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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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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　杜源申先生
Mr. Sonny Doo

伟博儿童福利基金会

杜源申            会长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东

他“退休＂后的生活。欲知曾钰成是否

会参选下一届香港特首选举，请大家细

读访问，看看是否可以领会。

圣诞节除了参加圣诞晚会，在广州

的商会朋友还可以做什么？本期会刊

为大家提供一些选择。广州塔有什么节

目？旅游有什么另类的玩法？各位会友

不妨参考。

2015-2016理事局的任期到了尾

声，利用这个机会，本人特向在过去两

年默默付出的全体副会长、常务理事致

意，辛苦了！新一届理事局将于明年一月

一日起履行职责，祝愿理事局选举圆满

成功，更祝愿下一届理事局有出色表现，

让香港商会未来更精彩、攀越更高峰！

最后，敬祝各位圣诞快乐！新年进

步！

又到年底，又是公司盘算今年获利

情况的时间。香港商会在这核算收成

的季节，传来喜讯；在各位会员和理事

局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连续第二年

获得环球香港商业协会联盟颁发的年

度成就大奖。商会同时获得杰出会员大

奖，表扬商会今年在增添会员人数方面

的表现。本人对各位会员的大力支持，

表示衷心的感谢！

另外一项喜讯，是今年香港商会的

周年晚会（也就是圣诞晚会），邀请到

近期再度活跃乐坛的太极乐队到场为

大家表演。周年晚会一直以来深受会员

欢迎，这次有香港杰出乐队高歌，精彩

可期！

Contact这本会刊随着香港商会成

长，已经十六年；这两年在大家的支持

下，实现了自负盈亏；内容方面越来越

充实、图片也越来越精彩。本届理事局

任期内的最后一期会刊，再有重磅人物

专访出台，这一次，我们访问了担任香

港立法会主席八年的曾钰成，了解一下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东

荣 获

环球香港商业协会联盟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Business Associations 

Worldwide
颁发

2016 Grand Achievement Award
年度成就大奖

及
2016 Outstanding Membership Award

会员杰出奖

2016再度蝉联“年度成就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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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名誉会长

荣誉会长

杨钊 博士
Dr. Charles Yeung

香港中华总商会  会长

吴天海 先生
Mr. Stephen Ng

香港总商会 主席

李秀恒 博士
Dr. Li S H, Eddy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 会长

梁伟浩 先生
Mr. Eddie Leung

得利钟表集团 董事长

李惠森 先生
Mr. Sammy Lee

李锦记集团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林卫智 先生
Mr. Lam Wai Chi

香港艺柏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主席

名誉会长

邓朱锦韶 博士
Dr. Una Tang

银辉鞋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曾智明 先生
Mr. Ricky Tsang

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
副主席兼行政总裁

理事局

会  长

杜源申  Sonny Doo 伟博儿童福利基金会  发起人

副会长

陈英诒  Glenn Chan  广州美而廉茶餐厅  总经理

梁泽锵  Billy Leung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行长

梁振声  Albert Leung 电讯盈科信息技术(广州)有限公司  总经理

梁美卿  May Leung 代表作亚洲有限公司  总经理

宋博宏  Raymond Soong 亚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董事

彭浩贤  Kevin Pang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  合伙人

刘慧诗  Grace Lau 佛山希尔顿酒店  总经理

凌伟文  Edgar Ling 睿智市场传讯  业务总监  

秘书长 

吴文慧 Mandy Ng 香港贸易发展局  华南首席代表

常务理事

黄少媚  Echo Wong 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  副董事总经理

陈建荣  Rio Chan 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合伙人

林智生  Stanley Lam 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  酒店经理

李冠智  Henry Lee 康富来集团-广州市康富来国医馆  总经理

叶永健  Ben Yip 广州纳川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利瑞轩  Nicholas Li 威格斯资产评估顾问有限公司  董事及南中国区总经理

萧硕彬  Benson Xiao 大成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陈莉娟  Gwyneth Chan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重点企业客户部副总经理

郑子康  Wesley Cheng 广州宝芝林食品有限公司  业务发展总监

廖圣瑜 Larry Liu 创域（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

顾问

陈栢桓 David Chan 凯悦酒店集团  区域副总裁

萧亮有 Henry Siu 栢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邝碧珠 Thomas Kong 嘉宏国际有限公司  董事长

法律顾问

曾报春 Rose Zeng 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理事

区俊文 Faraday Au 经纬物业（中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伟安 Simon Cheung 前海高略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长

缪晴辉 Catherine Miao 君合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麦伟强 Sammy Mak 艾迪亚意念有限公司  总裁

郑文聪 教授
Prof. Daniel  Cheng

香港工业总会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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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喝玩乐

广州塔位于广州城市新中轴线与珠

江景观轴交汇处，是中国第一、

世界第三的旅游观光塔，2010年10月1

日，广州塔正式公开售票接待游客。

广州塔建筑总高度600米，其中主

塔体高450米，天线桅杆高150米，由

上小下大的两个椭圆同心相错、逆时针

扭转而成，在塔身中部形成纤纤细腰的

形体，由于旋转，造成塔身外形曲率的

变化，形成每个方向形体各异的独特效

果，宛如扭身回望的少女，极富动感与

深情，无论从外观形态还是高度上，广

州塔同世界同类高塔相比都显得独一

无二。

作为“羊城新八景＂之一，广州塔

是一座集都市观光、时尚餐饮、至高游

乐、影视娱乐、婚庆会展、环保科普、文

化教育、购物休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大型旅游观光建筑。它肩负着传承广州

2000多年历史文化底蕴、传扬广州国

际化大都市发展轨迹的历史使命，一跃

成为城市的新象征、新图腾，成为广州

的新标志性建筑和最受游客瞩目的旅

游景区。新城市，新地标，广州塔令您

体验全新广州城貌。

非凡体验，广州塔见！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SEE YOU 
AT CANTON TOWER!

450米 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高惊险之旅” 

极速云霄是目前世界上设置于最高处的垂直速降游乐项

目，位于广州塔455米-485米天线桅杆的超高空位置。塔

上有两组速降座椅，不仅有传统的“坐跳＂，更有模拟自由

落体的“站跳＂，绝对是超级勇者挑战高空极限运动的首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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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米 户外观景平台
立于城市之巅，360度无障碍俯瞰羊城全貌，

沐浴着漫天星光，怀抱着城市的万家灯火。

428米白云观光大厅、433米星空观光大厅
别具匠心地分设白云和星空主题观光大厅，

蓝天白云，星空璀璨，各有不同的极致感受。

至高游乐：460米 世界最高摩天轮 

位于广州塔塔顶的摩天轮是全球最高的横向

摩天轮。由16个“水晶＂观光球舱组成，球舱沿着

与主体结构呈15度倾斜的轨道平稳运转，国内首创

“刚性调平装置＂确保球舱在运转过程中始终保

持平稳，可无障碍尽享360度羊城美景。

顶级餐饮：105/F 卢特斯法国旋转餐厅
屡获殊荣的广州塔105层卢特斯法国旋转餐

厅，致力于打造富有法式浪漫主义、华贵优雅的用

餐环境，在云端体悟最完美的精致法式盛宴。

106/F 璇玑地中海自助旋转餐厅 

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建筑物中最高的旋转餐

厅＂保持者，优雅的装修风格，舒适的就餐环境，

充满地中海特色风味的丰盛美馔。

103-103A/F 晖粤轩
矗立江畔，八间雅致江景包房可360°俯览新

中轴城市美景，最大包房可容纳30人。餐厅内岭南

风格的历史长廊让你了解老广人的情怀。顶级厨

师精心烹饪的新派粤菜，为馔赏家们寻找老广新

味，尊享至高荣耀。

111/F 云星吧
445米高的云星吧，是国内独一无二的云端休

闲酒吧，在360度无障碍的观景平台远望云卷云

舒，浪漫星光仿佛触手可及。

107/F 空中吧
设于107层白云观光大厅设中，让游客在观

光之余，捧上一杯醇香咖啡小憩，品味或晴空万

里，或云雾萦绕的羊城。

影视娱乐：17-22/F 空中电影城
金逸空中电影城，位于塔内B功能区17楼至

22楼，是全球最高、极富未来电影概念的顶级豪

华影院。

2/F 珠江摄影观景平台 

占地超12000平方米，拥有360度开阔视角。

露天广场视野空旷，是举办各式展览、会议、活

动、演唱会、婚礼庆典和车展等绝佳场地。

-1/F 筷子荟餐厅
-1层的筷子荟餐厅荟萃亚洲精品美食，地道

且富有创新风格的传统粤菜，特色西餐菜式应有

尽有，出品精致可口。

2/F 江畔吧
位于二楼珠江摄影平台，凭栏依江，清风习

习，沿江美景尽收眼底。白天享受江风吹拂的城

市静美，夜晚感受喧嚣繁华的羊城夜生活。

购物休闲
汇礼轩是位于广州塔一层的综合型 景区商

场，为游客精心准备具有观赏性、新颖性和现代

感的精美纪念品；“广州手信＂引进百年老字号，

国家级非遗项目，还携手世界知名店铺，引入众

多品牌，富山香堂、西黛尔、石头记、广州塔机器

人中心等特色商铺，致力于打造“一站式＂五星级

购物殿堂的至尊购物体验。

广州塔营业时间：9：30-22：30    售票及入塔时间：9：30-22：00

460米 世界最高摩天轮

卢特斯法国旋转餐厅

488米 户外观景平台

433米星空观光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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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今年将与珠

江 新城一起并肩跨进第九个 年

头。8年的沉淀，让君悦跟新城共同发

展，与新城并肩前行，与新城的律动相

随。故我们所传递出服务理念更掷地

有声，更拿捏有度，更理解这个新城并

诠释这个新城。

一直以来，君悦酒店拥有享誉全

球的激情和热忱，为客人提供了无限

的选择和可能性。在多元化的文化背

景下，君悦酒店会创造出更多意义非凡

的体验。在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我们

致力于创造值得纪念的精彩瞬间，让

宾客在点滴中收获令人难忘的住宿体

验，开启卓越非凡的旅程。“与君同悦＂

的理念由此而来。而圣诞节作为西方世

界最大的传统节日，一直是所有人在年

末不可错过的庆典。我们努力为每一位

客人留下生命中的闪光时刻，广州富力

君悦大酒店特别在圣诞期间推出一系

列异彩纷呈的庆祝活动，与您，与珠江

新城，一起迎接圣诞的到来。

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 - 凯菲厅为

钟情于海鲜珍馐的您，盛情打造丰盛的

年度尊享海鲜自助餐。海鲜无限任食，

另有中华传统高档菜品及圣诞特色食

物呈现，立志于在圣诞节给您奉上一份

中西结合的盛宴。我们不仅有来自大洋

彼岸的生猛波士顿龙虾，也有臻选朝鲜

象拔蚌和和风汁大连鲍鱼供您评鉴。

除此之外，无论是法国鹅肝还是清宫佛

跳墙，甚至于来自大西北的烤全羊，您

都可以在凯菲厅一网打尽。

挑剔的你怎么会满足于单单一个

选择？今年圣诞，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

G烧烤餐厅特别推出圣诞浪漫自助餐，

希望给您呈现一份不同寻常的圣诞体

验。您可以在餐桌上享用带着遥远的

凌冽气息的阿拉斯加帝王蟹配“黑色黄

开启卓越非凡的旅程

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

金＂鱼子酱；遍布大理石花纹，入口即化

的澳洲五级和牛；在西班牙美食中举足

轻重的伊比利亚黑猪火腿；还有低温鹿

里脊配欧洲防风根供您品鉴。除此之

外，您还能感受到高贵细腻的法国鹅肝

和酸甜爽口的上乘车厘子在舌尖的完

美碰撞，还想要更多？当天让厨师慢慢

告诉你。

冬天就满满都是圣诞气息？不，我

们还有冬至。冬至宣告着冬天的开始，

也预示着一年即将结束。这硕果累累的

一年，让我们一起分享感动时光。带着

满满的收获，分享最动人的一年。在这

个特殊的日子，于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

空中花园中餐厅，为我们的至亲好友，

把浓浓情谊转化成美馔佳肴，献上至

真至诚的温馨感谢。广州富力君悦大酒

店行政副总厨冯永彪先生率其团队为

您特别推出冬季菜单，包含江南凉菜

合家欢，宗谷柱脯炖粉葛，蚝皇牛膝扣

海参，黑毛猪海苔腰果，古法蒸珍珠龙

趸，太和脆烧虫草鸡， 鲜茄浓汤浸菜

苗，金蚝腊肠糯米饭，及君悦甜品水果

拼共九道珍馐，待您品鉴。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韶

华的辜负。在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即将

昂首跨入第九个年头之际，我们诚邀您

与挚爱亲友，共享这美好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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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游艇会将成为2017-18年度国

际顶级帆船大赛Volvo Ocean 

Race (VOR)的亚洲地区其中一个赛

站。为此，游艇会已摩拳擦掌，为迎接

这项体坛盛事做好准备；其中包括将近

日的游艇博览会改为嘉年华，进一步推

广海洋文化、航行文化与帆船文化。

南沙游艇会会长助理范俊表示，由

于国内游艇业过去两、三年缺乏政策支

持，游艇牌照、出游以至粤港澳游艇自

由行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导致游艇制

造业、游艇俱乐部的经营均进入“寒冰

期＂。面对这情况，南沙游艇会近年陆

续转型，在坚持推广游艇文化之余，致

力让人们的关注点，逐步从奢侈品转移

到帆船。

自从2011年，每年都会主办游艇博

览会的南沙游艇会，鉴于展览的成交量

下滑，今年稍微改变，将博览会转为嘉

年华。除了为VOR做准备，测试组织大

型活动的能力，也希望通过嘉年华，看

看各方面的反应，并趁这个机会，进一

步普及帆船文化和海洋文化。

在计 划 争取 成 为VOR赛 站 的 时

候，他们也已经做了工作，其中一方面

是推出帆船体验活动，让有兴趣人士以

低廉的价格，享受玩帆船的乐趣。范俊

说，这个活动推出以来，极受欢迎，每

个周末都爆满。由于很多广东人都没有

接触过游艇，他们在参加过这活动后，

对帆船会产生兴趣，逐渐变成爱好者，

并会带来更多朋友参加。先从价格相宜

的帆船开始亲水活动，这策略已初见成

效。

范俊表示，他们希望通过举办国

际盛事，改变人们对广东游艇文化的观

念；广东是中国海岸线最长的省份，四

季适宜水上活动；加上广东有很多内

河，外海进入珠江，经支流可以去到内

地，甚至可到达广西、贵州，只要能开

放河道，让游艇航行，游艇业可以有很

大的发展。这里可以进入内河，也可以

出海，是发展游艇活动的理想地点。

身兼广东省游艇旅游协会秘书长

的范俊说：“我们一直在跟省体育局研

究，明年在广州内河，举办帆船比赛，

让本地人慢慢接触到这运动项目。长远

目的，是希望借助这些比赛，使政府愿

意扶持这行业的正常发展。＂

经过五年发展，南沙游艇会在市场

南沙成 VOR 赛站
首办顶级帆船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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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确立一定的知名度，推动的项目会比

较受到业界和爱好者的关注。游艇会也

乐于吸收更多愿意享受、参与帆船运动

的爱好者，让游艇会业务能健康发展。

范俊表示，消费者现在比往年理性，他

们玩游艇，会先从接触、了解文化开始，

这也正是游艇会要普及这项运动的必

要历程。

游艇会下一步的发 展，是成 为粤

港澳游艇自由行的试点，这将是省内首

次能开放全面性的自由行。范俊指出，

“将来的自由行是双向的，目前由于政

策不允许，国内的游艇不能出公海，境

外游艇进来也很麻烦。我们在2012年

已经开始研究广东省游艇管理办法，到

现在还没有正式落地，主要是涉及关键

性条款，而且牵涉到比较敏感的水上边

境，需要经过大量研究以及国家级部委

批核，需时比较长。＂

南沙游艇会的发展，随着南沙自贸

区的设立，有了新的转机。南沙常住人

口近年在上升，游艇会附近的楼盘也陆

续竣工，更多的人群入住对游艇会业务

有一定帮助。除了餐饮生意不断好转，

更多人体验了高端游艇会的独特环境

后，对于亲水体验活动、举办婚宴的业

务也看见增长。

范俊说：“游艇会的消费人群，以

40-50岁为主，他们消费能力比较好，对

于水上活动有兴趣。很多在这里开始玩

帆船的朋友已经成为铁杆粉丝，其中一

些更越玩越好，在比赛中能拿到奖杯，

其中一位最近更勇夺司南杯冠军。＂

帆船是一项讲究团队合作的运动，

比赛用的帆船需要六个人一起合作。帆

船的乐趣，在于依靠风力推进，喜欢的

人很享受挑战大自然的感觉。虽然现在

的帆船一般都会配备引擎，但到比赛时

会封掉引擎，纯靠风力推动，是一项比

较环保的运动。假设从南沙开船到三

亚，机动游艇需要有补给才可以到达，

但帆船是完全不需要补给的。

南沙游艇会有帆船租赁服务。这也

是产业链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因

为租赁可以盘活船只。游艇会计划购置

帆船，以便接受更多爱好者。拥有帆船

的，也可以交由游艇会放租。

Volvo Ocea n Race 的前身是 

Whitbread Round the World Race

（1972年创办），是世界三大帆船环球

比赛之一，每三年举办一届。每届赛事

均由西班牙总部（西班牙东南部地中

海沿岸港口阿里坎特）出发，历时约九

个多月。来届路线将途经里斯本、好望

角、香港、广州（南沙）、奥克兰、伊塔

雅伊、纽波特、加的夫、哥德堡，最后

到达终点海牙。

VOR的参赛队伍，由九名队员组

成，在比赛期间，他们不可以携带新

鲜食品上船，只依靠“冻干＂食品补充

体能。一些赛站的比赛，长达二十天

以上，而且要经受寒冷的摄氏-5度到

酷热的摄氏40度的严峻考验。九名队

员各司其职，其中两名队员必须受过

医疗训练，一人负责制帆，一人为机械

师，还有一人专职负责与媒体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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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一国两制优势掌握一带一路机遇

争取成国际争议解决中心
鼓励创意增年轻人竞争力
专访曾钰成
采访_梁振声、凌伟文   撰文、拍摄_凌伟文

曾钰成

香港愿景召集人

香港政策研究所副主席

大紫荆勋章、金紫荆勋章、太平绅士

民主建港联盟发起人

历任

2008-2016香港立法会主席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成员

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会成员

香港廉政公署投诉委员会成员

培侨书院校监、培侨中学校监、培侨小学校董

第八届至第十一届香港特区全国政协委员

教育

1968年香港大学数学系毕业，获文学士学位

1981年获香港大学教育文凭

1983年获香港大学教育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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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香港愿景  为地区谋出路

Contact：面对日益强大、在国际

上担当角色日益吃重的中国，香港的价

值在什么地方？

曾：香港的价值在于一国两制。中国是

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现在经济总量

是全球第二位，全世界都关注中国，香

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我们有独特的法

律制度，国际上对香港的法律制度是有

信心的；此外，香港的廉洁、开放、自由

的气氛，也是在中国当中比较突出的；

在国家向外发展的时期，比如现在的一

带一路的长远战略，香港依然能扮演一

个独特的角色。

香港愿景上月发表了一份报告，提

出了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当中，香港应该

发展成为一个国际争议解决中心，国家

与外国政府合作很多大型的基建项目，

在这些合作过程中，一定会出现争议，

在争议当中，如何解释合约？在哪里解

决纷争？中国和合作国家的法律制度有

很大差别，例如伊斯兰国家，而且，中国

不是采用普通法的国家；香港的法律和

司法制度，在国际上非常权威和深受信

任，我们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国际争议解

决中心，这也是香港一个独特的机会。

如果没有一国两制，香港就无法保留原

有的特色，那我们就失去了这个作用，

这是上海、北京、天津、深圳、广州都没

有办法做到的。这就是我们的价值。

Contact：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航

运中心的地位是否会慢慢下滑？

曾：香港依然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去

年中国出现股灾的时候，政府和国家在

处理问题时，就会觉得香港的金融体系

是比较健全的，比较有经验的，能处理

得到。当然，我们不要妄自尊大。不过，

一国两制确实是给到香港一个不可取

代的位置。香港航运业的竞争似乎下降

了，这有客观的规律，但只要努力和在

一些领域创新，香港还是一个有价值的

地方。

Contact：有些朋友担心，香港很多方面

都被中国内地超越了，年轻人也会越来

越没有拼劲，你怎么看这方面的问题？

曾：我不会说年轻人没有拼劲。相反，

政府应该思考如何鼓励年轻人。很多例

子说明，香港年轻人在内地反而能有发

挥，这证明不是人的问题，是环境和制

度的问题。香港这么开放，创意发挥的

空间应该更大才对，为什么在香港无法

发挥，在深圳就能做到？只要我们认识

到问题，政府愿意去投入资源和政策去

支持，我觉得我们能赶上去。

培养学生创意  维持竞争优势

Contact：作为港大高材生，你如何看

待现在的大学生比较激进的行为？

曾：我的大学生活，正值60年代后期，

当时也有比较激烈的校园争议。那个年

代，全世界都搞学生运动，中国更加不

在话下了。因此，这情况并不是这个年

代的特点。说现在的大学生很激进、不

守规矩，这个讲法是否准确？到底有多

少个大学生是激进的，不守规矩的？每

年那么多毕业的大学生，大部份都去到

不同的岗位，做事都认真负责的。前年

的占领行动，这么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当然是会有一部份青年学生被牵涉进

去，但当时这些“叱咤风云＂的大学生，

实际上现在也在找他们的出路，也不是

继续在街上大声叫喊，这是年轻人发

展的规律。总之，第一，我们不能看着

几个特别的例子就一竹篙打一船人，就

说现在的大学生怎样怎样，其实，绝大

多数大学生都是正常的，在学成后需要

去找工作的。第二，即使是一些活跃的

社运分子，实际上在一些大规模的社会

运动过后，也在找自己的出路。

现在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正在变

化中，部份学生的激进表现，很多人就

会归咎于政客。立法会的一些议员，都

在破坏规矩；在我们看来，宣誓应该是

一个很严肃的仪式，应该规规矩矩、认

认真真地读誓词，表示你的承担。可是

有人将读誓词搞成那样，先不说那些辱

华和令人反感的语言，就算嬉皮笑脸，

或者拿些道具出来宣誓，都是不对的。

这些过程又在电视上直播，让孩子们看

到，以为宣誓是可以这样的。这对于他

们日后有机会参与童军、学生会的就职

宣誓有不良影响。他们发现原来宣誓

是可以用来示威抗议的行为。

现在有些年轻人，政客，觉得政府

是不好的，政策是不好的，就认为他们

做任何冲击行为都是合理的；这个价值

观很不对。我现在希望能物极必反，就

像那几位议员的行为确实是遭到整个

社会的谴责，少数人会为他们解脱，但

绝大部份人都不接受，因为实在已经超

越了底线，不能为他们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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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现在世界各地的旅游景点，

越来越多中文的标识，年轻人会觉得很

方便；但他们没有二、三十年前我们那

代人的经历，不知道这是因为中国逐渐

强大的结果，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改

变现在的观念？

曾：我认为应该让年轻一代多回内地看

看，因为他们不像在国内经商、工作、念

书、生活的港人。经常在内地的港人，能

看到内地的变化，坏的会看到，好的也

看到好多。这是一个不能逆转的趋势，

如果十几二十年前对大学生们说，让他

们回内地发展，他们可能不会搭理你，

但现在愿意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现

在国内的人才也越来越多，香港年轻

人在国内已经没有优势，这也是香港的

教育当局要想办法的事情；香港的大、

中、小学真的要去想，香港还有什么优

势？内地确实有很多人才，我们如何为

发挥香港的优势去培养人才，才可以有

明显的优势？我偶尔会与内地和香港的

大学生谈话，了解两地大学生的分别。

香港的学生认为，内地学生的学习动机

强，比香港学生愿意刻苦用功；但是内

地和香港的教师都觉得，香港学生比较

灵活，因为香港整个成长的环境都是开

放的，令学生们敢去想东西，内地的规

范就比较多，对学生的想法会有限制，

他们勤力，专心，但不容易think out of 

the box。香港人有香港人的优势，好

多时，我们想到的，内地的学生是想不

到的，我们应该研究，如何进一步鼓励

和培养学生的创意。

中国的教育方式应付考试是最好

的。香港学生到外国读书都是这样，考

试成绩很好，但在做研究方面，水平会

不及外国学生。同样的情况，内地学生

对比香港来说，相对封闭。一位在外国

大学教书的同学说，来自国内的学生最

常见的投诉，是教授都不教书，他们的

观念就是觉得上课就是教授讲书，但

实际上，教授来上课就给大家一个问

题，让大家讨论，学生们就觉得如果只

是讨论，他们就不需要教授了。最理想

的就是香港如何能够融合到中西文化

优秀的地方，又能做到像中国式的比较

正规、严谨的训练， 同时又不会压制

了学生的创意，这个就是我们特有的空

间。人的创意是无穷的，只要给到足够

的机会，就可以有无穷的发挥。

普通话固重要  广东话应流传

Contact：我们在国内经商，体会到普

通话的重要性，曾先生作为教育界人

士，对于香港推行普通话做中文科的教

学，有什么看法？

曾：推广普通话，教普通话是一件事，

用不用普通话来教中文又是另一回事。

香港人其实很聪明的，也很相信市场

的；30多年前，我有一些港大校友的朋

友，他们搞推广普通话运动，搞了一个

普通话研习社，在社会上推广普通话，

虽然不是一点成绩 都没有，但非常困

难。因为在70-80年代，在香港，有兴

趣学普通话的人很少，因为不觉得有

需要。今天？不会讲普通话就吃亏了，

现在不止是香港，在世界各地，讲普通

话的人都不少。30多年前，我刚出来工

作，去外国旅行，外国人见到你是亚洲

面孔，就会同你讲日文，当我们是日本

人。到星级酒店，全部有日文，一句中文

都没有的。现在你出国，他们都会用普

通话同你讲“你好＂，酒店的指示牌，很

多都会有简体中文。香港过往有不少不

会讲普通话的人讲普通话而闹出的笑

话，现在就很少这种情况出现了。现在

普通话很多人都会讲。

但，用普通话教中文是对还是错，

是好还是不好，是另一回事。在90年代

中，我曾经参加过回归前政府的语文教

育及研究常设委员会（语常会），其中

一项任务，就是研究中英文教学；当时

委托了大学研究，是否应该用普通话教

中文，研究结果是：没有结论。意思是

不能肯定用普通话教中文一定有好处

或坏处；如果用普通话来教中文作为一

个推广普通话的手段，我觉得是没必

要的。为什么当时要推广？是因为普通

话的书面语和口头语是一致的，这就是

现代汉语，所以你说的，就能写出来。

用普通话学，就能通顺流利地写东西。

我记得我女儿刚读书时就叫我做翻译：

“我钟意打波＂应该怎样写？普通话就

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了。但用普通话教

中国语文，也有明显的缺点。香港绝大

多数家庭都是用广州话的，如果学校教

书用普通话，孩子回家，不会讲粤语的

读音，家长们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只在

普通话课时教普通话又有什么问题？教

一首唐诗，用普通话读，要不要教孩子

们用广州话读一次？我觉得如果从母

语教学的角度，原则上我们的孩子大部

份是以粤语为母语，如果用粤语来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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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我觉得是合适的。

用普通话教学也不是没有道理，有

学者认为，我们学英文，都会用英语教

学，上英文课用英文教，上中国语文课，

就是普通话的文字，为什么教中文不能

用普通话呢？教学语言应该用普通话或

广东话各有利弊，正如语常会的研究结

果，没有一个肯定的结论说明我们必须

用普通话。

到今 天，用广 东话的人 还是不少

的，在东南亚很多地方都讲广东话的，

如果我们不去继续发挥广东话，绝对是

一个损失。我对古诗词比较感兴趣，很

多人都指出，读唐诗宋词，用广东话去

读，会好听一点，因为广东话比普通话

更接近古汉语，因为广东话有入声字，

很多宋词是入声韵的。教一个讲普通话

的人读诗词很困难，因为他没办法读入

声字。所以，我们有相当好的理由去保

持粤语的。

探究抗争根源  耐心排解矛盾

Contact：香港回归到快20年了，由去

年的占中和今年的立法会宣誓事件，弥

漫着撕裂的味道，香港应该如何修补这

样的撕裂？

曾：我个人觉得，当政者应该分析一下，

为何会出现这个现象，而不是见到有人

这样做，就去打压、惩罚、压制。如果这

些行为，是社会上完全没有人支持的，

那你不用采取什么粗暴的做法，大家自

然都会对这些行为唾弃。但这些行为在

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支持的话，如果你纯

粹把它压制下来，是解决不到问题的。

所以，我们应该去分析、探讨问题的根

源，为什么会产生占中？为什么会有些

人宣传分离主义、港独思想？我曾公开

说过，而且也深信，最根本的解决办法

就是做好一国两制，令所有香港市民，

尤其是年轻人，觉得一国两制是好的，

香港要继续繁荣稳定，继续为我们的

年轻一代提供到好的出路，需要一国

两制的成功；不是要搞独立，不能搞抗

争。这是为政者最重要，最根本要做到

的。你要通过自己的施政，使人民对这

个政府有信心，对社会发展有希望。当

然，这方面讲比较容易，做起来有一定

难度。这就是为什么我离开了立法会后

有兴趣去做一些公共政策的研究，我们

需要切切实实去探讨，社会存在什么矛

盾、矛盾如何产生、如何解决？特区和

中央政府之间有没有矛盾？这些矛盾要

如何解决？这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做到，

这要做一些深入的科学研究，就像治病

要先做对诊断，才可以对症下药。

这个政策的制定不是说非要明天

完成不可；但毕竟香港回归了19年，很

多一国两制实践的经验需要去总结，因

此，这政策制定也不是说还有很富裕的

时间。明年，我们就回归20年，踏入到

五十年不变的中间那10年，将迎来第5

和第6届特区政府，所以这第20至第30

年，相信是一国两制发展的关键，有好

多问题需要在未来这两届政府内要解

决。

Contact：商会的朋友在国内做生意，

部份人会比较少机会接触香港的事情，

不太明白为什么香港会发生这么多争

端；你认为怎么做才会令香港和谐一

些？

曾：我们很明白商界朋友的想法，这叫

树 欲静而风不息；国际形势不断的变

化，香港是一个开放的地方，是国际上

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在较量的场所。

所以，有时你想静是没办法的，再加上

我们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以往争取一

国两制、摆脱殖民管治的历史，现在的

大学生都是在回归后才出世的，所以他

们会对国内很多事情看不顺眼；例如

内地游客来到香港，因为文化差异，他

们也会觉得很难接受，就会单纯地认

为，为什么我们香港要继续做中国的一

部份？为什么不能独立？我刚与一些中

学生聊天，他们说：政府不听我们的诉

求，叫我们怎么不去抗争？怎能怪我们

用违法的手段？这就是孩子们简单的看

法。我跟他们说，全世界没一个政府能

在听到你们的诉求后，马上作出改变。

所以我们需要一些耐心。

研究管治问题  欢迎参与分享

Contact：香港政策研究所的成立和目

标是什么？

曾：香港政策研究所，是回归前已经成

立的，董建华先生在准备就任第一届特

首时，促成了这个研究所的成立。但回

归后，当时特区政府不是太重视，因为

研究所是靠筹募经费来运营，但筹募经

费不是很容易，所以曾有超过10年的时

间，研究所能做的事不是很多，只能接

一些比较小规模的研究。前两年，我们

确实看到香港管治有很大问题，2017又

有可能会普选行政长官，而参与竞选的

候选人都需要一套完整的政纲，这个政

纲是需要有政策研究做基础的，而不是

一拍脑袋，说要增加什么老人福利，交

通、教育搞什么，我们觉得有需要做一

些比较严谨的研究，当时就想，不如我

们试一下做这个项目，在不同的政策范

畴做一些研究，希望在2017年的行政长

官选举时，可以有候选人能拿我们的建

议去做政纲，我们拿着这个报告就筹募

到一些经费，不少商界朋友也觉得值得

做。因此，我们就在香港政策研究所之

下，多设了一个叫“香港愿景＂的计划。

这样，支持香港愿景的捐款人，继续可

以享受香港政策研究所的免税待遇。

香港愿景现在如果觉得有可以做

的题目就去做，刚做 好的是有关管治

问题的研究。所有研究报告在 http://

hongkongvision.org.hk 上可以看到，

也欢迎传媒转载。

政党发展尚嫩  治港重在平衡

Contact：英国的传统，是大学开始加

入政党、政党在下议院能有多数议席

就可以推举党魁出任首相，由于有多数

票，首相施政看起来比较畅顺。香港在

这方面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吗？

曾：这牵涉了几个问题，第一，政党在大

学里的影响，英国的情况在世界上是比

较特别的，大学生不是人人都想从政，

但如果他们想从政，就会考虑是加入保

守党或工党，加入政党是从政的一个正

常选择。但香港就不一样，香港的年轻

人就算有意从政，也不一定要加入政

党，因为香港的政党比较弱、比较新、

比较小，香港未有一个成熟的政党政

治，这是两者的分别。第二，英国是议

会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行政主导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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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经过大选，由在国会的多数党组织

政府，所有行政和立法是一致的，行政

机关的核心-内阁，就是在首相领导下

的部长形成的，这就是国会里面多数党

的核心，所以行政和立法都是由首相和

内阁主导的，就不存在政府的议案在立

法机构不获得通过的情况，因为议案会

得到国会多数党的支持，所以一定可以

通过；所有议程也是由政府来制定，这

个是非常有效的行政主导。香港在回归

前的大部分时间直至90年代中，都是有

效的行政主导，港督兼立法局主席，当

时的司长全部都是立法局议员（是立

法局官守议员），非官守议员全部由港

督委任，所以当时这个立法局也是由政

府完全控制的，高官和港督都在。

但在写基本法时，可能当时有不同

的考虑，决定不再采用英国的这个议会

模式，在基本法上就已经写明了，将行

政和立法分开，今天的官员不能担任议

员，当议员的也不能做官。政府在议会

内，是没有议席的，没有官员在里面，再

加上我们的政党好弱，立法会里面最大

的政党就是民建联，但70席里面，民建

联也只有12席，两成都不到，其他的零

散到不行，独立议员也不少。政府没有

政党支持、行政长官没有政党背景，整

个政府的主要官员不是由政党组成，要

推行什么政策自然特别艰难。

美国议会那种机制也有它的特别

之处。奥巴马当选总统，但很多事情推

行不了，因为民主党在国会里面不过半

数，这是美国人为了制衡而做的安排，

不希望让任何一方拥有绝对的权力；如

果总统是民主党的，选民就会选多些共

和党的议员，就能和你制衡。美国也有

行政立法的矛盾，但也比香港好好多，

虽然美国的民主党不是国会里面的多

数党，但起码占了多相当的议席，奥巴

马与共同党“讲数＂，讲好了就能通过

了。

但在香港，行政长官要与立法会

“讲数＂，不知道跟谁讲，建制派也分

好多党派，民建联最大最支持政府，但

也只有12席，就算全数投支持票也远远

不够；反对派当中，没有一个领袖，反

观英国、美国，都有一个反对党领袖。

如果执政党要与反对党讲数，就跟这位

领袖讲，但香港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讲，

同民主党讲，公民党不听你的，我们的

难，就难在这里，恐怕一时三刻很难解

决，这有体制方面的问题，也有政党的

成熟程度问题。因为香港现在是比例

代表制，是鼓励政党分裂的，一个大党

想在一个区里拿几个议席，是很难的。

鼓励分裂，不鼓励整合，搞了这么久，

如果香港的制度不变，是不会有英国或

美国的这种两党制的情况。这些因素加

起来，就令香港的施政很困难，这是现

实。

Contact：这就是说香港即使由一个有

党派的人担任行政长官，也解决不了施

政不畅顺的问题？

曾：其实由有党派背景的人担任行政长

官，作用不大。因为，立法会最大的党

民建联也只有12席。其他政党就更不用

说了，要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也绝对不容

易。由于缺乏强大政党，政党趋于碎片

化，激进、温和、保守的都有，各党派在

政治、经济、民生上都有很多不同的主

张。

建制派都算是大多数，但也是分散

的，比如说工联会、民建联会比较倾向

基层，自由党、经民联就倾向商界的。

当讨论到是否应立法规定标准工时，

就比较难调和；工商界一定反对，工联

会一定坚持。又举例说讨论是否应取消

强积金和遣散费对冲，商界一定反对，

但工会是一定要坚持的；大家都是建

制派，也会持不同的看法，所以作为行

政长官的梁振英也很难做，他要去争取

工联会的支持，工联会就会提出对冲要

求，想去找商界支持，商界就要求不要

取消对冲，所以要搞一个联合政府，真

是很难。

正是因为这样，香港愿景的存在就

很有必要，不是说我们一定能找到一套

双方都能接受的政策，但至少我们可以

分析一下利弊，探讨如何取得平衡，拿

一套最有机会争取到社会大多数人支

持的建议和方案。

任主席尽己责  工作中享乐趣

Contact：当了八年立法会主席，可以分

享一下你的感受吗？

曾：2008年，我当选了立法会议员，当

时，原主席范徐丽泰表示不会再参选

了，要再选主席。民建联和建制派的大

部分议员都建议我去选，我认为，既然

大家对我有这样的信任和期望，那我

就做了。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责任。当立

法会主席，可能失去了投票和发声的机

会，但立法会主席这个角色必须有人承

担，既然民建联的立法会议员一致通

过，我就换一个岗位，继续为香港和市

民服务。

我并没有考虑过担任立法会主席

的得和失。主席的主要责任是按照议事

规则来主持，要处理会议议程和会议

程序，当有问题和矛盾出现时，如何抓

住议事规则和法律，征询秘书处和法律

顾问的意见去做出一个裁决，这对于我

来说，是一个很有挑战性，很有趣的事

情。我做所有的工作我都会很享受，我

教书、做校长，做议员、担任民建联主

席和立法会主席，我从中都得到好多乐

趣。

Contact：你给自己在立法会主席岗位

上的表现打多少分？

曾：我不给自己打分的。应该请市民打

分。

行政长官选举  冀能带来反思

Contact：临近行政长官选举，传媒对

于你是否会出来参加选举有很多揣测，

有杂志甚至以你为封面，形容你是香港

的希望，你是否会参选？

曾：首先，做杂志封面之前，我也不知

道杂志会怎么处理访问，所以我不便评

论，我也不希望有不必要的争议；有些

人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甚至认为会有

外国势力的阴谋，我不想去评论，反正

正常的采访，我都会接受。

至于参加行政长官选举，首先，要

得到中央的信任、得到香港市民的支

持，还要有工作能力和经验。前三任的

行政长官都是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和通

过香港的法律产生的，我认为他们都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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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力量，克尽己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的。

至于是否参选，我的说法是，我对

香港的管治问题和一国两制的发展，有

我的一套看法，那是从我在十多年的实

践中所得出来的结论；我的看法是和现

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的看法不同。我

希望会有人能认同我的这些看法，参与

行政长官选举；我不反对梁先生连任，

但这次选举，是一个可以让他反思这几

年的一些得失的机会。如果没有竞争，

这将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说

“如果没有其他人有不同的理念来与

梁先生竞选，那我会考虑去扮演这个角

色。＂

Contact：去年香港有机会向普选行近

一步，是否有机会再推动？

曾：我希望明年成立的新一届政府能继

续推动，但大家要吸取上一次的经验教

训，不是简单地重启政改方案就可以，

结果可能又去争论一番，然后又搞占

中，最后又拉倒。这样做是不行的。

政 府要重 启政改 方案，首先要考

虑如何创造一个环境，使各方面能坐下

面谈，凝聚到共识。大家都知道这是难

的，中央政府的底线和香港很多人的期

望是有距离的。说到底，无论对中央政

府或港人来说，你能够达成共识，过到

方案，对双方都有好处。再一次过不了，

大家都会有损失，我们希望大家有这样

理解之下，能重新来一次。

Contact：曾先生最早期应该也没有想

到搞政治，直到今时今日，你经历了这

么多，你觉得你的人生有没有什么时刻

希望可以重头来过？

曾：我从来不会这样想的，我这个人实

事求是，发生了就发生了，就吸取经验

教训，万一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就能做

得好些。当然回想一些自己做得不够好

的，自己负了别人的，就警惕自己，以后

如何能做得好些，不要再犯同样的错

误，有些机会来了，你错过了，槌心口也

是没用的。我是很相信，我们应该向前

看的。

香港愿景计划，是由香港政策研究所曾钰

成副主席倡议及作为召集人，并由香港政策研

究所在2016年初展开的一项大型研究计划，计

划的执行及研究总监由该所的董事兼行政总

裁冯可强担任。

此计划将集中研究及讨论「一国两制、港

人治港」和香港特区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并会

提出一系列的主张和建议，向社会公布及倡

议，以及提交给下届行政长官候选人参考。研

究过程中会举办各种研讨活动，广泛咨询各界

曾钰成从立法会主席退下来后，由于

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在媒体的曝光率并

没有下降，甚至比以往更频繁，包括与另一

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一起拍摄了电视真人

秀节目《带着矛盾去旅行》，现在为商业电

台主持访谈节目《钰成千里目》。

曾钰成说：访谈节目是商台找我做的，

现在的访谈节目，大部分都是找公众人士

讲时事、讲政策，听到大家都好闷了。所

以，我想找一些比较有社会经验的人来讲

故事，天南地北，什么都讲，让大家觉得节

目是有趣的，可以让他们拓宽思维。我想邀

请一些有些有不同经验的人来聊天，例如

邀请香港女探险家李乐诗，讲一下南极探

险，拓阔大家的常识。

现在孩子需要知道最新的资讯，上网

Google很容易，但会有一个筛选的问题，信

息那么多，哪些有用，哪些无用，哪些对哪

些错你都不知道。以前我们信老师，老师就

是权威，我们信课本，在书本上的就是对

的。但现在上网点击，会出现很多古灵精怪

的资讯，不知道它的真假错对，不能保证那

些信息是百份百正确的，有些甚至很明显是

错的。	

所以现在商台给到我这个机会，我就

去找一些对不同问题有亲身经历亲身认识

的人来讲，希望能普及一些特别的知识，这

是我的想法。讲到最后，最重要的是节目本

身是否好听，如果太沉闷、缺乏内容，找名

人都没有用。

在立法会的时候，那种忙是有规律

的，退休后，现在商台开唛，每个星期都要

去录音，港台的议事论事又找我去做，很多

学校约我跟学生交流，我也多数都会去，加

上媒体的采访，以及在香港愿景的事情，确

实是比以前更忙。

人物侧写

人士和组织的意见，希望能集思广益，与各方

共同探讨，为香港前途找出路。

访问曾钰成先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从

政逾四份一世纪，接受过无数次访问，一般

问题他已经回答千、百遍，说着都觉得累。可也

想不出来什么有意思的问题，只能抱着赤子之

心，希望能得到一篇有价值的访问。可幸还是

做到了。因此，特在此感谢曾先生接受专访。

曾钰成是香港大学早年的高材生，而且念

的是数学系，逻辑思维之高，心思之慎密，我们

从他在任立法会的时候已颇有领会。经过这些

年的“隔空接触”（在电视上），我们也可以感

受到他的胸襟开阔、情商指数甚高。这次近距

离接触，不知道是否因为“退休”了，可以感觉

到一种坦然、淡然，但也同时感觉到他对搞好

香港的满腔热诚。

“退休”生活曾钰成经常应邀到学校，与青少年交流。（图片由曾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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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成为国际法律枢纽  
把握「一带一路」的机遇
——跨境投资的法律风险
本文仅转载 香港政策研究所「香港愿景计划」研究报告第二章

欲浏览报告全文，请登陆：www.hongkongvision.org.hk

「一带一路」是贯穿亚非欧大陆大

约65 个国家的跨国合作发展

倡议，涉及超过40 亿人口。根据亚洲开

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估计由2010至2020年间，亚洲新兴国家

所需要的基建资金缺口将达8万亿美元。

香港政府和法律界应把握「一带一路」

带来的机遇，把香港发展成为国际争议

解决中心。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也是

香港能够发展成为国际法律枢纽的根本

保证。在向国际拓展香港法律服务的同

时，我们要维护「一国两制」，巩固香港

的法治精神、基础和制度。

「一带一路」是一个跨国大型合作

发展构想，当中涉及的基建项目不但会

带来数以万亿元计的机遇，亦可能会带

来大量的投资风险及法律争议。以下将

详细分析中国在进行跨境投资时可能遇

到的法律风险，以及香港法律界可以扮

演的角色。

一、法 律体制风险（Jur isd ic t iona l 

Risks）

1、 「一带一路」贯穿欧非亚三大

洲、跨越多个不同法系的国家和地区，

若果中国投资者在投资前未能充分了

解 法律体制之间的差 异，很容易会堕

入法律陷阱。因此，要辨认及减低法律

体制风险，第一步就是充分了解每种法

律体制的运作模式及它们的异同。世界

上有很多种不同的法律体系，我们将会

集中简介「一带一路」国家中最常见的

五种系统，包括：普通法系（Common 

Law）、大陆法系（Continental Law）、

社会主义法系（Socialist Law）、伊斯

兰法系（Islamic Law）和混合法系（即

同一个国家内实施不同的法律制度）。

◎ 普通法系

2、又 名 英 美 法 系（A n g l o -

American Law），是前英国殖民地

和美国的通用法系。普通法系的最大

特色，是法官在判案时所运用的判例

原则（ratio decidendi）会成为判例

法（Case Law）的一部分。这些案例

（Precedent）对往后的案件有高度权

威性，甚至有约束力；而在多数情况下，

法院在处理同类案件必须遵从这些判

例原则作出裁决（stare decisis）。普

通法系的另一特色是一个普通法地区

可引用其他普通法地区（包括香港）的

案例作为参考。

◎ 大陆法系

3、又名欧陆法系，是绝大多数欧

洲大陆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等）

及受其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越

南、泰国等）所使用的法律制度。大陆

法系并不是一个高度统一化的制度，

每个国家的大陆法都有自己的特色。

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的最大分别在于

它的法律原则被编纂（Codified）为民

法典（Civil Code），法官在审讯时会

以这些民法典为依据，而并非判例法

（Judge-made Law）。

◎社会主义法系

4、社会主义法系混合了大陆法系

及马克思主义元素，其特色是由国家或

国有企业拥有并管理财产。中国现时实

行的就是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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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既保留了社会主义的影响，例如财

产公有化等，亦包含配合经济开放的法

例。其他实行社会主义法系的「一带一

路」国家包括越南和柬埔寨等。作为中

国的一部份，香港应利用「一国两制」

及普通法的传统优势，把握机会为中国

和「一带一路」国家提供一个稳健的法

律桥梁。

◎ 伊斯兰法系

5、伊斯兰教法（即Sharia, 音：

沙利亚）是根据《可兰经》而制定的法

律，秉承伊斯兰教教义的精神。不同的

伊斯兰国家使用不同的教法，例如沙地

阿拉伯、苏丹和伊朗等是「政教合一」的

国家，在行政、经济和立法方面全面行

使沙利亚教法1；而其他伊斯兰国家则

奉行政教分离，只在特定的范畴内，例

如婚姻2和遗产继承权（Mīrāth）上施

行教法。

◎ 混合法系

6、一些国家基于历史或政治原因，

在其境内实施多于一种法律制度，例

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印度尼

西亚曾经是荷兰殖民地，因此当地的

法律以荷兰殖民法及殖民前的「adat」

法为基础，但一些偏远地区的少数民

族则奉行其他法律，例如沙利亚或泛

灵法（A n i m i s m）等 3。马 来西 亚亦

有类似的「双轨法」（Dual Justice 

System）。

◎ 减低法律风险

7、除此可见，每个法系之间的差异

颇大，而每项跨境投资都牵涉无数的法

律问题，例如当一间投资公司在一个国

家注册，另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上市，

然后在第三个国家进行投资时，必然会

触及不同法系的规则和管辖权问题，投

资者在投资前必须充分了解这些法系

之间的异同。此外，投资者亦需要留意

当地有否签订一些自由贸易协议或双边

投资协订，例如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下的《关于解决国家与其他国家国民之

间投资争端公约》（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等4，以便纠纷出现时，

能够以最恰当的方法处理争议。上述提

及的所有问题都需要有跨国投资经验

的律师团队从旁协助。香港的法律界能

够提供大量的法律专才，协助投资者控

制法律体制风险。

二、当地实体法风险（Substant ive 

Law Risks）

8、除了以 上 提 及 的 法 律体 制 风

险外，任何跨境投资项目都必然会牵

涉到实体法的问题。实体法就是所有

关乎权利与义务的主体法，包括刑事

法（Criminal Law）、民事法（Civil 

L aw）和行政 法（Ad mi n ist rat ive 

Law）等。另一个相辅相成的法律系统

是程序法（Procedural Law），实体法

规定法律所赋予的权利，程序法就是实

现当中的权利的手续和方法。在进行跨

境投资时，若果投资者未能充分掌握当

地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有机会招致法律

责任。我们在以下列举了六个最常见的

实体法考虑：

◎ 公司法与海 外 公司架 构及组 成方

式（Company Law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

9、作为海外投资者，第一个考虑

就是以什么法律主体在他国进行商业

活动，因此投资者必须深入了解当地公

司法及相关的法律责任。公司法是规

范公司成立、运作、组织解散以及其他

对外关系的法律规定。每个国家的公

司法各有特色，例如马来西亚政府在

法例中加入一些保护马来人的条文，为

了令外国企业无法控制或垄断本地市

场，法例规定外国公司在收购本地上

市公司时，无法取得绝对控股权，以减

低外来投资者对当地市场的冲击5。有

些国家甚至容许公司以外的商业主体

（例如合伙人（Partnership）和基金会

（Foundation）等）进行商业活动。

◎ 投资法（Investment Law）

10、整个「一带一路」计划牵涉数

以万亿元计的跨境投资，这样大量的

资金不可能由单一国家提供。当涉及跨

国融资时，投资者必定要考虑跨境投资

的法律规管，例如融资及资本市场规

定（Capital Market Regulations）、

银 行法（B a n k i n g L aw）、保 险 法

（Insurance Law）、船运提单（Bill of 

Lading）和信用证（Letter of Credit）

等 等。投资法涉及 如此 众多范畴，投

资 者 必 须 审 慎 了解 不 同 法 系 的当 地

投资法，以确保交易得以 顺利进行。

以公私型合伙企业（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为例，很多基建投资都

是以这个模式进行的，但公私型合伙

企业在普通法国家与大陆法国家有非

1. Otto, J. M. (2010). Sharia Incorporated: A Comparative Overview of the Legal Systems of Twelve Muslim Countries in Past 

and Present. p.29.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See also Abiad, N. (2008). Sharia, Muslim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reaty Obligations. pp. 43-51.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2. Abiad, N. (2008). Sharia, Muslim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reaty Obligations. pp. 7-16.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3. Hauser-Sch ublin, B. (2013). Adat and Indigeneity in Indonesia Culture and Entitlements between Heteronomy and Self-

Ascription. pp. 6-15. Goettingen University Press.

4.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August 27, 1965, 17.1 

U.S.T.I.A. 1270 (1966).

5. Federal Constitution of Malaysia, Art.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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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不同的法律地位。在普通法国家中，

法院会以私法（Private Law）去审理

有关公私型合伙企业的法律问题；而

在大陆法国家中，有些公私型合伙企

业合同则被视为有关公共服务，属于公

共法（Public law）的领域并受行政法

（Administrative law）规管6。

◎ 合同法（Contract Law）

11、 顾名思义，合同法规范合同

的制定、法律效力、执行、终止及违反

合同的责任等，是投资者在每项投资

活动中必然会遇到的法律范畴。每种

法律制度都有一套特定的合同法，当中

某些法律原则可能适用于一些国家，

但无法应用于其他国家。一个具法律约

束力的普通法合同有四大元素：「要约

（ Offer）」、「承约（Acceptance）」、

「法律意图（Legal Intention）及「约因

（Consideration）」7。其他法系对有效

合同的要求很不同，例如欧陆法系有双

边合同（ Bilateral contracts）、单边

合同（Unilateral Contracts）、亏损合

同（Onerous Contracts）和无偿合同

（Gratuitous Contracts）等，而双方

的法律义务取决于合同的种类。此外，

每个法制下的合同法各有特色，例如普

通法国家十分尊重合约自由（Freedom

of Contract），给予双方很大的

自由度去制定合同，并且只有少量条文

会被法律隐含（Implied by Law）。相

反，大陆法国家较为限制合约自由，合

同中会有较多被法律隐含的条文，因此

投资者在草拟合同时，必须注意各国合

同法之间的差异。

◎ 雇佣法（Employment Law）

12、 跨国投资者在他国进行商业

活动时，若果未能清楚了解当地雇佣法

例及文化，很有机会招致法律责任，甚

至更严重的冲突。在聘请伊斯兰教员工

或在伊斯兰教国家进行商业活动时，投

资者必须小心留意及尊重他们的宗教

规条（例如他们必须在特定时间祈祷、

禁食，伊斯兰教女性有特定的衣着，男

女不得长时间有眼神接触等），并且提

供能够便利他们遵守宗教规条的工作

环境，例如祷告室等。此外，当地的最

低工资、标准工时、外地劳工的工作许

可等都是投资者必须考虑的重要元素。

还有与劳工法相关的法律责任，例如一

些国家容许集体诉讼（Class Action）

等（例如韩国、泰国等），令投资者有机

会面临更大的雇佣法律风险。

◎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1 3、知 识 产 权（I n t e l l e c t u a l 

Property Rights）是企业其中一个最

重要的资产，必须审慎保管。知识产权

大致分三种：商标（Trademark）、专利

技术（Patent）及著作权（Copyright）
8。就有关商标及专利技术，境外投资者

必须查明自己的知识产权并没有被当地

企业所注册或盗用，避免不必要的法律

诉讼。亦要认清当地处理知识产权的政

府部门，保障自身的权益。除此之外，

其他几个程序包括：查明该国家是否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的成员国9、

曾经签定过什么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条

约、以及查明商标和专利技术是否已在

当地注册等。

◎ 税务法（Tax Law）

14、外国投资者必须充分了解当地

对外资的税务要求，例如登记、外汇、

营业税和资产增值税等。每个国家的

税务法各有差异，例如伊斯兰国家基

于宗教原因，对税务有一套特定的原

则，与其他国家的税务法非常不同。伊

斯兰教国家主要的税项包括Zakat（指

捐出储蓄中的2.5% 给贫苦大众，由政

府负责收取）、Jizya（是每一个住在

穆斯林国家的非穆斯林教徒都必须付

的年税，贫困者、病患、儿童和妇人除

外）和Kharaj（个人土地税项）等10。从

以上几个例子可见伊斯兰税务的复杂

程度，因此投资者在这些国家进行投

资时必须清楚明白及遵守该地的税务

法，以免惹上法律责任。此外，香港一

直都是奉行地域征税原则（Territorial 

Tax Approach），即境外利润不会被

列入香港税网，所以吸引了大量国外企

业以香港为营运基地；相反，很多欧陆

法系国家实施全球征税。因此，投资者

在投资前必须清楚投资国有否与当地

政府签订双边税务协议（Bilateral Tax 

Treaty），以更准确地计算税后利润及

制定公司发展政策。

◎ 竞争法（Competition Law）

15、竞争法规范企业的反竞争行

为，以防止这些行为限制或扭曲市场竞

争，从而保障消费者利益，并达到提高

经济效益和促进自由贸易的目标。正如

以上其他的实体法例子，每个国家所实

施的竞争法都各有不同，例如欧美国家

实行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

中国实行反垄断法（Anti-monopoly 

Law）等 11。「一带一路」投资金额庞

大，很有可能在当地触及或构成垄断，

而「垄断」的定义在不同国家可以有很

大差别。因此，投资者必须充分了解当

地竞争法，以免误堕实体法陷阱。

6.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in Infrastructure Resource Centre. (2016, September 6). Key Features of Common Law 

or Civil Law Systems. Retrieved from http://ppp.worldbank.org/public-private-partnership/legislation-regulation/

frameworkassessment/ legal-systems/common-vs-civil-law [Accessed on 7 September 2016].

7. McKendrick, E. (2016). Contract Law Text, Cases and Material 7th Edition. pp. 19-124, 271-29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 Bently, L. & Sherman, B. (2014).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pp. 1-1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sation. (n.d.). Member Stat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wipo.int/members/en/ [Accessed 

on15 May 2016].

10. Khan, A. (2009, July 4). Islam and Taxation. The Khilafah. Retrieved from http://www.khilafah.com/islam-and-taxation/

[Accessed on 16 April 2016].

11. Jones, A. &Sufrin, B. (2014). EU Competition Law 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pp. 11-9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NTACT 020

FOCUS 焦点透视



香港愿景计划 召集人的话

香港愿景召集人

曾钰成

三 、适 用 法 及 法 院 管 辖 权 的 争 议

（C h o i c e  o f  G o v e r n i n g  L a w 

andSubmission to Jurisdiction）

16、以上列举的风险只是冰山一

角，但足以印证「一带一路」中每个国

家和地区的实体法及和程序法都存在

很大差异，法律争议避无可避。因此，

当出现纠纷时，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和

法院去解决冲突往往成为与讼双方其

中一个最大的争论点。

◎适用法条款（Choice of Governing 

Law Clause）

17、合同 双 方 需要同意，当争议

出现时，采用某个国家的法律去阐释

该 合 约 条 款。在国 际 私法（P r ivat e 

International Law）原则下，法院一般

会对合同的适用法采取以下原则12

a ) 自 治 原 则（F r e e d o m  o f 

Contract），即合约双方可以自由选择

适用法律13；

b ) 最 密 切 联 系 原 则（C l o s e s t 

Connection），即合同与哪个国家有最

密切联系；

c)强制适用法原则，例如，如果双

方在合同中没有指定适用法，而法院亦

不能确定「最密切联系国家」时，法院

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强制指定合同适

用法。

18、实际上，合约双方大多选择自

己国籍国家的法律为合同适用法，因

此在商议合同时，双方经常都会各持己

见。在签定「一带一路」项目合同时，选

用中立的香港法可解决中国和国外之

间对适用法的争拗。

◎争议法院管辖条款（Submission to 

Jurisdiction Clause）

19、合同中必 须有此 条文。一 般

而言，合同的争议解决方法大致包括：

（1）提交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2）提

交有管辖权的仲裁者作出裁决；或（3）

由中立的专业人士进行调解。各国对

待合同管辖的制度不同，大部分国家容

许合约双方自由选择法院管辖，例如英

国、美国、德国、奥地利等法院，都同意

把本属国内法院管辖的案件交由外国

法院审理；亦有些国家如波兰和保加利

亚等，原则上不承认将法院管辖移交外

地法院的协议。

◎ 替代诉讼方法（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20、合同双方除了可协议把争议

交给某国法院处理外，一方可以同意

采用替代诉讼方法处理纠纷，其中以仲

裁最为常见。这是因为仲裁裁决是最

终裁决，双方都不能提出上诉，而且该

裁决可在所有《纽约公约》（New York 

Convention）150 多个缔约国中执行
14。因此，在签署「一带一路」合同时，

准确地选择争议解决方法，准确地选

择争议解决地及方法如仲裁，对辞决合

同纠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会在第三章

建议中国在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协

议时，选择香港的法院和法律服务，为

中国投资人解决适用法及法院管辖权

带来的问题。

香港是中国的尽职调查专员

21、为减低以上各项风险，投资者

在进行企业上市、易手和投资等动作

前必需进行法律尽职调查（Legal Due 

Diligence）。法律尽职调查就是通过

审阅不同文件，令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前

能够全面掌握项目情况，以辨认及分析

所有潜在危机及风险，并且确定有关数

据的真实性及完整性。中国在「一带一

路」中担当牵头的角色，无可避免会遇

上各式各样的跨境投资风险，需要高质

素的法律尽职调查员去辨认及减低投

资风险。

22、相比中国内地，香港法律界对

海外公司组成、跨国投资法、劳工法纠

纷、国际知识产权和尽职调查等均有

非常丰富的经验；加上有大批高质素的

本地及外国律师团队，应能辅助投资者

更有效地控制法律体制差异以及实体

法所带来的种种风险。因此，我们认为

香港在「一带一路」中应将自己定位为

中国的尽职调查员，以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投资跨国项目必须要防范于未然，

所以在出现纠纷前，香港的法律界应在

每个「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规划阶段

就开始着手处理其潜在风险。

明年便是香港回归二十周年，香

港特别行政区将踏进《基本法》所说

「五十年不变」的中段。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整体

上是成功的。然而我们也要看到：香港

的政制发展要达到《基本法》规定的

最终目标，仍有极具争议的问题必须解

决；「港人治港」要赢得香港市民和中央

政府的信心，特区政府必须从多个方面

改善管治；香港要维持长期繁荣稳定，

必须研究如何提高经济上的竞争力，同

时要纾缓贫富差距扩大所造成的社会矛

盾。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总结特别行政

区成立以来「一国两制」实践的丰富经

验，正视存在的问题和发生的矛盾，找

出向前发展的正确方向。

「香港愿景计划」会就政制发展和

特区管治的主要问题，以及经济、社会、

文化、教育等范畴的公共政策进行研

究，发表一系列报告。希望各界对我们

的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

12. Lipstein, K. (1981) Principles of the Conflict of Law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p. 107-115. MartinusNijhoff Publishers. 

See also, Lord Collins of Mapesbury, J. (2016) Harris, Dicey, Morris & Collin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15th edn). Mainwork & 

Supplement.

13. See for example, The Planeta (Owners of Cargo) v The Planeta (Owners of the Ship) [1993] HKCFI 106; HCAJ 384/1991

(1993, January 18). para 21. per Justice Barnett.

14.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June 10, 1958, 21.3 U.S.T.I.A 2517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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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及撰文_简宗扬

简先生（人称简师兄）   为一资深技术分析专家，涉猎港、美股市、各地期指、全球期货、外汇、期权等多
种投资工具及市场，早年毕业于香港大学电机及电子工程系，其后于澳洲悉尼科技大学获取工程硕士，

并取得证券及期货从业员资格考试全年杰出考生美誉，创办一目论坛及市场冷读术，从事程序交易软件
开发及培训，经常在社交媒体分享准确、精癖的走势分析，绝非事后诸葛，亦为私人客户代理操盘，以争
取丰硕回报为目标。此外，简师兄也提供风水术数服务，逾二十年经验，案例过千。

笔者于本文除了概括评论三大股票

市场之外，亦会用一连数篇简单

介绍甚么是投资策略，笔者会由散户熟

悉的投资工具为起点分享见解，最后亦

会触及带着神秘面纱的对冲基金所运

用的一些专业技巧。

股票市场短评

为节省篇幅，笔者略过分析，直说

重点便是。图一是美国道指日线图，第

二季首两个月波幅甚窄，踏入九月开始

突然大幅度下跌，并屡次测试18,000

点支持，其后波幅再次收窄，疑是等候

美国大选结果之状，每一波高位皆向下

移，构成绿色的下降轨，走势转弱及不

能重回棕色的上升轨之上，预计短期走

势仍然疲弱，属上落市格局，并很大机

会于第四季内再度向18,000点挑战。

图二为上证日线图，指数于3,000

浅谈投资策略（上篇）

点 大位 上下徘徊，近 期（截 稿日期为

2016年10月24日）突破三角型区域后

重上大位之上，整装待发挑战今年4月

高位（紫色虚线），笔者判断成功突破

机会甚大，第四季偏向利好的升市，支

持在3,057点附近。

最后到香港恒生指数，图三是其日

线图。指数近期于高位横行，23,000点

为强力支持，但从图中仍隐约可见过去

六个星期已经形成一条下降通道，有下

行压力，守于23,000点之上则维持横

行格局，若然跌破将会急速向21,300

点进发，第四季偏淡走势机会颇高。

散户的投资市场

转转话题，笔者由本期开始分享一

下对投资策略的见解。如果纯粹从散户

投资角度考虑，基本上有三大类投资市

场可以致富：债券、地产、股票。

先谈谈债券，本身是发行者为筹集

资金而发行，在约定时间内支付一定利

息，并在到期时偿还本金的一种有价证

券，2008年以前是一种安全可靠的固

定收益投资工具，在三类投资市场中所

占份额是最大的。但是，在2008年雷曼

图一：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日线图

图二：上证综合指数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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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之后，大部份散户对债券已经持有

一种避之则吉的态度，不论好丑，一律

认为是糖衣陷阱，份额已经减了不少。

其次，地产，在大城市中的住宅及

商铺呎价亦已经飞升到九宵云外，甚至

有人高唱楼市不破论，笔者对地产的认

识不多，破与不破，或者何时会破，笔者

不敢莽下断语，只知道交易市场的主要

作用是价格发现，即供应及需求综合得

出的结果，供求出现不平衡，价格也会

随之而升跌。已拥有地产物业的人暂时

是富有的，正在还按揭的人所承担的风

险挺大的，没有物业的人则只能望洋轻

叹而已，风险正正来自于按揭的杠杆与

及借贷利率走势。

最后，股票应该是散户最容易接触

的投资工具之一，因其入场门坎比前两

者低，随时赚价差又赚股息，媒体和财

经频道报导得最多的题材也离不开股

票，所以非常流行，尤其当股市畅旺炽

热时，连街上的报贩也能操满口流利股

票经，拟是一位股票专家一样，给大众

的印象就是很容易玩。

玩股票很容易？

不过，让我们静心想想，股票真的

很容易玩吗？笔者喜欢逆向思考，所以

本人的答案刚刚相反，是非常难玩！何

难之有？请容笔者详细道来。

上文提过，有供求才有价格，那么，

当你是供应的一方（卖方），一定有其

他有需求的人才能成为你的对手（买

方），双方在一个互相接受的价格达成

交易，那个 价位便 是 成 交价，换句话

说，成交价代表买卖双方的一个均衡

点。为了便利买方及卖方找交易对手，

必须要有一定流动性，所以衍生出能大

量聚集买方及卖方的交易所的出现（交

易所有其他功能，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从略）。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甚么卖方

愿意卖出？而买方又愿意买入呢？表面

上买卖均衡，实质上是买卖双方各持

完全不同的态度，卖方因为预期价格不

能再升所以沽出，买方因为估计价格会

上升而买入，双方对未来的看法完全相

反。因此，当其中一方预期应验，另一方

必然失验，价格便会向其中一方移动，

亦即是走势的出现。

另一种情况是买卖双方交易非常

活跃，但是价位还是不动如山，何解？

双方对各自的预期都信心十足，认为交

易对手是错的、是傻瓜，想从此价位开

始彻底击败对方，所以该价位的成交量

会特别高，未来也确实会分出胜负，展

开一波升势或跌势。

说了这么久，与玩股票容易与否有

甚么关系呢？答案其实已经隐含其中，

想深一层，刚才讲的只是一个假设买卖

双方实力相约的版本，如果买卖双方实

力并不相约，那又如何呢？可以这样假

设，有散户就会有大户，散户的对手就

是大户，你说大户强，还是散户强？我

想大部份时间是大户强，仓位比你大，

资金比你多，技术比你高，人材比你优

秀，此一时可以大量供应股票，彼一时

又可以大量需求股票，散户入场只能被

动跟从，散户不上当，还有媒体报道这

一招管用。所以，股票市场表面看似公

平，内里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真的这

么阴暗吗？我假设是，至少我有合理的

风险意识，避免上当，甚至乎反利用这

个假设，一于追随大户追到底。

基本策略：低买高卖

看笔者这样写本节的标题，你会觉

得实在无聊至极，天下应该没有不懂这

个道理的人。又是这一句，想深一层吧！

何处为低？何处为高？

大家仔细看看图四，怀可夫市场周

期模型，我猜大家对股票市场是一种

周期行为的说法应该没有异议，市场在

较低位置横行打底，然后上升，到较高

位置再次横行派发，随之下跌，周而复

始。因此，所谓的高与低实际上是相对

的，不是绝对的。以大户为例，由于他

们拥有自身优势，在较低位捞底收集买

入，到上升至较高位派发卖出，完全是

遵照低买高卖原则而行。

请大家再思考一下，大户捞底时，

谁是他们的交易对手？到派发时，谁又

会是他们的交易对手？笔者将答案留待

下期揭晓。

本文 纯 属个人 意见，笔者以实例

分享技术分析心得，与各读者只作学术

交流，绝非提供任何投资意见。市场先

生永远可以有出乎意料之外的行为，

任何事皆可发生，请读者永远做好风

险管理。在此特别鸣谢MetaStock和

Stooq.de提供分析数据，以及声明本

文所有图表皆由MultiCharts制作。

图三：香港恒生指数日线图

图四：怀可夫市场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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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味道 香飘太空
—李锦记连续五年助力中国航天事业

2016年10月17日，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长征二号F遥十一运载火箭呼

啸冲天，搭载着两名航 天 员的“ 神舟

十一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升空，两位

航天员将在太空完成我国持续时间最

长的一次载人飞行任务，总飞行时间达

33天。由李锦记提供的香辣酱、麻辣

酱、凉拌酱、甜辣酱、豆瓣酱、甜酱等六

款酱料随“神舟十一号＂航天员一同飞

天，为航天员太空生活提供佐餐酱料。

在举国一片欢腾之时，每个李锦记

人的眼中都泛起了骄傲的泪光。中国自

主研制的神舟飞船遨游太空，为什么会

引发李锦记这个调味品企业的高度关

注呢？除了植根于民族企业心底的强烈

的民族情怀，这也与李锦记与航天的缘

分分不开。

把“李锦记”写进航天员食谱

2003年，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船

“神舟五号＂飞向太空，从那一年起，

我国航天员食品的探索之路开始进入

公众视野。从“神五＂到“神十一＂，航

天员的饮食质量在逐步提高。在航天

员饮食提高的背后，众多民族品牌做出

了自己的突出贡献，李锦记就是其中的

一员。

2012年，“神舟九号＂载人飞船的

发射拉开了李锦记与中国航天合作的

序幕，那一年，李锦记开始为航天员研

发太空酱料。当年，在中国航天员中心

为航天员甄选航天食品的过程中，对于

有着百年历史的李锦记酱料的品质和

口感给予充分肯定。他们派出航天食品

研究专家深入李锦记全球最大的生产

基地——广东新会生产基地进行了实

地考察。经过严格的考察及对产品太空

环境分析、航天员试吃打分等多个环

节，最终李锦记的五款酱料产品被选入

航天员食谱，随“神九＂一起飞天，这也

是中国酱料首次进入太空。

此后，李锦记持续助力“神十＂，

李锦记的“神十＂酱料也由“神九＂时

的“五虎上酱＂升级为“六大风味＂。

2016年，李锦记参与模拟太空舱试验

等航天活动，为志愿者提供航天微波食

谱及使用的酱料，并合作研发3D太空

食品打印机。

此外，从2013年起至今，李锦记和

中国航天基金会共同捐资，在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设立“李锦记航天奖学金＂，

推动航天人才的培养，激励更多人以更

大热情投身中国航天事业。

为了更 好地助力中国航 天事业，

2013年3月，李锦记正式成为“中国航

天事业合作伙伴＂。由于李锦记对中国

航天事业一直以来的支持，李锦记荣获

由中国航天基金会颁发的“中国航天事

业贡献奖＂。

用航天品质 树行业标杆 

李锦记从一个家族小生意开始，能

发展到现在的跨国企业并取得不俗的

成绩，主要源自于“思利及人＂的核心价

值观以及对品质的坚持。在李锦记，有

一个人尽皆知、乍看不符合算数原理的

公式：100-1=0，这是李锦记特有的百

年鲜味方程式，意思是“做100件事，就

算只有一件做错了，也等于白做＂。正是

凭着这样严苛的品质管理理念，才成就

了李锦记的航天品质。

为了确保产品品质，李锦记从监控

原材料、生产以至包装等每个工序都

一丝不苟。李锦记以30多道生产工序、

200多个质量控制点确保生产全过程的

安全。李锦记还斥巨资引进全球最先

进的SAP系统，通过对物流进行跟踪管

理，实现客户与原料间的双向追溯，最

大程度地保障食品安全。同时，李锦记

是美国FDA在中国全国性审核活动开

展以来，首家零缺陷通过审核的食品制

造企业。 

源于卓越的产品品质，李锦记赢

得了社会各方的高度认可：2008年，李

锦记成为北京奥运会调味品供应商；

2010年，李锦记产品服务于上海世博

会；2012年、2013年及2016年，李锦记

成为“神九＂、“神十＂、“神十一＂载人

宇宙飞船宇航员使用酱料；2016年杭

州G20峰会筹备前期，李锦记荣膺G20

峰会调味品供应商，向峰会供应了包括

旧庄蚝油、XO酱、蒸鱼豉油等41款产

品，几乎在每场G20国际宴会上都能看

到由李锦记调制的佳肴，让中国味道更

为世界所知。

在新的时代，李锦记将一如既往地

秉承“思利及人＂的企业核心价值观，

坚守“务实、诚信，永远创业精神＂，继

续为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贡献自己的

绵薄之力。 

李锦记新会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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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想过在旅游的时候，参与“另类＂

培训吗？以色列反恐培训特色游

可能是一个选择。率先在国内推出这特

色路线的岭南国旅董事总经理梁敬漳

表示，介绍这路线的目的，是让国内以

至港、台的客人，可以在旅游之余，学习

到实用知识，也可以感受不一样的以色

列。

梁敬漳今年初经朋友介绍，参观了

以色列反恐安全学院，并参加了一个半

日的反恐课程。曾服务于纪律部队的梁

敬漳觉得很实用，因为这些年世界上有

比较多的恐怖袭击事件，平民百姓有必

要学习反恐知识，在旅游和日常生活中

提高警惕和知道如何做好自我保护。

以色列反 恐安 全 学院（Cal i b er 

3），由曾 在 以色 列 国 防 军 特 种 部 队

任职的沙龙·加特上校（Col. Sharon 

Gat）创办并担任首席执行官。训练基

地在2006年开办，早期以培训以色列

国防军为主，也负责对警察、政府机关

安保人员，提供专业培训。其后得到政

府和国防部支持，安全学院的课程，可

以开放给世界各地的非专业人士。

“这是在我的认识里面，第一个开

放给公众的国家级反恐训练课程。在学

习一个课程后，我感觉应该将这课程介

绍给两岸三地的中国人，现今中国人旅

游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而恐袭的威胁近

年比较频繁，我们应该具备反恐意识、

并提高对危险的警觉性和应变能力。＂

梁敬漳说，一般人面对突发事情意识薄

弱、会手足无措。如果在一次旅游当中

能有这样的课程学习到实用知识，同时

还可以观光旅游，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

情。

为非专业人员而设的培训课程，

难度当然没有专业人员课程那么高，

参加人士可以按照时间安排、兴趣，参

与半天、一天或两天的课程。针对军迷

（Army Fans），学院也有定制的课

程。梁敬漳说，课程中包括最有用的以

色列格斗术（Krav Maga），简单的招

式加以熟练，遇到突发情况时就可以保

护到自己。在短期的课程中，学习目标

不是要打倒对方或抓住对方，我们只是

老百姓，不是专业警察、军人，我们只需

要知道如何保护好自己，免受重要伤害

之余，将对方击退并掌握时机逃脱，其

他的还是交由警方、军方处理。培训课

程中，也可以感受到军人的纪律性和团

队精神。

公开的反恐课程，男女老幼都可以

参加，当然要有健康的体魄和活动能

力。建议小孩到了十岁左右，即可参加

培训。梁敬漳表示，推出的特色游包括

亲子游学，家长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增长

知识。反恐课程、世界闻名的旅游景点

之外，以色列的高科技、农业、教育、医

疗、军事都是很值得去体验的环节，中

国有不少官方、商务考察，也会到以色

列去体验先进的科技、技术。

以色列是著名的旅游国家，在内地

旅程中学习反恐常识

以色列特色游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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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太多宣传，但梁敬漳认为很值得推

广，因为当地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也有

天然的地理条件，其中耶路撒冷这个三

大宗教的圣城不用多介绍。来这里朝圣

的人士也成为以色列旅游的主要客源。

岭南国旅推出的特色游旅程，还包

括具有欧洲风情的特拉维夫，当地有很

长很漂亮的的沙滩；盐分高得可以让人

浮起来的死海，圣经故事中摩西带领犹

太人走过的红海，还有比较少旅游路线

会包括的艾特拉。艾特拉是当地的度假

胜地，那里的水很清，可以看到海豚，

甚至可以与海豚一起游泳，这跟很多地

方的海洋公园里和海豚共游不一样，这

些海豚是野生的，没有经过训练，但对

人很友善。

以色列特色旅游，行程八至十日，

如果加上约旦游，会安排十至十二日，

也可以按照旅客的要求，量身定制包

团。包团要参加反恐训练的话，每团最

少五到六人，人数少的话，人均费用会

相对高一点。

在旅游业浸淫近四份一世纪，从香

港到内地发展也已达十多年，梁在刚回

来的时候，主要带团到欧洲，这些年下

来，欧洲去了一百多次，游历过的国家

超过90个。梁认为内地旅游业发展的

路向，与香港接近，有见于广州甚至国

内，缺乏走中高档路线的旅行社，于是

致力于开发中高端的特色游，给消费者

提供更多选择。

梁说，旅客的要求在这些年也有很

大变化。十多年前，内地往海外旅游刚

开始普及，那时候去一趟欧洲动辄三万

多元，团费一直不增反跌，越来越大众

化，去欧洲、美国、澳洲都已经不是什

么新鲜事。以前是一次性走很多国家，

越多越好，走马看花，现在更喜欢单一

国家的深度游。团费越来越便宜，经营

也比以前困难，服务质量也会有所下

滑。但还是会有一些客人，更看重旅游

享受，会要求住更好的酒店，安排更好

的、更特别的餐饮和更舒适的行程。中

高端旅游、特色线路也就应运而生。

曾为纪律部队的梁敬漳近年喜欢

上单车运动，他说一直喜欢运动，特别

是带氧运动。爱上单车运动，是因为可

以跟队友一起玩，更有鼓励性。他加入

了香港一个单车队，周末晨早联系后一

起吃早餐，成为乐事之一。为了挑战自

己，最近参加了香港单车节比赛，这是

一项50公里挑战赛，赛会规定在两个半

小时完成赛程。梁原先只希望在限时内

完成，结果在与队友配合下，以1小时37

分完成比赛，比预期快了差不多一个小

时，并受到媒体采访，很有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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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洋来次约会  
珠海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

珠海长隆国际海洋旅游度假区-横琴湾酒店

长隆海洋王国位于珠海横琴长隆国

际海洋度假区，这个主题公园荣

获由主题娱乐协会(TEA) 颁发2014年

度唯一的主题公园「杰出成就奖」，是

您不可错过的必游景点！

长隆海洋王国是长隆集团运用积

累了20多年的经验，采用世界顶尖公

司的设计，吸取全球主题公园的精华，

运用高科技和长隆特有的创意，全面

整合珍稀的海洋动物和极地动物、顶

级的游乐设备和新奇的大型演艺，全力

建设和打造的中国人自主研发、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世界顶级主题公园，是

世界顶级、规模最大、游乐设施最丰富

也是最富于想象力的海洋王国。

庞大的白鲸在水中载歌载舞，灵活自如，是最受欢迎的剧场之一。每天12:30和18:00的海豚喂食与表演，以及科普讲解，是亲子游的难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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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面积最大的海洋主题公园之一
长隆海洋王国是世界最大的海洋主题乐园之

一，汇聚顶级机动游戏、珍稀动物展馆、大型剧场

表演、餐饮、购物等综合娱乐体验！

拥有五项世界之最的海洋鱼类展馆
高达68米的鲸鯊馆是世界最大的海洋鱼类展

览馆，拥有水体达3.1万立方米的水族箱，规模位

列全球之首，馆内饲养了不同品种的珍奇鱼类多

达15,000条，更安装了全球最大的亚加力玻璃(长

39.6米，高8.3米，厚0.65米)，运用最先进的无缝

技术连接，建成世界级的水族馆观赏屏及水底观

景穹顶，带来无敌的海底奇观！ 

最庞大的海洋主题花车巡游之一
多辆大型主题巡游花车，演员阵容鼎盛，展现

美人鱼、海龟、章鱼、巨鲸、极地游戏、潜水艇等元

素，让大人和小朋友一起载歌载舞！

烟花幻彩横琴海
横琴海汇演勇夺由「澳洲盛事大奖」（Best 

International Achievement in Events）颁发的

「最佳国际盛事成就奖」，巧妙地运用水、灯光、

投影、激光、烟花等声光元素，创造出全球独一无

二、激动人心的壮观演出，是宾客不容错过的表演

节目！

每晚闭园前的超级大Show, 音乐喷泉与水上飞人，激光投
影与烟花特技，为游客演绎一段激动人心的传奇故事。

2015年6月，长隆集团总投资300亿人民币的清远长隆国际森林度假区的首期项目正式启动，2016年

广清轻轨开通后，届时25分钟即可直达广州，20分钟接驳白云国际机场。

长隆项目是清远首个大型商业性旅游项目，长隆的进驻将有利于清远打造世界级旅游、休闲、购物、

娱乐于一体的高端品牌。未来将成为集全球首创的森林主题公园群、世界珍稀动植物种群、生态度假酒

店群和动植物科研实践基地群、文化创意及教育矩阵于一体的世界级森林综合体，届时这里将跻身世界

十大旅游目的地。

拥有两项世界纪录的全球最大5D影院
5D城堡影院内设置1000多个动感特效座椅，

其长88米、高18米的180 °弧 形3D银幕获“世界

最大的3D立体投影＂和“世界最大的永久性投影

屏＂两项殊荣，配以世界顶尖音响设备360°立体声

及顶级LED灯光效果，将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震

撼体验！

区内酒店特色各异
度假区内有三家风格各异的酒店：横琴湾酒

店、企鹅酒店、马戏酒酒店可供选择。长隆横琴湾

酒店是国内独树一帜的海豚主题亲子度假酒店，

由国内外资深的建筑设计师、室内设计师及园林

景观设计师倾力合作完成，总建筑面积达30万平

方米。酒店拥有国内首个海豚池，来这里，不只可

以亲亲海豚，还能与海豚一起悠游水中，体验不一

般的度假情怀。

话题延伸

        交通指南

香港 – 珠海
1.乘坐轮渡至九州港，转乘专线巴士

2.乘坐轮渡至澳门，经莲花口岸入

境，转乘专线巴士。

最庞大的海洋主题花车巡游

为亲子游专门打造的快闪，让孩子们沉浸在快乐中。

长隆清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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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草亭＂缘起于日本东京浅草

寺为中心的闹街。浅草作为

东京的代表性老市区，不仅古风浓郁，

也是大快朵颐的绝佳场所。这里说的 

“浅草亭＂，则是一家位于广州CBD珠

江新城的日本料理店。

浅草亭掌舵人——达哥（黄宏达）

是香港人，18岁入行，在日本、香港等地

锤炼技艺，接管浅草亭，达哥抱着一颗

求好之心运用精湛的技艺，以热切、饱

满的热忱，将天然美味造就精致而健康

的美食。

隐于市 浅草亭

店内装饰简洁雅致，共有11个包房，21个座位的大厅卡座。

寿司吧有8个座位，让你边品尝新鲜美食，边欣赏料理人的制作过程。

活鱼刺身

鹅肝刺身

味噌煮牛筋腩
杂锦刺身拌醋

小柱贝牛蒡天婦罗

特级牛肉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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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71号（邮编：100009）

电话：（86 10）6657 2880 内线 311

传真：（86 10）6657 2823

电邮：bjohksar@bjo-hksarg.org.cn

网址：www.bjo.gov.hk

 

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168号都市总部大楼21楼（邮编：200001）

电话：（86 21）6351 2233 内线 160

传真：（86 21）6351 9368

电邮：enquiry@sheto.gov.hk

网址：www.sheto.gov.hk

 

驻内地办事处入境事务组提供香港特区护照换领服务

入境事务处（入境处）十一月三日公布，为进一步便利香港居民，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政府驻内地办事处的入境事务组于

十一月七日（星期一）起，提供香港特区护照换领服务。

 身在内地的香港居民可透过驻北京办事处、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及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入境事务组

递交换领香港特区护照的申请，并在该驻内地办事处领取护照。

各驻内地办事处入境事务组的联络电话及地址如下： 

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
广州市天河北路233号中信广场71楼7101室（邮编：510613）

电话：（86 20）3891 1220 内线 608

传真：（86 20）3877 0466

电邮：general@gdeto.gov.hk

网址：www.gdeto.gov.hk

 

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
成都市盐市口顺城大街8号中环广场1座38楼（邮编：610016）

电话：（86 28）8676 8301 内线 330

传真：（86 28）8676 8300

电邮：general@cdeto.gov.hk

网址：www.cdeto.gov.hk

有关此项服务的详情，请参阅入境处网页www.immd.gov.hk。

如有查询，可致电入境处热线（852）2824 6111或发送电邮至enquiry@imm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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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有关注《旅图分享》栏目的朋友都知道自媒体人Caryn Chan是一位旅游达人。圣诞新年将至，本期

《CONTACT》特别推出“吃喝玩乐”主题，为配合主题，Caryn变身为美食达人，为大家展示一道适合在

圣诞节或新年时制作的脆煎鸡扒配青酱宽面。

脆煎鸡扒配青酱宽面
图/文_Caryn Chan

做意大利面一般有红、白、黑、青四个颜色的主要酱料，番茄的红，奶油的白，墨鱼汁的黑，都是来自天然的色彩，其中英文

叫Pesto的青酱是我最喜欢的口味，里面有我很喜爱的成分罗勒，因而呈现鲜活的绿色。

罗勒又名九层塔，潮汕人称其为金不

换，适合生长在炎热的环境，是一种气味

浓烈性格十分鲜明的食用香草，春夏季节

天气炎热泥土疏松水肥充足的时候会疯

长，这时候只要勤快修剪让它快速分枝，

便能收获大半年的美味。

一般做青酱，里面有一个固定搭配的

材料是炒香了的松子仁，重口味的我喜欢

做酱的时候使用大比例的松子仁，就是贪

图那满口腔的香浓细滑。如果喜欢青酱的

香气更突出和不容易氧化变色，记得搅拌

的工序分两次进行。

“关于青酱（Pesto）” 材料与步骤

新鲜甜罗勒	

松子（可根据个人口味用核桃、腰果、杏

仁等其他坚果替代）

大蒜，盐和胡椒，初榨橄榄油，牛奶，芝士

CONTACT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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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按上面的做法这个面已经很好吃，而且蛋奶素食者也合适，

当然你若不满足，就要加上煎香的培根片，或者像我这样，加上脆

煎鸡扒——

鸡腿一个，拆骨，用盐+现磨黑胡椒碎+橄榄油腌10分钟。

平底锅烧热，用小火先煎没有皮那一面，待快要煎熟的时候，翻

转，用中火把带鸡皮那一面煎脆，顺序不要倒过来，这样就不美又

不脆了。

把煎好的鸡扒切块，鸡皮向上码到面上/旁边。

拍好照赶紧吃。

煮面，按照意大利面包装袋上说明标注的时

间减半分钟煮好面，沥水，不要冲冷水。

炒香松子仁，记得用小火，不然很容易把

松子炒焦。

橄榄油煎香大蒜片然后捞出，用余下的油

炒熟白玉菇。

松子仁	+	蒜片	+	牛奶	+	盐在料理机里

打至细滑之后，加入罗勒叶子稍作搅拌，

记得不要打得太碎，这样会好看一些，同

时青酱较能保持翠绿不容易氧化变色。

把意大利面放入热橄榄油锅中稍作翻炒，

倒入酱汁和白玉菇再翻炒几下便可上碟。

在意面上撒上现磨黑胡椒碎和碎芝士。

趁热吃。

做法

1 

1 

2 

2 

3 

3 

4 

4 

5 

6

7 

升级版

由Caryn与友人们一同创办的Concerto Bistro位于番禺市桥

地铁站附近，二层小楼的建筑原为一座在山脚下有近40年历史的

旧工厂食堂。老房子经过一群有奇思妙想对餐饮有高度热情的摄

影师6个多月的修葺改造后，现摇身变为小酒馆+画廊+影像馆的综

合空间。烹饪中大量使用自己生产的香草和渍物以及水果自酿酒让

它家的味道辨析度高。这个植物满布的风情小庭院，将于本月内正

式对外营业，欢迎大家来感受自在而美好的时光。

Concerto Bis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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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安永会计师事务所27年，逐步晋升为合伙人（税务与

商务咨询）的陈建荣，在广州努力耕耘15年，最近获得

广州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委任为副会长，其后又获委任旗下涉

外咨询机构专业委员会的主席。这也是在改变政策后，首次由

非官守人士担任该委员会首脑。

毕 业 后 随 即 加 入 安 永，陈 建 荣 经 历 了 E r n s t  a n d 

Whinney的合并，公司英文名字变更为Ernst and Young。

在行业内，陈建荣经过几次金融危机、目睹企业的跌宕起伏。

洋名Rio的陈建荣笑言，英资会计师楼当年都得西装笔挺的

上班，可到了科网潮，大家都赶潮流，穿上“IT装＂便服。今

天，行内还是回复专业形象，外套领带不能离身。

在内地发展初期，Rio总是到处跑，足迹遍布内蒙、东北

等地，做收购合并的工作，遇到过被农民围堵等事件，与在香

港的工作环境截然不同。Rio被公司派到上海实习，看看是否

能与内地的文化融合、与内地同事是否可以沟通。通过测试

后，公司决定派他到广州。

在广州的工作并不轻松，Rio客户遍布南中国，因此经常

出差佛山、中山、珠海、东莞、深圳、厦门、长沙等地，上海、北

京、东北地区即日来回也是

常有的事。

Rio一直在税务部门工

作，累积十年以上经验后，

也曾经在培训部任职。由于

课堂上的内容比较理论化，

除了讲课，Rio也会负责重

新编写培训内容，使之更符

合实际。

陈建荣表示，香港税制

与国内不同，虽然国内税法

简单，但有不少附加条文，

实际操作起来很复杂，在考

虑跨境业务、交易的时候，

两地 税 制 都 要 考虑。国内

税制越来越完善和趋向国

际化，但同时也更复杂，因

此，处理问题时，需要各方

面的专家一起研究。

作为专业人士，Rio将

推动税务常识作为使命，希望回馈社会，协助行业在国内发

展；他也会应邀，协助相关部门进行税务政策的研究报告。政

策调研报告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可幸安永在这方面很支持

这些工作，会调动团队协助工作。而且专业委员会里的副会长

和常务理事等成员的机构，也会一起合作。

广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是广州市经贸委下属机构，主

要是支持来华投资的外商，协助他们与相关政府部门对接，

也负责组织外商联谊活动、政策宣讲会、政策研讨会、参观和

与政府部门的座谈会等。

谈到行业发展，Rio表示，国内国企、民企都需要专业服

务的支持，来做大做强。随着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日益壮大并

与外国事务所达成联盟，竞争越来越大，国际事务所需要在

费用、经验和关系上竞争。会计师事务所的服务再也不仅限

于会计、审计业务；除了做收购合并、上市等服务外，会增加

各种增值服务，举例说IT风险管理咨询、绩效管理、天气、环

境、环保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变得更多元化。在互联网+时代，

更要研究在大数据的发展中，如何利用科技平台，进行风险

把控。

专业求精致力推动行业发展

广州外商协会委任陈建荣
涉外专业机构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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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希尔顿新帅刘慧诗
推动VIVA带来活力欢笑

刘慧诗Grace，香港商会会友不会陌生的名字。在广州天

河希尔顿四年，创造骄人业绩后，今年7月获集团委以

重任，担任佛山希尔顿总经理。刚上任不到一个季度，精力充

沛、平易近人的刘慧诗又获得一个新标签 - 行走的能量球，

说明了Grace为佛山希尔顿添加了正能量，并且深得同事爱

戴。

到 底 刘 慧 诗又 出了什么 招？原 来 她 让 全 体 同 事 加 入

VIVA行动；VIVA的意思，是希望将活力、欢乐带到工作上，

将下班后的状态带回工作。因此，同事们在上班的时候，可以

按自己的喜好，染头发、涂指甲油、化妆等，只要他们认为吸

引人的就可以。装扮的自由，让同事们在工作中发挥更多的

创意，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精神面貌更佳、开会不再沉闷、同事工作更有劲，在为客

人提供服务当中，自然更活力四射、焕发更多的笑容。客人获

得更满意的服务，自然会更满意。

Grace最津津乐道的其中一件事，是最近安排了一个名为

“武林大绘＂的活动，招待媒体友人。“整个活动其实是同事

们策划的，尤其是我们的行政总厨，在这次活动中提出了很

多创意，除了活动菜单用不同武林秘笈印制、融入到游戏当

中，还加了很多武林用语在与嘉宾的对话中；当然，菜色也具

有满满的心思，包括洪七公独门丐帮煨鸡、佛山盲公偶遇萝卜

等等，也安排了真正的武林高手表演。参与的朋友都觉得非

常好玩，而Grace更满意的，是同事发挥了无限的创意、并且

非常投入去组织活动。

佛山希尔顿位于东平河北岸，与中欧中心仅一桥之隔，距

离佛山禅城只有三公里，是碧桂园发展的项目，共有600间豪

华客房与套间。酒店有逾四千平方的会议和宴会场地，设备

齐全，更有四个游泳池。Grace说，这酒店在平日做商务客人

和会议的服务，周末则

更 多的 接 待 游 客 和 家

庭。因此，要做的事情

很多；平时要为客人策

划商务活动，周末要安

排 一 些 适 合家 庭 参与

的活动，包括海底联盟

亲 子活 动 和 烧 菜 的 学

习班。为了接待家庭客

人，酒店将其中一些房

间 改 装 成 为有不同主

题的儿童房，让孩子们

玩的更开心。这些房间的受欢迎程度也与日俱增。

酒店的硬件很不错，进入宽敞的大堂，会被近6米高的巨

型珊瑚水族馆吸引。酒店内的餐饮场地也很别致，各具特色。

而酒店的地理位置也相当理想，靠近地铁站，该站将来是三

条地铁线的汇合点。旁边有中欧中心，与旅游景点的距离也不

远，在这些条件下，虽然佛山的竞争很大，Grace仍然是信心

满满的。而经过近三个月的磨合，与同事建立了很好的默契，

更可以迈开大步发展。这个圣诞节，佛山将推出精彩的圣诞

大餐给客户选择，到底有什么，留待大家亲自去发掘。

Grace的成功秘诀：我相信，一支活力团队，可以做一切

可能的事情。只有活力无限，正能量满满的人，才可以拥有这

样的自信和正面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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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推荐计划
Member-get-member
成功介绍一位新会员加入，即
可获得价值100元的商会活动
代用券。赶紧行动！

＊此次活动仅限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东会员参加。

＊新会员须于“会员申请表格＂内填好“推荐人资料＂确认推荐人身份。

＊所有细则以香港商会所定为准，商会保留随时更改细则权利及最终解释权。

推荐细则

公司代表 / 刘慧诗女士

电话 /（0757）8306 9999

传真 /（0757）8306 9666

电邮 / foshan.info@hilton.com

地址 /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岭南大道北127号

佛山希尔顿酒店

佛山希尔顿酒店毗邻禅城新城中央商务区，宾客可轻松前往中

德工业服务区、新城大型企业和政府机构。距佛山市区15分钟

车程，仅需50分钟车程抵达广州白云机场。600间豪华客房、6

间特色餐厅及酒吧，4170平方米的大型会议宴会场地，健身水

疗配套一应俱全，为宾客打造难忘的卓越服务。

公司代表 /  曹景昌先生

电话 / （020）8375 6088

传真 / （020）8375 5122

邮箱 / vision@visionproperty.org

地址 / 广州市东风中路418号

 华以泰国际大厦1103-1105室

广州市景博行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VISION景博行：1991年在香港成立，2000年进驻国内市场。

作为港资企业，以诚信、专业、卓越、创新的核心价值理念，结

合中国本土战略，为中港两地提供专业金融、房地产、投资…

服务20多年，成为珠三角最具有影响力的终端资源整合运营

商。

公司代表 / 杜源申先生

电话 / （020）8730 1952

地址 / 广州市越秀区竹丝岗二马路49号102室

广州市伟博儿童福利基金会

伟博儿童福利基金会是在广州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的非公募

基金会；宗旨是传递慈善爱心，全心全意帮助孤、贫和残障儿

童；除自觉接受广州市政府有关部门的业务管理和指导外，有

由专业人士组成的理事会监督运作和财务状况。

公司代表 / 黄力军先生

电话 / （020）3761 1101

地址 /  广州市越秀区竹丝岗二马路62号

广州市伟博饮食有限公司

这一栋三层的老洋房匿藏在竹丝岗二马路与农林下路之间的

拐角处，环境优雅绿树成荫，温馨时尚有格调。做传统的Fine 

Dining，更是精心筛选时令食材季度性更换菜单，它更向善，

一切利润均捐至广州市伟博儿童福利基金会，是一所名副其

实的慈善餐厅。

由中国香港注册建筑师杨家声先生主导设计事务。公司设计

实力雄厚、实际经验丰富，公司创始于香港，并于广州、上海

设有办事处（办公面积约2000平方米），现有专业人员200余

人。 公司理念是致力提升建筑设计的水平，透过敏锐的触觉，

对环境及空间进行改造和设计，希望并努力在我们的项目中营

造美好的生活及建设环境。

广州杨家声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公司代表 / 杨家声先生

电话 / （020）8333 8778

传真 / （020）8333 5256

电邮 /  benyeung@126.com

地址 /  广州市荔湾区西增路63号

 原创元素创意园D5-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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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表 / 何日明先生

电话 / (852) 2431 7100

传真 / (852) 2434 7131

电邮 / info@prosperitytoys.com

地址 / 香港九龙尖沙咀东部么地道67号

 半岛中心 12 楼 1219-1221 室

日兴实业（国际）有限公司

本公司研发 及生产高质素玩具珠饰产品，DI Y 益智玩具及

OEM 产品超过 30 年，自行开发及拥有自己品牌，并获得多项

国际认证，产品行销欧美、美国及世界各地，并与客户一直保

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日興集團日興集團

广州四季酒店

广州四季酒店高踞广州国际金融中心（IFC）103层主塔楼顶

部的30层，让宾房宛如置身云端之上。酒店全部客房均备有落

地玻璃，无边美景尽收眼底。酒店设有6个餐饮场所，为宾客

呈献风格各异，奢华精致的美食体验。

公司代表 / 柏润先生

电话 / (020) 8883 3888

传真 / (020) 8883 3999

电邮 / reservations.gua@fourseasons.com

地址 / 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西路5号

公司代表 / 刘仕雄先生

电话 / (852) 5608 2753

传真 / (852) 2777 9733

电邮 / Jason@hswmgt.com

地址 / 香港湾仔卢押道18号海德中心16楼D室

香港轩盛荣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香港轩盛荣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是从事商业咨询的公司，主要为

客户提供企业信用评估服务、尽职调查以及收购、并购策划方

案，我们能够为计划进入国内市场的外资企业提供完善的企

业信用分析以及尽调等商业咨询服务。

电话 / （852）2841 0800

传真 / （852）2813 0029

电邮 / km.liew@LTcounsel.com

地址 / 香港中环金钟道89号力宝中心

 一座20楼2002室

刘国茂

国际律所执业逾15年，现为香港LT Lawyers律所主管律师，

深谙各地商业文化特性，能操多语（英、普、粤、客家、马来），

致力为高值个人和机构客户服务，专注具大中华元素的跨境争

议解决、国际仲裁、内地运营境外上市公司的财报/合规调查、

香港金管法规事务。

连达发品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香港商业专业评审中心院士

美国威斯康星康考迪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公司创办于 1979 年，为全球首家获得ISO 9001:2008质量管

理认证的教习头生产企业(已升级至ISO 9001:2015)，并通过

ISO 14001:2004环境管理认证。

叶展鸿Andy Yip
电话 / (852)2557 2449

传真 / (852)2897 0125

电邮 / andy@lindabeautygroup.com

地址 / 香港上环皇后大道中302号

 北海商业大厦3楼

香港一戈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专业设计，生产，销售为一

体的现代化牛仔服饰企业，集团旗下瘦女狼牛仔品牌致力打

造中国牛仔领域知名品牌，瘦女狼产品包含男装.女装.童装牛

仔，牛仔工艺品，牛仔包包等，把牛仔的味道做到淋漓尽致，

让全世界的人都爱上中国牛仔品牌---《瘦女狼》。

香港一戈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代表 / 斯姣娜

电话 / （086）158 1333 2006

电邮 / 248332006@qq.com

地址 / 广州市荔湾区十八甫路怀远驿26-1

CONTACT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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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经香风满，松窗夜月圆，每逢中秋

佳节，必是亲朋好友相聚好时机。

藉此中秋佳节，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广东诚意带来一场缤纷欢乐的中秋晚

会，与大家欢聚中秋。

9月1日晚上，广州阳光酒店，140

多位嘉宾令现场座无虚席。中秋自拍游

戏，来宾们都踊跃参加，戴上古装头饰

玩得高兴不已。场内还设有灯谜区，一个

个红红的灯笼悬挂在空中增添了节日色

彩。大家高兴愉快地拍照、交流互动。

晚宴正式开始，理事会成员一起上

台向来宾们祝酒送上节日的问候，随后

中秋晚会—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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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会 - 广东理事局成员向来宾祝酒。

现场嘉宾古装头饰拍照互动。

活动现场。

中秋灯谜。

精彩的游戏及幸运抽奖陆续开始。抢答

游戏来宾积极参与，歇后语竞猜与来宾

们重温不少经典的语句，大家都兴奋不

已，参与的嘉宾均获得丰富礼物。最后

的幸运大抽奖，来宾们都期盼着幸运的

降临，大家都满载而归。中秋晚会在大

家的欢声笑语中圆满结束。

REVIEW精彩瞬间

CONTACT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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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源申会长（中）向两位画画游戏获奖嘉宾颁奖合影。

画画游戏活动现场。

获奖嘉宾。

游戏获奖嘉宾。

晚宴现场。

中秋晚会—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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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佳节，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广东9月8日晚在深圳君悦酒店举

行中秋晚会，与大家欢聚中秋。

活动当晚准备了多个趣味游戏以

及丰富的奖品礼品。晚宴在司仪宣布下

正式开始，大家愉快地用餐。在两位主

持人的带领下精彩的游戏及幸运抽奖

开始了。画画游戏，大家都能把灯笼、月

饼等图案唯妙唯俏地画出来。游戏一个

接一个的进行，现场气氛热闹，现场欢

声笑语，大家都收获满满的奖品。

REVIEW 精彩瞬间

CONTACT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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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副行政总裁黄少媚女士。

午宴现场。

来宾交流。

来宾合照。

0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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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高速发展、同质化日益严

重的大环境下，中国商业地产、传

统的商场格局迎来了颠覆性的挑战。企

业如何充分利用创新业态，寻求转型、

突围而出？

7月13日香港商会-广东在广州富

力君悦大酒店组织主题演讲午餐会，我

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商业地产界的资深

代表——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副

行政总裁黄少媚女士，与大家一同剖析

现今中国商业地产情况。

黄少媚女士的精彩演讲，与现场来

宾的互动问答交流，使来宾们更了解现

今中国商业地产的发展趋势。

主题演讲午餐会
中国商业地产如何突围

CONTACT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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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会现场。

杜源申会长（左）与邓家禧主任（右）一同于交流会前接受媒体采访。

名册发布仪式，主礼嘉宾（左至右）分别是：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 广东会长杜源申先生，

香港特区政府驻粤办主任邓家禧先生，广东省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李阳春先生，香港贸
易发展局广州代表何俏媚女士。

经验分享环节，分享嘉宾（左至右）分别是：星月玩具企业顾问刘镇庭先生，大明集团董
事总经理陈维德先生，钟姐食品总经理叶泽荣先生，香港商会 - 广东会长杜源申先生。

交流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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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服务业交流会」
暨 2016 年《在粤香港服务业企业名册》发布会

《内地与香港CEPA服务贸易协议》

于今年6月1日实施，令内地和

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香港的

服务业界对此非常关注。藉此，香港政

府驻粤经贸办（驻粤办）与香港贸发局

及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东合办本

次交流会，同时发布2016年《在粤香港

服务业企业名册》。交流会邀请到广东

省港澳办、香港交易所、香港生产力促

进局、香港商会会员企业代表向各位介

绍最新政策、措施以及分享在内地发展

的经验。经验分享环节嘉宾包括：大明

企业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维德、

广州市钟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叶泽

荣、广州市星月玩具有限公司企业顾问

刘镇庭，与来宾分享他们的发展经验。

2016年《在粤香港服务业企业名

册》由驻粤办、香港贸发局及中国香港

（地区）商会–广东联合汇编，今年已

经是第三版，范围涵盖珠三角九市内的

服务业企业资料，方便内地和香港的企

业寻找商机，我们同时希望通过这份名

册，对在内地发展的港企带来积极的作

用。

CONTACT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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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4
05
06
07

了解蒙牛乳业全国分布情况。

蒙牛乳业的全机械化制作车间。

参观清远城市规划展示馆。

 经济学家吴晓波专题演讲。

了解天安智谷发展规划。

 2016 年广莞佛港澳台清七地经济论坛。

交流晚宴上，部分会员代表与何国森市
长（右四）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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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香港商会会员代表应清

远市商务局的邀请，前往参观

及参加“2016年广莞佛港澳台清七地经

济论坛＂，藉此了解清远城市规划、经济

发展及双创成果。

会员代表首先 来 到蒙牛乳 业（清

远）有限公司，蒙牛的代表介绍了其全

国发展分布情况，随后参观了成品包装

车间，同时向会员们介绍奶品收购、清

洁、制作等一系列的工序及要求。随后

我们前往参观清远城市规划展示馆，对

清远市的旅游资源、城市规划等有进一

步的认识。

最后我们前往“2016年广莞佛港澳

台清七地经济论坛＂的主会场——天安

智谷，通过各县区的专题展览、以及政

清远考察团

府领导们的介绍，还有经济学家吴晓

波先生的精彩演讲，会员们对清远的发

展有了更形象具体的了解。

CONTACT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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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嘉宾熊小年先生 - 中国税务及商务
咨询普华永道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主题讲座现场。

现场嘉宾交流。

广州市总商会大厦前合照。

赠送纪念品。

交流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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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深圳happy hour在四季酒

店举行，藉此让各位分享时下最新

市场信息、行业动态，共聚欢乐时光，

交流联谊。这次还增设“营改增＂主题

分享， 5月1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全面实施，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

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四大行业。对

于居民消费、提振楼市及金融业发展带

来利好还是影响？这次主题分享邀请了

普华永道咨询（深圳）有限公司代表熊

小年先生前来与大家分享最新税务信

息。活动当晚主讲嘉宾的专业详细解读

及分享，来宾的发言提问，现场互动气

氛热烈。

深圳 Happy Hour 暨 “营改增”主题分享

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广州市总商

会）成立于1952年，是面向工商

界、以非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为主体的人民团体和商会组织，是联

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是

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

为加强会员们与政府部门、商协会

以及企业之间的沟通与联系，9月22日

下午组织前往拜访广州市工商业联合

会，活动当日由广州市工商联副主席刘

定锐先生介绍情况，我们希望能藉此活

动让会员们加深对市工商联及市总商

会职能架构的认识和了解，更好的在粤

发展。

拜访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

CONTACT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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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北京
9月9日中秋烧烤晚会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 上海
长长久久中秋晚宴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美食旅游组一年一度的超赞活

动“迎中秋烧烤晩会＂9月9日于北京嘉里大酒店

成功举办。70余位会员及亲友们欢聚一堂，良朋、美

酒、佳肴相伴，来宾们拿奖拿到手酸，现场气氛更是在

摇奖这一环节高潮迭起，共同享受这个令人难忘的夜

晚！

这次烧烤晩会，商会的会长赵伟见先生、副会长

唐泽权先生、秘书长何建荣先生、执委何玉鸣先生、

执委林智祥先生、美食旅游组组长钟新宇先生，以及

高尔夫球组的组长潘永光先生出席了这次活动，分享

这次商会活动的欢乐。

晩会由执委兼美食旅游组委员林智祥先生及美食

旅游组委员王智鹏先生共同主持晚宴，席间创投组副

组长何绍筠先生还精彩介绍了创投组的理念，使现场

气氛热烈，高潮迭起，宾主尽欢！

这次活动除了美食、美酒和美景外，还有专业DJ

助阵，更有大家期待的抽奖环节奖品丰富，为参加晚

会的宾客不断送上各种惊喜！

执委祝酒。

古筝表演。

中奖者喜不胜收。

摇一摇中奖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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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香港商会（上海）在逸春园举办了“长长久

久中秋会＂，现场110位嘉宾座无虚席，气氛热烈

而温情，小朋友们精彩四射的表演引来掌声连连，来宾

们拿奖拿到手酸，现场气氛更是在摇一摇抽大奖这一

环节高潮迭起。

晚宴在商会会长李剑锋先生的致辞下正式开场，

小朋友们精彩的古筝二重奏、笛子独奏、街舞和爵士

鼓表演，引得全场掌声连连。晚宴第一个高潮是在主

持人宣布开桌奖的环节，在每位来宾对应的碗碟底部

贴着桌奖标签，中奖率25%，中奖者喜不胜收。

晚宴气氛最大的高潮“摇一摇抽大奖＂环节，当之

无愧。来宾们积极踊跃扫二维码，疯狂摇手机，参与感

十足，最高纪录者，在60秒内，摇了991次，计算下，就

是每秒钟摇了16.52次，亮瞎了所有人的眼睛，没人知

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伴随着摇一摇游戏的结束，晚宴也渐渐进入了尾

声，大部分人满载而归，会员们万万没想到，两手空空

参加商会中秋晚宴，临走时竟一个个都大包小包拎着

一堆大奖回家，收获颇丰。香港商会的中秋晚宴就是

这么给力！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的中秋节吧！

CONTACT 047

CHAMBER NEWS友会之声



01

02 03

欢聚一堂共庆中秋。

武汉香港商会会长谢俊明致欢迎词。

向即将调任的二位执委表达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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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天津

天津市融资租赁行业的政策及

优势座谈会在津举行

日前，由香港特别行政区驻京办事处、天津市人民

政府港澳办公室和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天

津共同主办了“天津市融资租赁行业政策及优势座谈

会＂。香港特别行政区驻京办主任傅小恵、天津市港

澳办副主任赵剑岭、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负责同志出

席，香港企业代表40余人参加。

天津市商务委员会和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向与会

的香港企业代表介绍了天津市融资租赁行业发展的

政策和优势，以及行业发展的最新情况，并通过具体

案例分析了融资租赁公司如何通过资产证券化拓宽融

资渠道，以及内地港企如何通过融资租赁服务开展业

务，并就企业关注的问题进行了交流。

与会的香港企业代表表示，天津是内地租赁业务

发展最好的城市之一，具有很好的发展环境，有很多学

习借鉴的成功经验。通过座谈会不仅了解了天津市融

资租赁的相关政策，还就开展业务、防范风险等内容

进行了经验交流，加深了对行业的理解，开阔的视野，

对来津发展充满信心。天津市有关部门领导表示将积

极支持港企来津落户，做好服务。

2016年9月9日中秋佳节前夕，中国香港（地区）商

会-武汉、湖北省侨商协会、武汉市侨商投资企业

协会在汉联合主办2016中秋联谊会。

当晚出席活动的港商、港人、海外侨胞约150人，并

很荣幸的邀请了武汉市原常务副市长袁善腊先生、湖

北省外侨办易先荣副主任、湖北省委统战部蔡藻先副

部长、武汉市政府涂山峰副秘书长、武汉市外侨办安卫

东主任，武汉市外侨办段晓明副主任，此外，还有香港

特区政府驻汉办温铮宇副主任、香港贸发局华中地区

张汶锋代表参与活动，与我们欢聚一堂，共庆中秋。

在这次团圆夜，有舍有得，不舍的是武汉香港商

会秘书长、香港贸发局华中代表张汶锋先生和武汉香

港商会常务副会长兼财务长、东亚银行武汉分行行长

黎锐青先生即将离开武汉走上新的领导岗位，但高兴

的是我们迎来了二位新任执委周以磊代表和夏文娟行

长，相信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将促成武汉香港商

会再上一个新台阶。

最后，武汉香港商会会长谢俊明先生代表商会全

体会员对张代表和黎行长这几年来为武汉、为香港商

会作出的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谢并送出了

二份特别的祝福，衷心的祝愿他们在新的领导岗位，

宽广的人生舞台上一帆风顺、事业有成、创造辉煌！同

时我们真诚地盼望他们：常回家看看，常回来走走！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 武汉

欢聚中秋，共庆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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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传统节日中秋节即将来临之际，中国香港

（地区）商会-青岛于8月26日携会员和会友于城

中首家潮州菜餐厅-潮粤轩举办了“仲秋一家亲＂联欢

晚宴，新老朋友们在悠闲的周五傍晚，轻松相聚，开怀

畅饮。 

报名出席的会员和非会员人数较多，会长李成祚

先生担任活动主持并致欢迎辞。来自各行各业的企业

家彼此交流，享用了潮州特色的美食和美酒，并和广东

商会的会员热情互动，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本次活动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促进了会员间的交

流，传达了商会的最新动态，增强了商会的凝聚力，并

为接下来的会员年终大会做好了预热和铺垫。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成都（以下简称成都香港

商会）2016名人堂分享会于2016年8月12日在

成都尼依格罗酒店圆满落幕。

嘉宾及商会会员共150余人出席了此次大会，自

2012年起，成都香港商会名人堂活动已成功打造六

届，先后就人力资源、餐饮、绿色可持续发展、香港与

内地互通合作及IT等话题展开过讨论，本次成都香港

商会有幸邀请到香港影帝任达华先生，与我们共同分

享电影趣事，旅拍经验，投资心得等时尚话题。

成都香港商会衷心希望能有更多在成都发展的香

港企业和有识之士加入，共同促进香港与四川地区商

贸和文化交流，同时更好的服务于会员，与大家携手

合作，共创美好未来！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 青岛

“仲秋一家亲”联欢晚宴成功举行 

01

02 03 04 05

02

大合照。

会长（左）赠送礼物。

主讲嘉宾任达华先生演讲。

会员认真听嘉宾分享。

合照。

01
02
03
04
05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 成都

2016名人堂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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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庆祝传统节日—中秋佳节，中国香港（地区）

商会—沈阳于2016年9月14日举办了“中秋赏月

烧烤“活动，活动邀请了会员、友好商会嘉宾以及新老

朋友。

所有嘉宾到场后，晚宴正式开始，新的朋友和会

员热烈的交谈，现场的气氛温馨而美好。

秘书长伍钿玮先生主持抽奖活动，会长张立先

生、常务副会长陈耀豪先生、副会长陈若晴女生分别

抽中幸运者，每位幸运者活动精美礼品一份。

晚宴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结束了，也希望中国香

港（地区）商会—沈阳给各位带来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也祝福各位来宾工作顺利，家庭幸福、团员美满。

01

01

02

02

03

会长张立先生与获奖者合影。

会长张立先生与来宾交谈。

来宾相互交谈。

香港商会 - 杭州执委祝酒，致以衷心感谢。

2016“金秋迎国庆 杭港共此时＂派对温馨合影。

01
02
03

01
02

最忆杭城临金秋，花团锦簇迎国庆。

2016年9月24日晚，香港商会-杭州 2016“金秋

迎国庆 杭港共此时＂派对再次刷爆了朋友圈，100余

位商会会员及各界友人相约杭州钱新城万豪酒店，欢

聚一堂，喜迎国庆，杭港共此时。

本次活动以餐前鸡尾酒会+自助餐的形式呈现，

徐徐微风的露台、悠扬的歌声及精心准备的美酒佳

肴，无一不为大家带来轻松愉悦的感受。

晚会由金牌主持汤耀光先生、常务副会长高锦滔

先生及执行委员郑绰慧女士担任主持，常务副会长

高锦滔先生作开场致辞，对所有来宾致以最诚挚的感

谢。幽默风趣的主持风格使得趣味互动游戏、紧张刺

激的抽奖等环节显得分外激动人心，充满乐趣。

在香港商会-杭州这个大家庭中，彼此如同家人，

亲密无间，整个派对沉浸在热闹温馨、欢声笑语之中。

在此，香港商会-杭州特别鸣谢越秀地产、杭州

JW万豪酒店、意汇（杭州）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三上

日本料理、万马金控（上海）金融信息有限公司、九溪

茶庄、杭州钱江新城万豪酒店及香港贸易发展局对本

活动的大力支持，每位来宾均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满

载而归。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 杭州

香港商会-杭州 2016

“金秋迎国庆 杭港共此时”派对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 沈阳

中秋赏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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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香港商会会员持有效会员卡即可享受下列多家会员企业商号提供的消费折扣优惠。此会员优惠以
会员间互惠互利为宗旨，在向社会提供消费优惠及服务的同时，也提供向商会其他会员推介其优质
的服务及产品的机会。

如各位商会会员希望加入此项优惠活动，藉此推广其产品及服务的，欢迎与商会秘书处联系。

电话：（8620）8331 1653     传真：（8620）8331 2295     电邮：info@hkcccgd.org

酒店

持商会会员卡尊享客房之特别优惠折扣。 

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西路12号    

电话：（8620）8396 1234-3280                                                                                                  

联系人：Mr. DK Kim

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

豪华客房RMB1350元/晚

文华客房RMB1650元/晚

（以上房价均需+10%服务费，+6%增值税）

Ebony及Jiang by Chef Fei享八五折优惠

饼店每日18:00后享八五折优惠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89号

电话：（8620）3808 8834

联系人：Ms. Macy Yang

广州文华东方酒店

广州柏悦酒店

豪华客房RMB900元/晚

行政客房RMB1200元/晚

（以上房价均需+10%服务费，+6%增值税）

地址：广州市天河路228号

电话：（8620）6102 8901

联系人：Ms. May Mui

广州正佳广场万豪酒店

尊荣江景客房RMB1200元/晚

豪华阁客房RMB1400元/晚

（含早餐，以上房价均需+15%服务费）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会展东路1号

电话：（8620）8917 6307

联系人：Mr. Jacky Zhang

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趣＂客房RMB850元/晚

“优＂客房RMB1050元/晚

“乐＂贵宾客房RMB1250元/晚

（以上房价均需+15%服务费）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638号

电话：（8620）8916 3388

联系人：Mr. Daniel Zhang

广州南丰朗豪酒店

花园客房RMB780元/晚                     

花园套房客房RMB1280元/晚                     

行政套房RMB1780元/晚

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368号                     

电话：（8620）8333 8989-3602                      

联系人：Mr. Brian Choi

广州花园酒店

普通客房RMB750元/晚

豪华客房RMB850元/晚

行政客房RMB1200元/晚

（以上房价均需+15%服务费）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215号

电话：（8620）6683 9999-3960 

联系人：Mr. Patrick Ho

广州天河希尔顿酒店

豪华客房RMB730元/晚

行政客房RMB913元/晚

地址：广州市流花路122号

电话：（8620）8666 6888-3286

联系人：Ms. Mini Guan 

中国大酒店

柏悦客房RMB1800元/晚

柏悦江景房RMB1900元/晚

（以上房价均需+10%服务费，+6%增值税）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16号

电话：（8620）3769 1234

联系人：Ms. Lynne Zhu

愉悦套餐 人民币1399元（净价）

礼遇包括：

入住高级房1晚

2 on 988单人自助早餐

尊享1小时SoSPA with L'Occitane水疗中心

单人按摩护理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中988号

电话：（8620）3819 0871

联系人：Ms. Krystal Ye

广州圣丰索菲特大酒店

CONTACT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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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客房588元/晚

豪华客房688元/晚

尊贵客房788元/晚

弁庆日本料理可享受八五折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观路1961号

电话：（8620）6631 5056

联系人：竹田明家先生

广州日航酒店

广州花都皇冠假日酒店

高级客房RMB659元/晚

豪华客房RMB740元/晚

行政客房RMB913元/晚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189号               

电话：（8620）3690 0888-8877

联系人：Ms. Sammy He

商务一房 RMB470元/晚

精品两房 RMB550元/晚

商务两房 RMB600元/晚

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海安路2号

（与猎德大道交汇处）

电话：（8620）8753 2222-8601

联系人：陈兆明先生

广州丹顿行政公寓

高级客房RMB608元/晚 

豪华客房RMB638元/晚                  

商务客房RMB718元/晚

地址：广州市第十甫路188号

电话：（8620）8138 0088-8106                           

联系人：Mr. Vincent Wong

广州十甫假日酒店

高级房RMB580/晚

豪华房RMB680/晚

行政高级房RMB880/晚

（以上房价均需+10%服务费，+6%增值税）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人民路97号

电话：（86757）8250 1822

联系人：Mr. Gary Gan

佛山岭南天地马哥孛罗酒店

高级客房RMB850元/晚

豪华客房RMB1050元/晚

行政高级客房RMB1250元/晚

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339号

电话：（8620)8363 8888-88132

联系人：Ms. Karma Pu

广州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广州富力空港假日酒店

高级房RMB418元/晚

豪华房RMB518元/晚

行政房RMB718元/晚

园味全日餐厅&滋味馆中餐厅享八折优惠

地址：广州花都区花东镇金谷北路11号

电话：（8620）3691 6888

联系人：Mr. Anson Tan

凯悦客房RMB780元/晚

湖景客房RMB1080元/晚

（以上房价均需+10%服务费，+6%增值税）

地址：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沁园路

电话：（86769）2289 1234-62210

联系人：Ms. Mia Zeng

东莞松山湖凯悦酒店

希尔顿客房RMB520元/晚
豪华客房RMB600元/晚
行政客房RMB770元/晚

（以上价格需另加16.6% 的服务费与税金）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岭南大道北127号
电话：（086）138 7631 1235

联系人：李阳先生

佛山希尔顿酒店

持商会会员卡尊享客房之特别优惠折扣。 

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西路5号 
电话：(8620) 8883-3881 

联系人：Grace Fan

广州四季酒店

逸林客房RMB730元/晚

美景客房RMB930元/晚

行政客房RMB1130元/晚

（以上房价均需+15%服务费）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路391号

电话：（8620）2833 2888-6813

联系人：Ms.Emma Zeng

广州希尔顿逸林酒店

高级精品客房RMB800元/晚

豪华精品客房RMB880元/晚

一居室高级套房RMB1280元/晚

（以上房价均需+15%服务费）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28号

电话：（8620）3883 3883-6805

联系人：Ms. Stephy Tang

广州方圆奥克伍德豪景酒店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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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单8.8折优惠

地址：广州市竹丝岗二马路62号

电话：（8620）3761 1101

9折优惠

（套餐、海鲜和酒水除外）

地址：广州市建设五马路宜安广场夹层

电话：（8620）8363 4883

尊享8折优惠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169号健力百

合酒店首层（火车东站威尼国际酒店旁）

电话：（8620）6288 6288

联系人：高伟先生

正价货品9折优惠

电话：（8620）8149 4088

联系人：林晓彤小姐

Wilber's

美而廉茶餐厅

浅水湾健康会所

君兰酒业

大明企业国际有限公司

饮食

全单9折

地址：广州市中山五路33号大马站商业中三楼

电话：（8620）8317 9039

地址：广州市华乐路34号广怡大厦二楼

电话：（8620）8360 1468

牛桥泰菜

其它

其它

芭迪有限公司

中医养生免专家诊金优惠

康富来补品店

参茸补品全场9.5折优惠

康富来体检中心

个人健康体检9折优惠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219号

康富来补品中心（火车东站景星酒店旁）

电话：（8620）8757 8288/186 2021 4782

联系人：李晓峰小姐

康富来国医馆
Hong Fu Loi Chinese Medical Clinic

8折优惠

五羊新城店地址：广州市五羊新城

寺右新马路北二街30号

电话：（8620）8739 7784

联系人：郑洁伦小姐

帝姿美容SPA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2002号

佳宁娜广场B座21楼2104室

电话：（0755）8885 1130

传真：（0755）8225 2422

电邮：SUKI@160HS.COM

联系人：Helen

深圳市惠迅旅游有限公司

大兴汽车集团

汽车美容折扣：精致洗车8折、项目9折

租车折扣：9折

尊尚专业汽车护理享受优惠店：

东莞市东城店  电话：0769-2266 1198
东莞市寮步店  电话：0769-8231 6277
东莞市峰景店  电话：0769-2307 2157

观澜湖东莞会所店  电话：0769-8296 2783
观澜湖深圳会所店  电话：0755-2761 0042

深圳市福田店  电话：0755-2592 1515
佛山市禅城店   电话：0757-8278 3338

佛山市南海保利西街店  电话：0757-8101 8366
佛山市南海鹏瑞利店  电话：0757-8163 5966
佛山市凤城食都店  电话：0757-2222 9663

广州市白云店  电话：020-6682 0861
惠州市富力万丽店  电话：0752-783 0022
揭阳环市北路店  电话：0663-875 5571

消费地址：www.aonicondoms.com

（有效时间至2016年12月31日）

联系人：Genie Lam

电话：（8620）8370 6060

买一盒Ultrathin 001 12片装

送一盒Nanosilver Ultrathin 001 3片装

优惠码：HKCCCGDFN3

优惠项目：

首尔滑雪之旅5天4晚

出发日期 ：2016年12月07日至14日

价格：RMB2380 起

有效期 ：2016年12月30日

香港商会会员在香港或国内购买君兰酒业

所代理之全部产品可享8折优惠。

详细请联系：Jeff 185 7645 0502

尊尚租车可享优惠店：

佛山禅城店   佛山鹏瑞利服务点

佛山保利西街服务点   佛山国际车城服务点

东莞大兴东城服务点   东莞祥兴南城服务点

东莞新兴寮步服务点   广州雷诺白云服务点

深圳雷诺罗湖服务点

服务热线：400-8484-228

法国兰蕊美容SPA概念馆

正价护理项目  
新客尊享5折优惠

建设六马路店  电话：8371 0037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六马路青菜岗7号首层

五羊新城店 电话：3757 1028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五羊新城寺右新马路南二街6巷8号首层地02铺

天河北店     电话：3826 2580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460号沃凯街3楼306B-308B商铺

珠江新城店 电话：3887 6139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53号101房自编118、118A、119A铺

天河城店 电话：8558 7349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08号天河城东南塔w501-503铺

西城店（敬请期待）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黄沙大道8号西城都荟负一层B065-B068

CONTACT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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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资讯

常用电话                                                                          广州商务机构

报警                                                     110                                 外贸政策          广州市商务委贸发处               020-8890 2628

火警                                                     119                                 进出口管理       广州市商务委外贸管理处           020-8109 7083

电话查询                                               114                                 外资企业管理    广州市商务委加工贸易处               020-8890 2220

紧急医疗救援                                         120                                外贸管理          广州市商务委外贸管理处                                 020-8109 7083

交通拯救                                               122                                商标注册          广州市商标管理处                                   020-8559 6566

广州市长热线                                         12345                            合同纠纷          广州市仲裁委员会                                          020-8328 7919

消费者热线                                            12315                             公证手续          广州市公证处                                                020-8318 3060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 China Mobile 10086                        税务                广州市纳税咨询台                                   020-12366

中国联通广东分公司 China Unicom       10010                             外资审计          广州市审计局外资审计处                                020-8386 2651

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 China Telecom       10000                             劳工雇佣          广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020-8383 0672

中国邮政服务                                         11185                             海外专家          广州市人事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                       020-8312 6038

白云机场咨询热线                                   020-3606 6999             技术进出口       广州市商务委技术与服务贸易处      020-8890 2016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    020-3891 1220             经济规划          广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                                    020-8312 3801

银行                                               客服热线                     五星级酒店

工商银行（工行）                                     95588                            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                                                             020-8396 1234 

农业银行（农行）                                     95599                            广州天河新天希尔顿酒店                                                       020-6683 9999 

建设银行（建行）                                    95533                            广州文华东方酒店                                                                020-3808 8888

交通银行（交行）                                     95559                            广州南丰朗豪酒店                                                                 020-8916 3388

中国银行                                                95566                            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020-8917 8888

邮政储蓄银行（邮储）                              95580                            广州粤海喜来登酒店                                                             020-6668 8888

招商银行（招行）                                     95555                            广州正佳万豪酒店                                                                 020-6108 8888

浦东发展银行（浦发）                              95528                            广州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020-8363 8888

广东发展银行（广发）                              400-830-8003              广州希尔顿逸林酒店                                                             020-2833 2888

深圳发展银行（深发）                              95501                            广州花园酒店                                                                       020-8333 8989

平安银行                                                95511-3                    中国大酒店                                                                          020-8666 6888

兴业银行                                                95561                            广州阳光酒店                                                                       020-3801 8888

民生银行                                     95568                            翡翠皇冠假日酒店                                                  020-8880 0999

中信银行                                                95558                            广州广交会威斯汀酒店                                                          020-8918 1818

华夏银行                                                95577                            广州圣丰索菲特大酒店                                                           020-3883 8888

光大银行                                                95595                            广州富力丽思卡尔顿酒店                                                       020-3813 6688

汇丰银行                                                800-830-2880              四季酒店                                                                             020-8883 3888

东亚银行                                                800-830-3811               广州W酒店                                                                          020-6628 6628

恒生银行                                                400-813-8888        

渣打银行                                                800-820-8088

   

领事馆                                                                             航空公司

澳大利亚                                                020-8335 0909             国泰航空公司                                                                      400-888-6628

加拿大                                                   020-8666 0569             港龙航空公司                                                                      400-888-6628

丹麦                                                      020-8666 0795             英国航空公司                                                                      400-881-0207

法国                                                      020-8330 3405             日本航空                                                                            400-888-0808

德国                                                      020-8330 6533             新加坡航空                                                                         020-8755 6300

意大利                                                   020-3877 0556             泰国航空                                                                             020-8365 2333

瑞士                                                      020-3833 0450             澳洲航空公司                                                                      400-888-0089

日本                                                      020-8334 3090             越南航空                                                                            020-8376 5568

韩国                                                      020-3877 0555             马来西亚航空                                                                      020-8335 8868

马来西亚                                                020-8739 5660             中国国际航空                                                                      95583

荷兰                                                      020-8330 2067             南方航空                                                                            95539

菲律宾                                                   020-8331 1461             东方航空                                                                             95530

新加坡                                                   020-3891 2345             深圳航空                                                                             95080

泰国                                                      020-8380 4277             海南航空                                                                             95339

英国                                                      020-8314 3000             四川航空                                                                             400-830-0999

美国                                                      020-8121 8000             九元航空                                                                             400-105-1999

CONTACT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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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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



公共交通

政府及友好机构

酒店及写字楼

银行

餐饮

休闲

购物场所

广东省商务厅       广州市商务委       广州市国际投资促进中心

深圳各口岸门店 珠三角往来香港船只

080 Salon

塞纳河饼屋 

Hong Fu Loi Chinese Medical Clin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