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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商会”简称（香港

商会HKCCC），经国家商务部批准，在民

政部登记注册，于1993年在北京成立。香港

商会是非牟利性、集商务及社交为一体的社

会团体。目前，除北京、上海（1996年成立）

和广东（2000年成立）外，天津、武汉、青

岛、成都、杭州、沈阳和哈尔滨均已成立香

港商会。

我们的宗旨是：促进香港与国内经济贸

易合作和文化交流，加强与国内有关政府机

构及企事业单位间的联系，并组织联谊活

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驻华商会在经济及

文化方面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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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先启后，新一届理事局再创佳绩

会长 杜源申先生
Mr. Sonny Doo

伟博儿童福利基金会

2015年是利好的一年，迎来广东

设立自贸区和CEPA就服务贸易自由

化的补充协议两项好消息，对于在粤港

商，这将是掌握机遇、寻觅商机的最佳

时机。对于刚接任中国香港（地区）商

会-广东会长的本人来说，也倍感兴奋，

希望新一届理事局承接去届成员的骄人

成绩，让商会为更多港商做出贡献。

商会会刊《Contact》出版至今已

进入第16个年头。为更好服务会员，编

辑委员会进行了轻度的改版，增加了焦

点透视、南粤经济、专题报道等专栏，

剖析最新政策为港商提供的商机和经

济前景。本期重点推荐香港大学经济及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丘东晓教授对自

贸区的分析、自贸区和CEPA补充协议

的解读。关心经济动向的会员，应该看

看香港财经名嘴石镜泉对2015年经济

发展的预测。

香港商会过去两年，在会员增长和

组织活动等方面，有非凡的表现，在这

里，我衷心感谢上一届理事局的领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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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自贸区前景乐观
港商应按行业选驻点
访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丘东晓教授
采访 _ 梁振声、凌伟文   撰文 _ 凌伟文

继上海自贸区之后，全国人大十二次会议于去年底宣布在2015年3月1日起，在广东、天津和福建增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的决定，国内外随即兴起一股自贸区概念热。为了让港商更好了解政策并适当选择商机，Contact特走访专门研

究国际贸易、投资的港大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丘东晓教授，为读者做出精辟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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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上海自贸区发展有点慢，

广东自贸区的发展应如何看待? 

丘东晓：要了解自贸区，我们首先

要明白自贸区的主要目的。自贸区其中

一项重要任务，是金融改革，并为人民

币国际化做试点。政策是会一步一步放

松的；大家可以看见，上海自贸区的负

面清单，从最早的600多缩减到现在的

300。因为自贸区是一个实验，必须稳

定发展。但，自贸区的实验期只有3年时

间，可以预见，如果发展顺利，步伐会

越来越快。

相对于上海自贸区，广东自贸区可

以乐观一点，主要原因，上海自贸区没

有特别的针对性，广东自贸区则针对着

香港和澳门，而香港和广东的经济本来

就唇齿相依，所以应该比较容易成功，

见效也会比较快。加上在新自贸区公布

后，商务部随即跟香港签署了CEPA的

补充协议，（CEPA更大的意义，是服务

业的开放但金融业不是那么开放）这个

时候加签，是很好的补充。香港的经济

大部份是服务业，配合更多优惠的政

策，港商又都比较有准备，因此，广东自

贸区发展是可以看好的，而且，对香港

也具有很大意义。

Contact：广东自贸区发展有些什么样

的特点？

丘东晓：自贸区是12月底成立，3月

1日开始执行。很多具体细节还有待公

布。先参考上海自贸区发展的特点：主

要三个方面，首先是政府部门职能的改

变，让运营加速，第二方面是负面清单

的列出。第三是金融体系改革，汇率改

革。一年多以来，成效没有想象中大。

政府改进这一点做的很快，但负面清单

有点长，没吸引太多投资人。广东的自

贸区的讨论开始得比较早。政策跟上海

不会有太多的不同。自贸区的侧重点是

金融、投资。前海也明显是侧重金融改

革。南沙可能主要侧重高科技研发和生

产方面。横琴因为靠近澳门，可能发展

又不一样。对香港影响比较大的，可能

是前海和南沙。对香港的影响在哪里？

香港的经济历来都是跟内地息息相关

的，过去30多年，香港也是随着大陆的

开放不断腾飞，在中国的发展之中获得

不少利益。这一次是大陆小范围的进一

步开放，恰恰是金融、投资方面的开放

比较多一点，这对香港更有利，因为金

融、投资是香港比较有优势的行业。因

此，广东自贸区对香港，会带来有利的、

正面的影响。

Contact：具体哪些行业会获益？ 

丘东晓：香港在过去30多年来进

入国内发展的行业，都应该能获益。如

果前海自贸区允许金融业做更多生意，

银行就会很受益，特别是小规模的财务

机构。开放以后，整个广东省产业链均

获得升值机会，香港的企业，特别在物

流、跟服务有关的，比如说保险、航运

都会得益。如果香港的企业已经有参与

到国内的业务，就会先享受到利益。如

果还未参与到国内的业务，就没什么影

响。因此，香港企业应先参与到国内的

业务。

金融、旅游、教育、保险等都可以

收益。会计、法律行业是否受惠，就要

看负面清单，只要能跨境提供服务，都

有可能受益。

Contact：李克强总理亲临前海，见证

网上银行第一笔贷款，给我们带来什么

启示？

丘东晓：前海网上银行是个试点，

主要关于金融改革。国内的金融体系一

直受国内几家主要银行的影响，它的贷

款对象多是国内一些大企业，一般民营

企业很难得到贷款。因此出现了影子银

行，和小的贷款公司，如果全国这样去

做，可能会有危险。前海作为一个实验

点，会有多大影响，要看下一步发展。

香港由于资金比较便宜、丰富，如果能

带到那边去，国内是很需要的。这是小

规模的金融机构的机会点。



CONTACT 006

PROPERTY  楼盘FOCUS  焦点透视

Contact：广东三个自贸区，发展速度

和方向会有差别吗？港商应如何选择落

脚点？

丘东晓：港商在前往自贸区发展

时，应该稍为慎重一点。如果原来已经

有准备要到广东发展的，这是一个很好

的机会，肯定会比以前更开放。可以加

快步伐。如果不是已经有准备，应该要

慎重。不要操之过急、一窝蜂上去。

三个自贸区之中，横琴靠近澳门，

主要针对澳门；南沙比较着重高科技研

发和工业；前海着重金融；港商在选择

地点的时候，不是看这自贸区发展的速

度，而是看哪里的侧重点跟自己的行业

最具相关性。

要注意的，是中国政府不希望把自

贸区发展成为一个房地产项目。抢地如

果没有特别的项目，是有风险的。

Contact：有国内媒体报导说，深圳和

珠海经济特区里加了自贸区，区内的企

业有可能享受“政策迭加”待遇？

丘东晓：首先，深圳和珠海经济特

区在最早称为特区的时候，享受着一定

的优惠；但随着国内发展，给予特区的

政策普及之后，这些优惠已经不是经济

特区特有了，深圳的特区享受的政策也

没有那么明显。但是金融方面的改革试

点，只在自贸区进行，是一个深化的优

惠政策。因此不会有政策迭加的效应。

Contact：负面清单跟以前的政策有什

么分别？好处是什么？

丘东晓：以前的政策在所谓限制

性的行业没有列明什么不可以做，遇到

这范围的业务，要先申请后才知道是否

获得批准，对拟在国内开发业务的企业

造成一定的滞后。限制性的恰好又比较

多，国外的投资者不容易搞清楚。负面

列表则给出很清楚的不可经营项目，没

说不可以的就都可以，国外投资者比较

容易了解。同时，经过头一轮实验，广

东自贸区的负面清单所限制的范围，应

该比上海的少。

自贸区对GDP增长的刺激作用，

需要时间积累才能看见。但总体方向是

明确的。未来自贸区的发展，取决于自

贸区有多大的自主权，政策逐步开发的

速度。因为试验期只有三年，应该要有

比较明显的效果。上海自贸区开始一年

后，就宣布了第二轮自贸试验区，说明

它还是往好的方向。而且可能还会有第

三轮。

以前特区也是这样，慢慢发展越

来越多，自贸区都是分散的，每个都有

不同的侧重点，所以不会带来太大或恶

性竞争。自贸区带来的政策如果能普

及，说明离金融改革已经成熟，对整个

中国的经济发展肯定是好事。



CONTACT 007

焦点透视  FOCUS

南沙自贸区：区域开发，凸显港口、交通、保税物流和加工

南沙自贸区以综合交通枢纽为发展思路，将区域划分

成七个区块。从南沙新区既有的规划看，庆盛枢纽主要通

过轨道交通连接香港、深圳和广州市区，通过高速公路连

接珠江两岸，以此带动高端服务业合作区发展；而南沙枢

纽则通过快速铁路、城际铁路、地铁、高速公路汇聚，形成

珠江湾区的交通枢纽。

在海港区块内有南沙保税港区港口区和物流区，在南

沙枢纽旁边则有万顷沙保税港加工制造业区块，显然保税

物流、加工制造业在南沙片区内也颇受“器重”。在七个片

区中，面积最小为3平方公里的蕉门河中心区，这里重点打

造功能完善的城市综合服务中心，为明珠湾区建设提供支

撑和保障。

60平方公里的南沙片区划分为了七个区块，它们的功

能规划各有侧重，同时有利于带动周边更大范围区域的发

展。有的侧重港口、保税物流加工，有的侧重金融、总部经

济，有的侧重与主城区和珠三角其他地区的交通连接，有

的侧重城市服务功能等，功能基本齐全，这对面积较大的

南沙来说是有利的。

　　

前海：携手香港 金融创新

前海从区位优势、已落实政策来看，都不会脱离携手

香港试点金融创新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定位。因为前海的定

位本来就是金融开放试验示范窗口，加入自贸区，政策的叠

加将加快金融体制机制创新，而地缘优势特别是深港澳的

深入一体化，将使得前海呈现出明显的特色，在全球化金融

服务模式建设方面可能领跑其他自贸区，比如在离岸人民

币业务和跨境财富管理等方面可能表现出更大的优势。

蛇口的优势主要是具有非常完备的基础设施和配套体

系。其次，蛇口有优良的创新文化。加入了蛇口的前海自贸

区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深化粤港澳合作为重点，着力营

造法治化、国际化商业环境，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先行先

试，扩大金融、商贸物流、航运等服务业开放，探索全面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模式、新路径。

广东自贸区

在金融和科技方面，深港合作也有很大空间。香港金

融市场成熟，深圳有好的科技产业基础，目前香港想促进

产业多元化，但地价昂贵，难以独立发展出科技产业，一定

要依托深圳现有力量。香港的国际化环境、英语的广泛使

用、教育制度等有利于吸引国际一流人才，深圳的一流科

技企业或者园区、研究院可以在香港设立基地，吸引更多

国际人才为深企服务。

　

珠海横琴：与澳门共建一中心一平台

横琴自贸区有着明确的发展目标，第一是要把横琴建

设成为珠港澳国际都会区的重要一极，第二个目标就是与

澳门共建‘一中心一平台’——世界级旅游度假中心和中国

与葡语系国家经贸合作平台。广东自贸区获批后，横琴成为

一个自贸区加财税优惠政策叠加的区域。自贸区建设使珠

海再次成为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先行者，有助于粤港澳三地

产业转型升级，对三地发展意义重大。

在横琴新区开发中，“澳门优先”成为原则之一，它颁

布实施了全国第一个趋同港澳的商事登记管理办法、试水

司法改革、引进国际化的仲裁机构……政策支持到位，构建

了趋同港澳的金融、税收、产业等政策环境，并设立初始规

模为100亿元的产业引导扶持基金。在土地供应方面，目前

横琴已供地和签约的澳门项目用地932公顷，占横琴建设

用地的53%。横琴口岸开通24小时通关，也为珠澳合作更

添利好。

在横琴投资，澳门还可“开小灶”。以金融为例，通过

CEPA，降低了澳门银行进入内地的资产要求，目前澳门

的银行只要达到40亿美元即可进入横琴发展。通过自贸

区的建设，横琴在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促进贸易便利

化、金融服务业开放等方面进行探索创新，构建更开放自

由便利的政策体系，更好地承接和提升港澳地区高端现

代服务业转移发展。未来横琴自贸区将实现与港澳在旅

游、商务服务、金融、文化教育、技术研发、人才等领域的

全方位创新合作，打造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合作关系的

枢纽和桥梁。

2014年底，作为最新获批的三个自贸区之一，广东自贸区备受关注。广东自贸区主要以港澳开放和全面合作为

方向，规划总面积116.2平方公里，包括广州南沙新区片区（60平方公里，含广州南沙保税港区7.06平方公里）、

深圳前海蛇口片区（28.2平方公里）和珠海横琴新区片区（28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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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合作论坛
CEPA给予港澳企业承诺：“永保对外开放最高水平”

2014年12月18日商务部与香港、澳

门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

系的安排（即CEPA）》补充协议（以下

简称“协议”），期望在广东省对港澳

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1月6日，在

粤港澳合作论坛上，国家商务部台港澳

司港澳处副处长姬文林解读政策，向港

澳企业带来两大利好消息。

• 港澳企业在广东省内享有排他性的优

惠措施。

内地和香港、澳门，现在签署的协

议是属于FTA的自由贸易协议，是两个

经济体之间具有排他性的优惠措施。也

就是说，除了港澳企业，其他的外资企

业均不能享受。新签的补充协议明确在

广东省先试行，港澳服务提供商在广东

全省均可享受这些优惠措施。CEPA及

之前的补充协议的优惠措施，则在整个

内地均可以享受。

拟签署的协议附件分为内地在广

东省对香港、澳门开放服务贸易的具体

承诺和香港、澳门向内地开放服务贸易

的具体承诺。内地在广东省向港澳的扩

FOCUS 焦点透视

撰文 _ 李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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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透视  FOCUS

大开放，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商业存

在方式下以负面清单形式保留的限制

性措施。按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分类

标准160个部门的分类，逐个领域作出

具体承诺。对于有保留限制性措施的领

域，列明具体限制性措施。二是跨境服

务、电信领域、文化领域以正面清单的

方式列明新增开放措施；同时，为支持

香港草根阶层北上创业，对个体工商户

做了更大的开放，新增开放行业84个，

累计开放行业达130个。

• 未来所有优于CEPA的开放措施均将

适用于港澳企业。

在协议中，双方签署了最惠待遇。

这意味着，在未来内地与其他国家或

地区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中，开放水平

高于CEPA的开放措施，都将自动适用

于港澳。也就是说，CEPA会一直保持

内地 对外开放的最高水平。其实过去

CEPA一直是按照这个原则去做的，但

这是第一次用协议的方式明确下来，有

了法律性上的保障。

全国政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中央政策组特邀顾问张家敏也发表了

自己对协议的看法：“内地向港澳企业

提供更多的便利，同时香港也向内地输

送做大做强服务业的经验。协议确实意

味着更进一步的开放，但“大小门”的

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目前协议在广东省

试点，如果效果显著，未来可能会推广

到内地的其他地方，让更多人才和资源

得到聚集，形成南中国共同市场。”

关键词：“负面清单”、“国民待遇”

“负面清单”和“国民待遇”的概

念息息相关。“负面清单”意思是

把港澳服务业提供者进入到内地

的、仍然要设定的限制性措施全

部都列出来，剩下的就和内地的

企业条件完全一致。“负面清单”

的演绎是“非禁即许”，也就是限

制性措施之外的，港澳企业进入

到内地都与内地企业享受同等的

条件，待遇完全一致。当然要遵守

内地的法规和接受规管。这是中国

第一次以这样的形式对内地以外

地区签署自由贸易协议，极大地提

高了内地对香港、澳门的开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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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经济展望
中国经济慢幅度向好 股市进入牛市轨迹
专访香港经济日报副社长兼研究部主管 石镜泉
采访 _ 梁振声、凌伟文   撰文 _ 凌伟文

Contact：2014年经济增长整体

放缓，是什么原因？

石镜泉：主要是美国等一些国家

声称将收紧银根，虽然未真正的收紧，

日本甚至欧洲一些地区还在“放水”，

但有了收水的说法，大家虽是“水头充

足”，不过都会慢下来。

过往2009年以来，甚至是2007、8

年，各方面都积极扩展，加上股票市场

兴旺，因此经济增长会快一点。但这些

年实际得益的主要是金融业和楼宇、黄

金炒卖，实体经济甚少获益，在产多于

销的情况下，库存开始积压，生产自然

就会慢下来。

国内的情况也同时慢下来，面对越

南、柬埔寨等市场的竞争，中国已不能

再依赖粗放式、体力劳动集中的行业，

必须提升和转型。

中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今天不

缺大学生、海归，因此应开始搞尖端、

能走出国门的生产。比如说小米手机，

这种能卖到国外去的产品，才能在将来

使进出口贸易平衡。

中国的经济转型和逐步改革的措

施下，经济发展自然会在转型时放慢。

Contact：2015年中国的经济情况乐

观吗？

石镜泉：2015年全球经济发展，将

向目前主导经济市场的中国和美国靠

拢。美国表示经济即将复苏，但由于美

国缺乏制造业，主要是服务业、金融业

及IT业。可是金融业由于雷曼兄弟事

件，导致限制杠杆比例措施出台，因此

发展将会太大。借贷也只会欢迎比较有

实力的大机构，中小企业将会很困难。

非大机构的出路，是经营资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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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的行业，转向用脑子、创意的行业

发展。

总的来说，2015年中国的经济还

是会慢慢向好，唯一要注意的可能是人

民币的贬值压力。国家比较担心货币贬

值导致通缩，因此要有充分的准备。

  

Contact：中国经济改革、打贪行动，

是否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缓慢？

石镜 泉：那 是 必 然 的。为了对付

“不吃饭、不收礼、不干事”的官员，中

国政府出台了不作为，必下马的指示。

但要换一批官员，并要等新人熟习运

作，经济才会恢复快速发展。

中国目前在进行国企改革，部份经

营得不错的国企业务会拿出来转私营，

国退民进，这样经济才能更健康发展。

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提的比较多

的“新常态”，意思就是新的经济市场

规律，要建立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利伯维

尔场经济。让企业赚钱后，回馈社会。

面对越南、柬埔寨等市场的竞争，

中国已不能再依赖粗放式、体力劳动集

中的行业，必须提升和转型。在国内做

生意的朋友应注意，今年的市场发展比

较慢，必须有“捱”的心理准备。

香港商人不用太悲观，必须拓展国

内市场。可以做的事情是针对国内消费

者的喜好，提供他们所想要的产品。不

是所有人都能买得起顶级品牌，但又喜

欢舶来产品，在这方面动动脑子，只要

合理定价，应该能有作为。

Contact：2014年底，股票市场充斥

着牛气，这股牛气能持续多久？

石镜泉：去年股市因为沪港通效

应，出现了一股炒风。由于股价跑在实

香港有很多具有丰富创意的人才，

可是这些创意没有用到帮助经济增长

的层面。香港新一代年轻人应该搞明白

一点，在学历、外语、人脉、技术、世界

视野等方面，他们已经不具备优势。最

可惜的是，有调查发现，六成以上的年

轻人不愿意北上发展。

对香港的新一代，我希望他们能

改变凭感觉判断事情的习惯，必须实事

求是，要讲究事实。用心做事，先求服

务，后求回报，将创意用在对经济有意

义的地方，才能看见希望。

Contact：大家都知道你对股票、金

融很有研究，今年有什么好“贴士”给

Contact的读者？

石镜泉：中国经济改革的同时，必

须将公积金做好，这方面有可能交给

中国人寿和平安保险两家来经

营。有兴趣的可以多注 意

这方面的消息和这两家

公司的股价。

际利润的前面，就是说股价不反映实际

收益，缺乏支持，早晚会回落。股价一

直都是取决于企业的实际盈利。

估计目前的牛气，可以持续到春节

之后。届时政府的工作报告和发展计

划，将决定股市的走势。不过中国股票

市场已进入牛市轨迹，虽然会时快时

慢，但总的来说是会上扬的。

今年股票市场的另一个刺激，是深

港通的实施，这可能在今年6月前就会

发生。深圳股市主要由实业、中小企组

成，有别于上海的蓝筹、金融组合，对投

资者有一定的吸引力。

Contact：香港政府不久前宣布暂停国

内投资移民的申请，这会影响香港的经

济吗？

石镜 泉：多少 会 有一些 影 响。但

是，仔细分析，我们会知道，香港目前

最需要的是人才，不是钱财。如果

能引入一些适合的人才，对香港

的经济有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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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穗三十载累积经验
愿助港商南粤寻商机

专访杜源申会长

CONTACT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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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 国 香 港（地 区）商 会 - 广 东

1999年筹办即积极参与会务的

杜源申（Sonny Wilber Doo）今届卷

土重来，时隔4年，再一次当选会长。这

一次，Sonny换了一个身份，他已经从

普华永道PWC退休，正式告别专业会

计师的身份，全力经营他一手建立的慈

善事业。荣任广东香港商会会长，他的

目标是让商会成为更多在粤港商的“温

暖之家”。

杜源申有着双重性格，在公开场合

中不会很高调，但却天生有强烈的表演

欲，只要给他舞台，他就会使出浑身解

数，唱他爱唱的歌、玩他喜欢的音乐。

殿堂级艺人芭芭拉史翠珊是他的偶像，

他开办的餐厅里也用很多这位天后的

海报装饰。他热爱戏剧、烹饪、健身和

旅游，可能由于精力充沛和对自己有要

求，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

杜会长要求，这篇专访不要报导太

多关于他个人的事情，集中说说香港商

会的发展，可见这位会长对商会的投入

心态。事实上，他这次“重作冯妇”，是

因为上届理事局内，从会长、副会长到

常务理事，有很多因为服务任期届满，

形成新一届出现多个空缺。眼见参选人

士之中，熟悉商会会务的不多，在众多

好友的要求下，毅然决定参选。最终顺

利再次当选会长。

定居广州近三十年，杜会长见证了

广州的蓬勃发展和粤港经济合作的大

幅增长。他说：“我亲眼目睹内地的营

商环境不断的改善和扩大，港商在内地

做生意越来越便利，加上由于CEPA的

签署等优惠措施，来投资的港商一天比

一天多，生意也越做越大。事实证明，

香港商人”北望“过程中找到的不仅仅

是希望，更多的在行进中获得了丰厚的

利润。”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于1993年在

北京成立，1993年和2000年，作为香

港商会的分支机构，上海香港商会和广

东香港商会相继成立。

杜源申介绍广东香港商会成立的

经过时说：由于语言、文化、血亲和地

理位置等原因，广东成为香港商人“北

上”的第一站。当时，广东还没有香港

驻粤经贸办，也没有香港商会，对于来

投石问路的香港小型企业来说，难度很

大。为了给这些商人适当的支持，在香

港贸易发展局与广东省政府等推动和

协助下，成立了广东香港商会。多年来

也实际上给到港商所需的协助。

再次出任会长，杜源申轻松愉悦的

表示，这次的身份不一样。以前是跨国

会计师事务所的主管合伙人，退休后他

主营的是慈善事业，包括在广州民政局

注册的伟博儿童福利基金会和香港的

伟博基金会。为了让基金会持续发展，

他将旗下的餐厅、画廊和室内设计公司

都纳入基金会旗下。他笑言现在是个中

小企业主，更能了解这一阶层的需要。

换了一种身份，可以更好的服务于香港

商会。

杜源申说：“广东香港商会成立至

今正已是第15个年头，商会的会员单

位，已经由早期的100多家增加到500

多家，覆盖各行业和领域。香港的龙头

公司像汇丰银行、东亚银行、新鸿基、

电信盈科以及广东地区很多国际酒店

品牌，都是会员。当然，大部份还是中

小企业。”

谈到商会的未来发展计 划，杜会

长表示，2015年的新挑战，是积极为在

粤港商寻找和开拓更多与外界沟通及

交流的管道，组织商会活动如商务考察

团、交流研讨会、成果分享会等活动，

促进商会成员之间以及与地方政府、内

地知名企业之间的更多合作。希望将商

会打造成广东的“香港之家”。

新一届理事局的副会长及常务理

事，几乎一半是新人。杜会长对这个相

对年轻的新班子充满信心，认为可以有

足够的活力和创意，将香港商会会务进

一步深化。

理事局选出后，杜会长在就职前已

密锣紧鼓进行部署，商定了旗下9个工

作小组的工作部署，新增了关注电商和

零售业的小组和中小企关注组，应对发

展迅猛的电商行业和被自贸区和CEPA

最新补充协议吸引来广东发展的港商

的需求。

杜源申做事作风严谨，从他对病童

医疗费的监控、确保病童实际受惠可见

一斑。他很多时候会亲历亲为，去探访

病童，为受助人带来温暖、快乐，让自己

也更快乐。香港商会交到他手里，对于

未来两年的发展，会员们应该可以有更

多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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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成就  MEMBERS’ ACHIEVEMENTS

林智生    餐饮部行政总监

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

中国酒店人奖-2014年度最受欢迎酒店人大奖

叶永健    总经理

广州纳川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2014 ebay珠宝手表类销量冠军奖

风度翩翩的叶永健（Ben）是香港

商会理事局的另一位青年才俊、从基层

打拼出来的创业者。在香港、韩国寻寻

觅觅之后，6年前终于落户广州，开展电

商业务，并逐步走向成功。

纳川商务从2012年开始，连续三

年获得ebay珠宝手表类销量冠军奖。

手表Ben同样重视的奖项，还有2013年

度香港地区最佳原创品牌大奖、和2013

年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跨界精英奖。

手表Ben做的是电商手表销售，与

一般同业不同的，是他锐意经营品牌，

避免加入价格战。经营几年后，他们的

手表已经在欧美等地相当受欢迎，而大

力打造的Shark品牌，更是得到充分的

认可。

“会员成就”这个新栏目，开宗明义，就是彰显有突出成就的会员，希望通过这些会员的成功经验和分享，给读者带来激励作用。

如果各位会员得到值得报导、分享的奖项、成就，欢迎与编辑委员会联系，我们会派员采访。

栏目的第一期，访问了两位杰出的香港商会会员，他们同时也是新一届香港商会的常务理事。两位年轻才俊的最大的共通点，

他们都是“勤奋”的信奉者。

俊朗不凡的林智生Stanley看似公

子哥儿，但毕业后即加入君悦酒店从基

层做起，先后在香港、上海、日本等地方

服务，继而调派广州，至今已服务同一

机构24年。从一而终的坚持和不懈的努

力，终于得到回响，在2014年获得“年

度最受欢迎酒店人”大奖。

谦虚的Stanley获奖，不忘感谢君

悦酒店多年来对他的栽培和支持。中国

酒店人奖去年底首次在中国举办，相当

于酒店业的奥斯卡；最受欢迎酒店人奖

共有几十位同业参选，由五位资深评委

经过两轮复选，选出五人参加最终一轮

公众投票，决定获奖者。

谈 到 成 功 要 诀，他 认 为 是“ 勤

力”。Stanley形容自己小时候是一个

调皮的男孩，后来受到一个广告的影

响：“今日的努力，明日的成果”这广告

语，对他很触动，从此改变了玩世不恭

的性格，变得认真、努力。另外一件触

动他的事情，是平级的同事晋升比他

快，让他开始思考人家成功的原因，使

得他更用功、更用心工作。

通过不断地培训和实际工作经验，

Stanley已经充分掌握君悦的服务标准，

并对酒店餐饮、销售有丰富的心得。在

开始工作后不久，他感觉到在酒店业发

展必须精通英语，于是利用当时政府对

在职人士提升价值的津贴，在繁忙的工

作之余，用了五年时间学习英语。

对Stanley来说，成功是“勤奋、用

心、自我提升”。

纳川首先主推的品牌Shark，正好

代表了纳川的企业文化。鲨鱼是没有鱼

鳔的，由于这个缺陷，它必须不停地游

动，不断向前。Ben希望公司的同事跟

鲨鱼一样，奋力前进，精益求精。

事业成功的关键，Ben认 为有两

点，一是团队，必须稳定高管，让他们有

信心，同时让全体同事上下一心，为同一

目标努力。二是客户，首先找到客户的需

要、痛点，所有设计、定价都要考虑到顾

客的偏好，尽力让客户对款式、价钱和

服务都完全满意。当然，最终要的还是

不懈的努力。

关于手表Ben生意成功的心得，

Contact将会在今年有专访报导。敬请

密切留意。

关键字：勤奋、提升价值、团队、客户为先

成功人士共同点：信奉勤奋

CONTACT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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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瞬间  REVIEW

Happy Hour 会员聚会

月22日在广州阳光酒店大堂吧

举办的会员聚会，有近80位会

员朋友参与。当晚我们还 邀请了参加

2015~2016年度理事局选举的候选人

01
02
03

幸运的中奖来宾。

聚会来宾交流。

林卫智会长致辞。

01
02

来宾交流。

来宾与11月生日的会员共贺生日。

01
02

来宾交流。

来宾与11月生日的会员共贺生日。

出席，与会员们加强互动。广州阳光酒

店赞助出餐券、房券及演唱会门券让来

宾们在享受美食美酒的同时能有一份

意外的收获。

月7日，香港商会在深圳富临大

酒店陶然吧举办“港深·讲金”

欢乐时光，现场会员来宾们交流热烈，

席间还为11月生日的会员共同庆祝，并

预祝香港商会未来的发展会更好。

01 02

03

02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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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楼盘REVIEW  精彩瞬间

月19日，香港商会得到星河丹

堤的赞助来到南沙参与“星河杯

“高尔夫球挑战赛。经过4小时在阳光

自“做”悠闲茶聚

“星河杯”高尔夫球挑战赛

月6日，香港商会在广州正佳广

场万豪酒店举办烹饪班及下午

茶聚。烹饪班由酒店大厨现场教导各位

杨枝甘露及提拉米苏的制作方法及要
01
02

甜品制作成功。

齐叹中西合璧下午茶。

01
02

来宾球场上合影。

参赛者合影留念。

和风下的竞赛，在颁奖晚宴上，来宾们

尽情举杯，欢畅交流。

领。来宾们兴致高昂地亲自尝试自己操

作，乐趣无穷。烹饪班结束后，来宾们

来到酒大堂吧享用中西合璧的茶点，朋

友间谈笑风生，乐趣无穷。

01 02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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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盈闪耀狂欢圣诞夜

2014年圣诞晚会得到“中盈地产有

限公司”的冠名赞助，于12月10日

在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闪耀开show，

现场400多位会员来宾一起度过了一个

狂欢的圣诞夜。

热情的森巴舞拉开了晚会序幕，来

自政商界代表及会员朋友欢聚一堂。在

乐队的伴奏下，来宾们品尝着丰富的圣

诞大餐，晚会除上舞蹈表演之外，还邀

请到香港著名歌手肥妈Maria Cordero

前来助兴，热闹的气氛令现场来宾沉醉

其中。此次晚会除得到数十家会员企业

买台出席支持外，还得到30多家会员企

业的赞助支持，令来宾们满载而归。

在晚会上，新旧任会长进行了简单

而隆重的交接仪式，衷心祝愿香港商会

在杜源申会长的带领下，更上

一层楼。

01
02

03

新一届理事局成员合影。

邓朱锦韶名誉会长（右二）与幸运来宾
合影。

肥妈表演，热爆全场。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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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5、07、13
06

08
09
10
11

12

新旧会长交接仪式。

                   来宾合影。

梁伟浩荣誉会长（右）向幸运来宾颁发
礼品。

来宾举杯共贺。

林治平名誉会长（右二）为幸运来宾颁奖。

来宾参与抽奖。

喜获机票大奖的来宾在林卫智会长和国泰
航空代表手上接过大机票。

热情森巴舞表演。

09

04

08 11

12 13

06

07 1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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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耀沪港
2014香港商会（上海）周年晚宴

璀璨耀沪港”2014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上海

周年晚宴于周六在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隆重举

行。当晚嘉宾云集，当晚嘉宾云集，星光熠熠，来自沪

港政界领导、商界精英与商会会员近500多位济济一

堂，共襄盛会。香港商会（上海）会长张伟恩先生向莅

临当晚活动的领导和来宾表示了热烈的欢迎。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樑先生在祝

酒词中表示，祝愿沪港两地的合作更上一层楼，并向

在场的所有嘉宾送上祝福。随后，晚会进行了商会续

任荣誉、名誉会长以及理事委任颁授仪式；同时，今年

香港商会（上海）荣膺Best Initiative Award，环球香

港商會联會主席Esther Naegeli女士亲自送上了遥远

的祝福。当晚精彩纷呈的演出、丰厚的礼品，让大家惊

喜连连。香港知名歌星区瑞强先生的倾情演唱为现场

来宾带来一场视听盛宴，将气氛推至最高潮。

01

02

01

02

香港商会（上海）

荣膺Best Initia-
tive Award。
现场领导嘉宾向来
宾祝酒。

  2014年香港商会周年晚会
“ 香港情怀 ·一起走过的日子”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以“香港情怀·一起走过的

日子”为主题的周年晚宴盛况空前。感谢广大在

京港人及其朋友们/政府官员等到场支持。

CHAMBER NEWS  友会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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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复始山河美，万象更新锦绣春。”

2015年的缤纷画卷即将在我们的眼前展开，

每逢年岁交替之际，我们最想表达的情感就是感恩。

2014年12月19日，临近圣诞，武汉香港商会200位新

朋好友齐齐相聚，共同迎接新年的到來，并迎来了武

汉香港商会四周年华诞。

当晚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商会新一届执委

会正式组建，新当选的执委在各位来宾的见证下庄重

地在委任状上按上了手印，象征着他们将用自己的双

手引领着武汉香港商会创造更好的明天，他們将会用

更高的成就去譜写武汉香港商会新的篇章。

和悦
庆祝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天津
成立五周年晚会

月14日，是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天津成立

五周年的日子，海河河畔的香格里拉酒店宴会

厅灯火辉煌，会场内喜气洋洋，商会会员及特邀嘉宾

300余人共同见证了商会成立五周年盛典。

在天津市港澳办主任赵剑岭热情洋溢的演讲中

说到，对天津分会的逐年发展壮大非常欣喜，充分展

示了商会强大的凝聚力，希望在自贸区的新机遇下商

会发挥更大的平台作用，为港人在津投资、工作、生活

做好沟通和桥梁。新任会长杨亮贤上台致辞也对今后

的工作做了展望，希望更多港企港人来到天津，同时

会为大家做好服务工作。来自北京分会的林强会长也

带来了新年祝福。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武汉
周年晚会暨执委会就职仪式

01
02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天津会长杨亮贤。

商会执委们向与会嘉宾敬酒。

01
02

晚会上武汉香港商会全部执委上台献歌。

武汉香港商会执委按手印合影留恋。

01

01

0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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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2014年12月12日，由香港特区政府驻成都经贸办、

香港贸发局、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成都联合

举办，同时得到成都远洋太古里，国泰及港龙航空大

力支持的Bow Tie and High Heel Night 2014圣诞

舞会华丽亮相在300多名商会会员眼前并取得圆满成

功。在活动持续的4个小时里，会员们载歌载舞，不仅

享用了最精致的西式分餐，同时在桌奖环节，商会还

贴心的为每位到场的会员准备了圣诞surprise，让大

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圣诞舞会上，香港特区政府驻成都经贸办主任

刘锦泉先生发表了致辞，同时香港贸发局西区首席代

表吕剑先生、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成都会长黄思远

先生先后发表了祝酒词，他们都表达了一个衷心的愿

望：凭借商会的各项资源平台，为众多会员们在川的事

业和生活提供专业的良好服务，使会员们在四川能感

受到家一般的温暖，也希望通过众多会员们的集体努

力，吸引新的会员加入，使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成

都的队伍不断壮大。

庆祝中国香港（地区）商会--青岛
2014会员大会及周年晚会圆满成功

伴着冬日的暖阳，在各位会员的期待下，2014年12

月13日，中国香港（地区）商会-青岛2014会员

大会及周年晚会在青岛香格里拉大酒店顺利举行。会

员大会到会人数众多，会长李成祚先生和副会长兼司

库黄焯棋先生分别作出2014年会务报告和财务报告，

回顾了2014年商会的运作，并对即将到来的2015年提

出新的展望。会员在监票人的监督下举手表决报告通

过。经会员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执委会成员共七人：

李成祚先生，黄焯棋先生，匡春晖先生，邱传涛先生、

黄德强先生，刘倬伶女士，陈念祖先生。

当天亦举行了三届第一次执委会，执委一致推选

李成祚先生为会长，并选举产生黄焯棋先生为第一副

会长兼司库，邱传涛先生、黄德强先生为副会长，匡春

晖先生为秘书长。

01
02

商会执委们向与会嘉宾敬酒。

青岛第一副会长兼司库黄焯棋先生做财务报告。

01 成都小组执委们在圣诞舞会上合影。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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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杭州
2014“与爱同行”圣诞晚会

月16日，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杭州2014“与爱

同行”圣诞晚会在杭州JW万豪酒店圆满落下帷

幕。在这充满欢乐的日子里，众多杭州香港商会同仁及各

界友人欢聚一堂，来到香港商会的大家庭，欢度圣诞。

当晚，所有来宾均携带着精心准备的圣诞小礼物，

正装出席圣诞晚会。精致的西餐、精彩的节目表演、幸运

抽奖及精彩游戏让大家全场都处于兴奋之中，Bingo游

戏更是全场沸腾，让中奖者惊喜不已。晚会的主旋律——

“与爱同行”也一直贯穿全场，从交换小礼物分享圣诞喜

悦，到Bingo获奖者自发将所有奖金捐助给了兔唇儿童救

助机构，每一个画面都是那么地温馨，在场的每一位来

宾均感受到“爱”的意义。

01

02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杭州执委及小组筹
备人员举杯共祝圣诞快乐。

现场来宾上台互动，与乐队一同演唱。

01

01

02

02

01
02

参加活动会员集体照。

商会执委为沈阳市外办颁发感谢状。

为加深香港企业家对沈阳经济社会的全面了解，

沈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诚邀中国香港（地

区）商会—沈阳会员参加“感知沈阳、共谋发展—香港

企业家沈阳行”系列活动，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分期走

进区县、社区，走进企业、工厂、农村，走进工业、农业、

服务业等有代表性的产业园区，全方位感受沈阳。会

员参观浑南规划馆、国家大学城总部基地、盛京大剧

院\沈阳三菱发动机厂（沈阳航天三菱汽车发动机制

造有限公司）感受颇多，感叹浑南的快速发展。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沈阳
感知沈阳，共谋发展

 友会之声   CHAMBER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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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hip Application Form 会员申请表格 

Please return the completed form to HKCCC-GD:

Rm.909 Main Tower, Guangdong International Building,

339 Huangshi Dong Lu, Guangzhou 510098 China 

 填妥之表格请寄至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东 秘书处

广州环市东路339号广东国际大厦主楼909室

邮编：510098   电话Tel：（8620）8331 1653   传真Fax：（8620）8331 2295

电邮 Email：info@hkcccgd.org   网页Website：http://www.hkcccgd.org

Signature of Applicant（Corporate member with company chop）                                                       Date 日期

申请人签名 （公司会员由公司代表人签名及加盖公章）

（This form must be signed by the applicant and photocopy of this form is acceptable / 申请人或公司代表人必须签名，可接受复印之申请表格）

Membership Type 会员种类（Annual Fee 年费）

□  Corporate Member （Incl. 3 basic members）    公司会员  RMB 2,500 （包括3位基本会员）

□  Individual Member                                             个人会员   RMB 1,200

Company Particulars Corporate /Individual Member  公司/个人会员资料

Company Name (English)  

 公 司 名 称  ( 中 文 ) 

 
Company Address in Guangdong or Hong Kong （English）                                                                                             Postal code

广东或香港联络地址（中文）                                                                                                                                           邮政编码 

 
Tel. No. 电话                                                       Fax No. 传真                                                       E-mail 电子邮件 

 Type of Business 业务种类

□ Consulting Services 咨询及顾问服务                             □ Logistic 物流              □ Manufacturing 制造业             □ Construction 建筑工程

□ Financial（Bank/Insurance）金融（银行/保险）            □ Trading 贸易              □ IT Services 信息科技                □ Advertising/PR 广告/公关

□ Hotel / Travel Agency 酒店及旅游                                 □ Retail 零售                 □ Professionals 专业服务              □ Restaurant/Food Business 饮食

□ Medical & Healthcare Services 医疗及保健服务           □ Property 房地产         □ Others 其他(请注明) 

阁下 / 贵司是否愿意将所填写的会员资料刊登于香港商会网页上供浏览？                 □是   /   □否

I / We agree to conform to, and be bound by the Rules & Regulations as set by the Chamber. And known that I/We do not have the right of election and voting. 
     本人/我司接受并会遵守此商会制定的章程和条款并知悉本人/我司登记成为嘉宾会员不享受选举权及投票权。

Please provide the following supporting documents.                           表格填妥后，请连同以下证明档一并传真或递交至商会秘书处：

     - Corporate Member: Copy of Business Registration                      公司会员：需提供有效之营业执照或商业登记证副本
     - Individual Member: Copy of Hong Kong ID Card                 个人会员：需提供香港身份证副本

For Official Use Only  商会填写





CONTACT 045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594号百脑汇科技大厦B座24层

电话：（020）38102739  15622799844  传真：（020）38102457   电邮：o.wind@vip.163.com



CONTACT 046

PROPERTY  楼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