚宴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進出口企業大獎 2019 頒獎典禮暨晚宴，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廳舉行，以

表揚於不同方面擁有傑出表現的進出口企業。本會代表亦應邀出席。  

 

10 月 9日 – 2018-19年度「積金好僱主」嘉許典禮 
強制性公積金制度（強積金）是香港退休

保障的支柱之一，現時約有 29 萬名僱主定

時為僱員安排強積金。「積金好僱主」嘉

許計劃於今年正式踏入五周年，計劃的目

的除了是促進僱主履行法律責任外，更希

望鼓勵僱主為僱員提供更佳的退休福利；

並表揚關顧及重視僱員退休保障的僱主。

本會巢國明會長亦獲邀出席。 



 

 

10 月 10日 – 香港各界慶祝雙十節暨辛亥革命一百零八周年酒會 
欣逢辛亥革命 102 週年，香港各界假九龍尖沙咀洲

際酒店舉行慶祝雙十節暨辛亥革命 102 週年酒會，

總計有逾 800 位台鄉商社團、傳統社團、學術及政

商等各界人士齊聚一堂，本會常務副會長周嘉弘先

生代表亦應邀出席。在兩岸良性互動下，近年來台

港交流也不斷有建設性的正面發展。  

 

 

10 月 14日 – 2019香港電子業商會_周年晚宴暨會董就職典禮、電子業獎及

香港電子業商會創新科技專題畢業報告比賽頒獎典禮 
本會巢國明會長應邀出席由香港電子業商會_周年晚宴暨會董就職典禮、電子業獎及香港電子業商會

創新科技專題畢業報告比賽頒獎典禮。 

 

10 月 16日 – 社會福利署_2019 企業義務工作分享會暨嘉許禮 
由社會福利署舉辦之 2019 企業義務工作分享會暨嘉許禮，假香港青年協會大廈舉行。召集人為本會

之榮譽會長劉健華，本會巢國明會長及吳宏斌榮譽會長亦應邀作分享嘉賓。此嘉許禮旨在鼓勵企業專

注發展業務同時，多作社會服務，回饋社會。 



 

 

10 月 17-19日- 大灣區考察團(珠海、橫琴、澳門) 
本會會長巢國明先生帶團與各理事一同前往珠海、橫琴及澳門考察各中小企公司。如：小可樂科技、

誇境說、創新方等等。 

本會代表亦獲邀出席於 10 月 18 日舉行之第十六屆世界華商高峰會。 

世界華商高峰會已成為全球華商一年一度聚首澳門，集思廣益，合作發展的重要平臺。本屆大會以

「新科技、新機遇、新發展」為主題，華商結合澳門歸僑僑眷的資源優勢，利用澳門精準聯擊內地

與葡語系、歐盟、東盟等國家的優勢，攜手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共迎新時代，把握

新機遇。當日，更前往澳門大學及澳門青創中心考察參觀超大規模集成電腦國家重點實驗室、中藥

質量研究實驗室等。 

 
  
 
 
 

 

橫琴規劃建設展廳 

小可樂科技有限公司 

橫琴發展有限責任公司 



 

 

 

 

 

 

 

 

 

 

 

 

 

 

 

 

 

 

 

 

 

誇境說、創新方 

第十六屆世界華商高峰會 

澳門大學、中藥質量研究實驗室、青創中心 



 

 

10 月 24日 - 僱員再培訓局_2019-20年度「伙伴周年聚會」 
本會代表副會長兼財務長黎卓斌先生出席僱員再培訓局(ERB)於 10 月 24日舉辦「伙伴周年聚會」，

當日參加僱主機構及培訓機構多達幾百位，本會代表亦獲邀出席祝賀。 

 

 

 

 

 

 

10 月 25日 – 2019 友商有良企業嘉許計劃嘉許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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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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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架構人士、更生人士、退休人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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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0月 25舉行了【2019/20

「友商有良」】嘉許典禮，本會非常榮幸邀請

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 GBS, JP 擔

任主禮嘉賓。當日除頒發獲獎企業外，更舉 



 

 

行分享會，邀請了友誼及技能發展中心創辦人, 導航會計秘書顧問僱主, 創業軒代表及僱員，及啟勝

物業代表及僱員(共 6 位代表)，分享當中經驗及得著，令出席者更了解聘用不同類別人士的相關資

訊。今年，更加插由工業貿易署中小企資助基金介紹，希望幫助各中小企業更了解申請資格及程序。

當日參加企業共 400 多間，場面盛大，感謝各方嘉賓、商會、機構、院校及企業的大力支持。 

 

 

 

 
   

 
 
 
 
 
 
 
 
 
 
 
 
 
 
 
 
 
 
 
 
 
 
 
 
 
 
 
 
 
 
     

 



 

 

 

10 月 29日 – 勞工處_好僱主約章 2020起動禮 
由勞工處舉辦的《好僱主約章》嘉許禮，見證各行各業、不同規模的機構，一同承諾採納良好人

力資源管理措施，以及向各界推廣「好僱主」的理念。本會代表吳家榮永遠榮譽會長兼常務顧問

亦榮幸應邀出席。 

 

10 月 31日 – PCCW_港人港情品牌大獎 2019-20 
本會代表吳家榮永遠榮譽會長兼常務顧問應邀出席「港人港情品牌大獎」。獎項由各行業之翹楚及學

者組成的強大評審團作出評核，提倡香港精神、積極推動創意及互動，在業界具有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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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第四季度指數                                        發佈日期: 2019 年 10月 24 日 

 
2019 年第三季「渣打中小企指數」調查，綜合營商指數較上季下跌 7.0 至 39.0，屬三年以來低位，

顯示中小企的營商信心進一步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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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 

2. 「招聘意向」（47.6）、「投資意向」（36.1）、「盈利表現」（23.6），分別下跌 3.0、7.5 及 11.2； 

3. 「營業狀況」錄得較大跌幅，下跌 12.2 至 24.2； 

4. 「環球經濟」由上季的 12.1 下跌至 8.9； 

5. 行業方面，「製造業」、「進出口貿易及批發業」及「零售業」三大行業分類指數同時下跌； 

6. 就國際貿易談判的發展趨勢，持審慎看法的受訪中小企由上季的 48%升至今季的 51%； 

7. 就應對國際貿易摩擦的行動計劃，52%中小企表示已有相關的行動計劃，其中最多中小企表示

會開拓新銷售及業務營運市場（48%），其次是減少投資（45%）及精簡人手（35%）等； 

8. 70%的受訪中小企認同開拓新市場可突破目前營商困境。在眾多行業當中，資訊及通訊行業有

80%的受訪中小企表示認同，其次為製造業（77%），以及進出口貿易及批發（76%）； 

9. 開拓新市場時，48%中小企表示會參考現有市場數據和資訊，其次為提升團隊能力（36%），

及參加相關會議、展覽、講座、交流活動等（34%）； 

10. 被問到開拓新市場時，中小企希望得到的支援，最多受訪中小企表示希望得到政府/機構資助

（47%），其次為合作夥伴配對（36%），以及新市場資訊（35%）等； 

11. 86%中小企認同數碼科技應用是業務發展的趨勢，被問到希望得到哪些數碼科技應用的支援

時，表示需要支援的中小企希望得到技術人才上的支援（65%），其次為資金上的支援（54%），

以及科技解決方案上的支援（4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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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 月公布。 

 (以上資料由渣打銀行提供) 

https://www.smeone.org/images/content/sme_index/scb_sme_index_report_2019q4_chi.pdf


 

 

自願性供款壯大強積金儲備  

強積金制度的設立，首要當然是透過僱主和僱員定期供款，為僱員建立基本退

休儲備。積金局數據顯示，截至今年 6 月底，強積金的有關總資產值已超過

$ 9, 10 0 億。  

 

有見於強積金旨在為僱員提供基本退休保障，因此積金局一向鼓勵在強制性供

款以外，作出自願性供款，以加強退休儲備。近年，越來越多僱主亦抱持同一

理念，為僱員作出相關供款。在 2 018 年內，共有約 16 ,1 00 名僱主為約 3 5 萬

名僱員作出自願性供款。  

根據積金局剛公布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計劃成員累算權益統計分析》年度

統計報告，以 2 018 年為例，不論是自願性供款總額或是作出自願性供款的僱

主和僱員的數目都有增加。過去 10年間，自願性供款總額（不包括特別自願性

供款）已由 $43 億增加至 $116 億，增幅為 167%。同期的自願性供款佔供款總額

百分比則由 10%增加至 16%。  

截至 2018 年底，約有 9 萬個僱員供款帳戶是於 2000 年 12 月（即強積金制度開

始實施時）開立並持續收取供款，這些帳戶中由強制性供款所產生的強積金平

均為 $ 36 萬，當中約 3 萬個帳戶除了強制性供款外同時持有自願性供款，這些

帳戶的強積金平均更達 $ 8 4 萬。  

 

政府通過法例，由 2 01 9 年 4 月 1 日起，作出強積金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TV C)的

計劃成員可獲稅務優惠，鼓勵市民及早養成儲蓄習慣，為退休開支作出準備。  

假設以一個剛進入職場的年輕人為例，若在 40年的供款期內只作強制性供款（即

僱主及僱員合共供款 10%），按現值計算，他將會獲得約 $130 萬的強積金。但

假設他按其有關入息的 5%額外作出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TVC），同樣按現值計

算，他獲得的強積金總額將達約 $200萬，較只作強制性供款多出 50%。  

由此可見，如強積金計劃成員能供多一點點，選擇作出 T VC，除了可以慳稅之

外，亦能夠壯大退休儲備，在退休時便可得到更穩健的退休保障。  

 

作為僱主也可積極考慮協助及鼓勵僱員增大其強積金供款額。此舉既可協助僱

員充實其強積金儲備，亦可令僱主提高在招聘和留住優秀員工方面的競爭力。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熱線：2918 0102 

www.mpf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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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警務署 
二零一九年(一月至六月)與二零一八年(一月至六月)罪案數字比較 

 

 

 
 

 

 
 
 
 



 
 
 

競爭事務委員 
競爭事務委員會展開「舉報反競爭行為」宣傳活動 

競爭事務委員會（競委會）近日展開了「舉報反競爭行為」宣傳活動，鼓勵社會各界向競委會舉報

懷疑反競爭行為，並解答商界及公眾在作出投訴時可能存有的疑慮。 

 

新一輯電視短片已於各大電子平台播放，競委會同時亦推出了一個專題網頁，除了載有辨識反競爭

行為的實用資料、及競委會如何處理投訴等資訊外，亦彙集了公眾人士作出投訴時可能遇到的疑

問，及競委會的回應。 

如有進一步查詢，歡迎致電 3462 2118 / 電郵 enquiry@compcomm.hk 聯絡競委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aF_p9yNgWk&feature=youtu.be
https://www.compcomm.hk/reporting/tc/
mailto:enquiry@compcomm.hk


 
 

 

香港郵政 
「易網遞」、「易網郵」和「大量投寄空郵」服務 

鑒於本地及跨境網購產品日趨多元化，我們遂因應互聯網商戶及網購人士的需要，近年推出多項相

應服務。以下將介紹部分國際郵件服務(主要涉及投寄兩公斤以下郵件者)，以供參考。 

 
易網遞 e-Express 

易網遞服務設有郵件網上追蹤功能，為你提供一個更快捷實惠的可靠方案把商品寄給客戶，輕鬆無

憂。易網遞服務覆蓋全球 43 個主要目的地，所寄郵件越重節省越多！只需點擊我們的投寄易

(EC-Ship)網上平台，即可盡享優惠！ 

有關易網遞服務的郵費和其他細節，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s://www.hongkongpost.hk/tc/sending_mail/international/air/eexpress/index.html 

 

易網郵 iMail（大量投寄空郵掛號郵件） 

易網郵服務致力提供價格相宜及可靠的郵遞方案，讓網上賣家把貨品郵寄往海外。大部分目的地的

郵件均備有網上追查資訊，派遞時並須簽收確認，令你倍感安心。易網郵更設有賠償及附加保險服

務，為你的郵件提供更大的保障。 

 

易網郵服務的最少投寄量為每個目的地不少於 5 件郵件及每次投寄不少於 20 件郵件；每次投寄的

每件郵件平均重量不少於 100 克，因此每次投寄最少投寄重量為 2 公斤。 

 

易網郵郵費撮要： 

目的地 郵費(港幣/每公斤) 郵件處理費(港幣/每件) 

中國內地 $31 $30 

美國 $69 $31 

英國 $65 $32 

台灣 $69 $25 

日本 $31 $33 

 

 

 

 

 

 

 

 

https://www.hongkongpost.hk/tc/sending_mail/international/air/eexpress/index.html


 

 

 

易網郵及空郵掛號郵費比較 : 

目的地 

平均郵件重量 300 克 平均郵件重量 500 克 

易網郵 

（每件）$ 

空郵掛號 

（每件） $ 
可節省 %  

易網郵 

（每件）$ 

空郵掛號 

（每件）$ 
可節省 %  

中國內地 39.3  64.6  -39.2% 45.5  96.6  -52.9% 

美國 51.7  75.5  -31.5% 65.5  113.5  -42.3% 

英國 51.5  75.5  -31.8% 64.5  113.5  -43.2% 

台灣 45.7  64.6  -29.3% 59.5  96.6  -38.4% 

日本 42.3  75.5  -44.0% 48.5  113.5  -57.3% 

請按以下附件查閱易網郵的郵費： 

 
有關易網郵服務的其他細節以至服務條款及細則，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s://www.hongkongpost.hk/tc/sending_mail/international/air/imail/index.html 

 

大量投寄空郵（大量投寄不設追蹤資訊的普通空郵信件或郵包） 

大量投寄空郵服務的郵費較普通空郵信件或郵包更經濟實惠。透過投寄易網上平台，你可以優惠的

郵費投寄大量郵件到全球超過 90 個海外目的地，享受高效而可靠的郵遞服務。免費的「郵袋追蹤

服務」更可為你提供兩項資訊，包括郵袋的「投寄日期」及「離港日期」，讓你無需費心。 

 

大量投寄空郵服務的最少投寄量為同一次投寄中，每個郵袋寄往同一目的地或其互換局不得少於 7

公斤。 

請按以下附件查閱大量投寄空郵服務的郵費： 

 
請注意：如符合以下條件，必須使用大量投寄輕郵件服務，屆時上述郵費將不再適用― 

- 寄往克羅地亞、埃及、法國、德國、英國、印度、日本、韓國、新西蘭、菲律賓、葡萄牙、俄

羅斯、瑞士、台灣、泰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或越南的空郵郵件，而其重量不超過 50 克；以及 

- 同一寄件人一日內投寄1500件或以上郵件，或兩星期內投寄5000件或以上郵件往同一目的地。 

有關大量投寄空郵服務的其他細郵以至服務條款及細則，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s://www.hongkongpost.hk/tc/sending_mail/international/air/bam/index.html 
如有興趣使用易網郵服務，歡迎致電 2921 2277 與我們聯絡。如欲查詢易網遞、大量投寄空郵或其他相關

服務，請致電服務查詢熱線 2921 2222。 

https://www.hongkongpost.hk/tc/sending_mail/international/air/imail/index.html
https://www.hongkongpost.hk/tc/sending_mail/international/air/bam/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