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明确了香港、澳门、广州、

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

心引擎，并提出要“加快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与国家双创示范基地、众创空

间建设，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提供更

多机遇和更好条件。

2019年已过半，已经公布的相关

经济数据可谓亮点频出。根据广东省

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广东省的地

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速为

6.5%，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全面推进，

一个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

区正加速崛起。第一批互联互通基础

设施陆续完成，基本框架及规划在逐

步制定并落实。为港澳青年提供创业机

会，推动青年交往交流的各种相关举

措接连不断。“港人港税”、青年创业

基金等具体政策相继出台。广州南沙、

深圳前海、珠海横琴、中山翠亨等青年

创新创业基地也初具规模。这些都为

两地实现人才、资金、生产要素自由流

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为港澳青年在大

湾区创新创业提供了良好舞台。

各种港澳青年参与大湾区建设的

“利好”还在持续。日前，广东出台加

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的《实

施方案》，从政策支撑、打造平台、营

造环境、建立机制4个方面，提出加强

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的主要任

务和措施。到2025年，广东将构建以粤

粤港澳大湾区推动两地青年创新共赢

港澳大湾区（广东）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为龙头的“1+12+N”孵化平台载体布

局。财税方面，广东省财政厅和国家税

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在6月发布了《关

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

优惠政策的通知》，明确对在大湾区工

作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由珠三

角九市人民政府给予财政补贴，该补贴

免征个人所得税。

《纲要》将港澳与广东省的合作

推向更高水平，从财税政策支持、创业

环境打造、配套设施完善、交流合作深

化等方面发力，加强港澳青年创新创

业基地的建设。本期《CONTACT》以

“青创”为主题，会刊组为此更专程走

访市委统战部，了解广州市政府为港澳

青年来粤创业所提供的支持及各项优

惠，“焦点透视”会作详细介绍。同时，

我们还在“专题报道”中搜罗了广州市

各区青创园区及基地的信息，针对不同

行业，不同领域，为有不同需求的港澳

青年们提供合适的创业园地和畅想空

间。

希望《CONTACT》带来的实用资

讯，能促进粤港青年之间跨地域跨行业

的交流和合作，鼓励更多的港澳青年把

握湾区机遇，实现创业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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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焦点透视

问：目前在大湾区各个城市，针对港澳青

年的各类创新创业基地层出不穷。请问

这其中有哪些是广州市主导推出的？

答：按照广州市日前推出的《发挥广州

国家中心城市优势作用支持港澳青年

来穗发展行动计划》，我们将以中新广

州知识城、天河中央商务区、琶洲互联

网集聚区、广州大学城、广州南站商务

区、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增城

“侨梦苑”等为重点，3年建设10个港

澳青年创新创业市级示范基地，每年给

予100万元运营资助，争创一批省级示

范基地。

问：如果我是一位在穗读书的港澳大学

生，毕业后想留在广州创业，第一步应怎

么走？

答：根据《行动计划》，将建设“一网（青

创中心网）一站（青年工作站）一号（微

信公众号）”其中“一站”就是在建中的

广州市港澳青年创业就业服务中心，将

新计划 大手笔 
同根同生港澳青年在穗创业获支持

资料显示，目前在广州就读的港澳学生已过万人。为助力在穗及有意来穗的港澳青年个人发展，5月30日，广州市正

式发布《发挥广州国家中心城市优势作用支持港澳青年来穗发展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推出一批

新政支持港澳青年在穗发展。为方便港澳青年及时了解该项政策的重点，为个人未来事业发展做好安排，商会会刊

编辑部一行日前拜访了广州海外联谊会，就《行动计划》的相关问题，获得最新、最权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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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港澳青年第一个应该去的地方。

位于广园中路大金钟路口（广州市

城市职业学院北校区旁）的该中心将作

为办公场所和平台，为港澳青年在本地

创新创业或就业提供综合服务。它的

主要功能将包括创业办公空间，创新项

目孵化，各类涉及个人生活和工作的一

站式政府服务（暂住、出入境、企业注

册、报税、认证），还有产品展示、路演

中心等等。

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完成主体装修，

明年初完成内部装修，尽快投入使用。

将来，港澳青年就能在此找到自己在穗

生活、工作或创业的大量信息和清晰指

引。

除实体的服务中心外，届时，港澳

青年也通过建设中的“一网”（青创中

心网）、“一号”（微信公众号）也能充

分了解各类在穗创新创业信息，以及办

理相关事务。

如果是今年毕业并想在穗创业的

港澳学生，可以通过拨打12355青少年

热线或者通过商会联系我们。我们目前

有22个创业创新基地已经在使用当中，

另有6个在规划建设中，我们都可以提

供相关信息。

问：如果入驻上述基地，港澳青年的企业

在经营上可以享受哪些优惠？

答：按照《行动计划》，广州设立总规模

10亿元覆盖创业各阶段的港澳青年创

业基金，重点投资各类优质港澳青年创

业项目。入驻上述基地的港澳青年初创

企业，将享有获得免费注册地址、办公

场地费用“半年全免、一年减半”优惠

以及配套服务。如果是广州市全资打造

的三个大基地，则会实施“3年免租金”

方案。这三个政府全资基地分别位于黄

埔区、白云区和上述提及过的广州市港

澳青年创业就业服务中心。

同时，《行动计划》还会支持南沙

区率先建设国际化的港澳创业就业试

验区，大力推进南沙粤港澳（国际）青

年创新工场建设，提供接轨港澳的居住

模式、公共服务和营商环境。

另外，按内地与香港个人所得税税

负差额，对在广州工作的港澳高端人才

和紧缺人才给予补贴，补贴免征个人所

得税。例如，如果按内地20%或30%进

行纳税，政府在扣除15%税金之后，其

余会返还给个人，返还的这部分豁免征

税。

问：对于留在广州从事创新或创业活动

的港澳青年，在居住方面可以申请哪些

支持政策？

答：政府会按类似吸引海外高端专业人

才的标准，为在上述创新创业基地开设

公司或工作的港澳青年提供支持。

譬如，政府计划用3年时间，在创

新创业基地附近，或在市内交通便利的

地方，安排好1000套专供港澳青年的

人才公寓。这批公寓会做到设施齐备，

“拎包入住”，而且租金上限是2000元

人民币，超出部分由政府补贴。

同时，对于不想租人才公寓、未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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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任何住房政策的港澳青年，政府还在

考虑以一定标准，发放租金补贴，频率

是每半年或一年一次性发放。对于内地

身份人士来说，只有非常拔尖的人才才

能享受类似政策。所以这项政策能对港

澳青年在穗创业起到很大的帮助。

此外，对符合购房条 件的港澳青

年，支持其购买商品住房或共有产权

房。

问：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才能申请这种

租房政策的支持？

答：目前相关实施细则正在制定中。我

们的原则是：只要是港澳身份，且在政

府提供的创新创业基地开设公司，或在

这些公司签订服务合同6-12个月以上，

那么申请人只需按相关要求，提供文件

给其公司所入驻的创新创业基地的管

理公司，再由管理公司统一申报就可以

了，不用自己花时间去办理。

（附：《发挥广州国家中心城市优势作用支持

港澳青年来穗发展行动计划》）

（注：此处仅摘录与港澳青年在穗就业、创

业、创新及生活服务相关部分。）

三、实施“乐业广州”计划支持港

澳青年实习就业

7.支持港澳大学生来穗实习。开展

“百企千人”港澳学生暑期实习计划，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智能网联汽车和金融、法律、会计、

文化创意等产业及政府相关机构为主

要领域，每年遴选200家单位，提供不

少于2000个实习岗位，招募港澳大学

生进行为期2个月的实习。开展“优职英

才”港澳学生长期实习计划，每年遴选

20家知名企业，提供100个优质岗位，

招募港澳高校应届毕业生进行为期半

年的实习。对在广州实习期间的食宿、

交通、保险等给予资助。

8 .支 持港澳青 年来穗 就 业。开展

“羊城邀约”港澳青年就业招聘计划，

每年从国有企事业单位、民营外资企业

筛选不少于3000个工作岗位，组织赴

港澳地区参加青年就业博览会等招聘

活动，到广州地区高校招聘港澳籍大学

生。完善取消港澳居民来穗就业许可制

度配套制度，鼓励符合条件的港澳青年

申请各类国家职业资格，推动港澳专业

人才在穗便利执业，在穗就业的港澳青

年同等享受各类就业补贴。按照国家和

省的安排，有序推进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港澳人才工作。按内地与香港个人所得

税税负差额，对在广州工作的港澳高端

人才和紧缺人才给予补贴，补贴免征个

人所得税。

四、实施“乐创广州”计划支持港

澳青年创新创业

9.建设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以

中新广州知识城、天河中央商务区、琶

洲互联网集聚区、广州大学城、广州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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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商务区、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

区、增城“侨梦苑”等为重点，3年建设

10个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市级示范基地，

每年给予100万元运营资助，争创一批

省级示范基地。为入驻基地的港澳青年

初创企业提供免费注册地址、办公场地

费用“半年全免、一年减半”优惠以及

配套服务。支持南沙区率先建设国际化

的港澳创业就业试验区，大力推进南沙

粤港澳（国际）青年创新工场建设，提

供接轨港澳的居住模式、公共服务和营

商环境。

10.举办高水平创新创业活动。积

极发挥创业大赛引导作用，提升“青创

杯”“赢在广州”“创客中国”赛 事水

平，策划举办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和青年创新成果广州交流会，开展论坛

交流、项目对接、人才引进等活动，对参

赛获奖的港澳青年初创项目，落户广州

的给予最高20万元奖励和补贴。

11.加大创新创业扶持力度。每年

择优扶持一批港澳青年创新人才，对其

项目提供10至50万元资助及配套支持。

对获得香港青年发展基金、香港创新及

科技基金企业支援计划、澳门青年创业

援助计划资助的创业项目，按照特区政

府资助标准给予配套资助。发挥政府性

基金引导作用，设立总规模10亿元覆

盖创业各阶段的港澳青年创业基金，重

点投资各类优质港澳青年创业项目。对

港澳青年创业项目，提供与户籍人口同

等的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支持。

五、实施“乐居广州”计划强化住

房教育医疗保障

12.完善港澳青年生活便利措施。

鼓励符合条件的港澳青年申领广州人

才绿卡，享受购房、购车、子女入学、医

疗卫生等市民待遇。市、区筹建1000套

港澳人才公寓，鼓励符合条件的港澳青

年申请租住，并为未享受任何住房政策

的港澳青年发放租金补贴；对符合购房

条件的港澳青年，支持其购买商品住房

或共有产权房。完善港澳居民子女接受

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政策，符合条

件的可享受本地学生待遇；支持港澳教

育机构兴办港澳子弟学校，提供与港澳

标准接轨的教育及寄宿服务；推动符合

条件的公办、民办学校开设港澳学生特

色班，并在师资、课程、评估、招生等方

面给予支持。支持港澳医疗卫生服务机

构在穗设置医疗机构，提供港澳医师在

穗执业注册便利，探索在医疗机构开展

跨境转诊合作试点，建立穗港澳紧急医

疗救援联动机制，为在穗港澳居民提供

优质医疗服务。

六、搭建高效便利服务平台提供社

会化专业化服务

13.改进政府政务服务。加快数字

政府建设，创新“互联网+政务服务”模

式，提高行政服务效率。在各级政府网

站开设专栏，统一发布支持港澳青年发

展有关政策；在各级政务服务中心设立

港澳服务窗口，提供绿色通道服务；各

级各部门指定专人负责政策发布及跟

踪服务；提升12345市长热线、12355青

少年热线服务港澳青年的专业能力。

14 .提升社会服务水平。成立广州

市港澳青年创业就业服务中心，实行政

府支持、社会化运作，聘请由港澳籍人

士担任的咨询顾问和联络官，建设“一

网（青创中心网）一站（青年工作站）一

号（微信公众号）”，支持港澳青年社团

在广州设立代表处，为港澳青年创业就

业提供一站式专业化服务。发起设立港

澳青年发展红棉公益基金会，募集社会

资金支持交流实习、学习研修、创业就

业等方面的公益活动。支持大湾区青年

家园建设，整合社会专业力量，提供法

律咨询、社会融入、公益志愿等服务。

(本计划所称港澳青年，是指香港、澳门特别

行政特区15岁至44岁居民。政策覆盖人群包

括但不限于以上人群。港澳青年在享受本政

策的同时不影响其申请享受国家、省、市、区

其他政策。在广州发展的台湾青年，纳入本政

策覆盖范围，享受同等待遇。本政策与广州市

出台的其他政策有不一致的，按照从新从优从

高的原则执行。) 



港澳青年@广州
创业地图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如火如荼，港澳青年迎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作为中心城市之一的广州，更是吸引了不少港澳青年

的目光。不少港澳台青年以此为“家”，在这里开始他们的创业生涯。

目前，广州市各区共设立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20多个，吸引了数百港澳青年入驻创新创业，其中涵盖高新技术、电

子商务、生物医药、艺术动漫等。根据计划，广州将在3年内挂牌10个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市级示范基地，每年给予100

万元运营资助，并为入驻基地的港澳青年初创企业提供免费注册地址、办公场地费用“半年全免、一年减半”优惠以

及配套服务。

为此，《CONTACT》在本期特别策划《广州创业地图》，给予有意前往大湾区发展的港澳青年一些指引。

2019年5月30日，广州市发布《发挥

广州国家中心城市优势作用支持港

澳青年来穗发展行动计划》（简称“五

计划一平台”），为港澳青年在穗学习、

实习、交流、就业、创业、生活等提供全

面支持。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首

个支持港澳青年发展的综合性政策文

件，自6月1日起施行。在广州发展的台

湾青年纳入该政策覆盖范围，享受同等

待遇。

该行 动计 划主要内容包括：实施

“乐游广州”计划，深化穗港澳青年交

流交往；实施“乐学广州”计划，支持港

澳青年学习研究；实施“乐业广州”计

划，支持港澳青年实习就业；实施“乐

创广州”计 划，支 持港澳青年创新 创

业；实施“乐居广州”计划，强化住房教

育医疗保障；搭建高效便利服务平台，

提供社会化专业化服务。《行动计划》

所称港澳青年，是指年龄在15岁至44岁

之间的港澳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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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青年创业孵化器

助力粤港澳创新创业青年的成长、交流

与合作，将广州大学城打造为：

1、现代服务行业创新创业领袖人才培

育的至高点

2、港澳青年创新创业的落脚点

3、内地与港澳创新创业青年及企业交

流互动的连接点

自2019年1月正式运营以来，已入驻企业

及平台港澳背景占比：31%，涵盖企业服

务、区块链、在线教育、文化娱乐、现代物

流、医疗健康、产业升级等领域。

电话/微信：180 2716 5401

邮箱：yei@ghm-yei.com

微信号：GHM-YEI

地址：广州市大学城青蓝街28号

 创智园A栋2-4层

         （广州地铁4号线大学城北站50米处）

“创汇谷”粤港澳青年文创社区

以文化传媒、互联网科技、创新型科技

产品、跨境电商等为切入点，重点面向

粤港澳本土文化创意类青年。CIC·搭

伙创客空间，面向文化创意和工业设计

等行业，集初期孵化、培育提升、共享

办公等于一体。

热线：020 8468 9090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创汇谷一街三排2号

粤港澳（国际）青年创新工场

以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为依托的创

业基地，主要面向粤、港、澳大学生及

青年创新创业主体。

关注行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生物医

疗、绿色能源、新材料。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资讯科技园

 科技楼二楼

番禺区

南沙区
广东医谷

以中大创投为核心，围绕着创新产业服

务平台，聚合孵化、办公、人才、生产、

仓库、研发、服务七大模块，构建成广

东医谷独一无二的业态环境

电话：020 8998 3456

邮箱：info@gdmv.cn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南江二路6号

广州绕城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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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区

专创·众创空间
（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

集“研发创新平台+服务培训平台+创业

运营平台”为一体的新型移动互联网专

业众创空间。构成线上支撑线下服务的

全孵化链条的众创孵化生态系统。目的

是吸纳、扶植众多移动互联网领域的项

目团队和小微企业基于移动互联网+实

现创新创业。

联系热线：020 8729 6586

办公时间：9:00-18:00

邮箱：zhuanchuang818@126.com

官网：www.scspcn.com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49号

 津滨腾越大厦南塔11楼1101室

七客联创（中国）国际社区
（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

是一个多元复合的共享办公社区，也是

一个创新商业IP的孵化平台。

电话：020  8755 5515

电邮：chirk_up@163.com

官网：www.chirkup.cn

天河地址：广州天河北路233号

 中信广场商场5楼

海珠地址：广州海珠区新港东路618号 

 南丰汇六楼

众创五号空间

以“孵化+基金投资”为发展模式，以港

澳台及国际化合作为特色，重点培育孵

化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企业。

电话：020 2981 6079

邮箱：liujie@zc05.cn

时间：周一至周五 09：00-18：00

官网：http://www.zc05.cn/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平架陶庄路5号        

        （地铁6号线天平架B出口）

天河区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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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道

黄埔大道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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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体育中心

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中信广场

广州东站

ATLAS寰图·办公空间
（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

主要面向港澳青年服务类

创新创业项目。

电话：86 400 6090 938

电邮：info@atlasworkplace.com

服务时间：09:00 - 18:00

官网：www.atlasworkplace.com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26号雅居乐中心

天河路

天河北路

猎
德
大
桥

华
夏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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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TABLE精品联合办公空间
（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

首批获颁授“粤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的企业，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创业基地

之一。

合作范畴包括：创意产业、创新及科技、

青年创业实习交流、文化交流发展。

电话：020 8985 0970

 86 133 7868 2337 何小姐

时间：周一至五9:00-19:00

营运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8:30

地址：广州天河区中山大道439号

 天银大厦26楼

天河区港澳青年创业服务中心
（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

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是由港澳青年组

成的民办非企组织，区政府予免费办

公、活动场地，提供运营经费补贴的支

持，以天河区优势的现代服务业去满足

来穗港澳青年执业的需求，一方面吸引

建筑、法律、医疗等不同行业的专业人

士前来执业，另一方面也鼓励港澳青年

前来创业。

电话：020 3734 2256

传真：020 8761 5633

电邮：gzvalley@163.com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13号907室

科
韵
路

科
韵
路

广园快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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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Park创客公园

以互联网+为主题的创意园区，位于海

珠湾的创新港片区，占地41343平方，

未来将发展成为一个集合新型互联网

+高新科技创业办公、文创艺术、商业

休闲、活力社区于一体的新型跨界科

技文化创新聚合平台。园内包括：中以

科技交流中心，大湾区文创科技联盟，

树德文创设计基地，O2青创城设计+，

Amita 精品酒店，Fun 影城。

电话：萧先生 138 2512 8338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882号

        （南环高架桥前,地铁石溪站以及      

         南洲站步行500米）

O2青创社

致力于打造一个以互联网+为主题的

创意园区＋高新科技创业办公、文创艺

术、商业休闲、活力社区于一体的新型

跨界科技文化创意聚合平台。

电话：132 6503 2884 彤彤酱

 136 6009 7715 Terry

电邮：gz_lifein@126.com

地址：O2Park创客公园B24、26栋

中以科技交流中心

众创空间面向：高科技/生物医疗/机器

人/AR技术/AI技术/教育/贸易/货运/

翻译/国际法律/国际税务/人力资源/培

训机构/活动制作/自媒体...

电话：188 9888 2868 蔡小姐

电邮：bell_0001@qq.com

地址：O2Park创客公园B23栋

大湾区文创科技联盟

通过最新的文化创意及科技应用，为粤

港澳大湾区的青年孕育正能量。关怀大

湾区，从就读、就业、创业到置业，提供

强而有力的支援，并带来实践的良机，

实现大湾区融汇发展，共享优势，互补

不足之理念。

地址：O2Park创客公园B36、37栋

海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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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珠创客坊
(海珠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是以“政府主导+专业运营+高校参与”

为基本模式，从创业培训、资源链接、

协同创新三个方面搭建创新创业要素

汇聚、线上线下协同的创新创业公共

服务平台，为创业者提供“一站式”创

业服务。海珠创客坊其核心是C2，即

Creativity（创新）+Connection（链

接）。

电话：185 7873 0806

邮箱：C2@thenode.cn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上渡路雅乐街9号

广州创投小镇
(海珠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以“产业+科技+资本”为发展方向的特

色创投小镇，招商对象为：高技术产业

化重点领域（信息、生物及医药、新材

料、先进制造、先进能源、环保和资源综

合利用、航空航天、农业、现代交通等。

电话：020 8422 3973

电话/传真：020 8422 4061

电邮: yangwandao@163.com

官网：www.yw2025.com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1601号 

        （华南汽贸原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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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青创湾

“粤港澳青创湾”是一家配合海珠区政

府数字经济创新领域、围绕着新科技

应有落地和各种产业融合，聚集支持区

域内港澳以及海外华人青年回内地创

新创业的分布式科技创新网络平台。

是由港澳广深四地的机构和社团，联合

发起的青年创业服务基地。

地址：广州海珠区新港东路1066号

 中洲中心国茶荟3B02

猎
德
大
道

广州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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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 PILOT AWARD 金领航奖｜2019

金领航奖｜2019

嘉许在服务及其相关管理范畴有杰出表现和成就的服务型企业。同时，透过本奖项的推广活动和获

奖企业的分享，希望鼓励更多企业引进现代服务管理方法，以达到提升企业以至产业竞争力和生产

力之目的。

参奖企业必须附合下列条件：

· 港资/中港合资服务型企业；

· 在广东省内设有公司或分公司，运营时间不少于三年

参奖企业需于报名限期前提交“申请表格”及缴付相关的费用，以明确其参奖意向。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东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金领航奖设有两个奖项类别，分别为：企业大奖 及卓越服务点

企业可同时参选企业大奖和卓越服务点两个奖项。

· 企业大奖：以企业整体为参选单位。

· 卓越服务点：以企业旗下的个别服务点为参选单位，每家企业参选的服务点数量不限。

举办目的

主办机构

奖项类别

奖项组别

颁发奖项

参奖资格

报名及评审

企业大奖按企业所归属行业分为四个组别，分别为：

◎ 企业必须按所属行业参选相应的组别。

    卓越服务点不设行业组别。

● 企业大奖每个奖项组别分别设有金、银、铜奖各一，以及多个优异奖。为维持奖项的质量水平，

评审委员会或因应实际情况而不一定颁发所有奖项。

● 参加卓越服务点评选的企业，如达评审委员会要求，均可获发「卓越服务点」奖状。

● 获奖企业将被邀请参加年度颁奖典礼。

CONTACT 014



GOLD PILOT AWARD 金领航奖｜2019

于收妥参奖企业的申请表格及费用，并

确认参选组别后，主办机构会通知参奖

企业在指定限期内提交“自评报告”以

说明企业在评选准则上的现况及表现。

评审委员会根据参奖企业提交的“自评

报告”进行初步评审。通过初步评审的参

奖企业需接受专家顾问团到现场进行半

天的实地评审。

其后，评审委员会将根据实地评审的结

果甄选入围企业名单，并邀请他们进行

面谈以决定获奖企业及获奖名次。

参奖企业必须附合下列条件：

· 港资/中港合资服务型企业

· 在广东省内设有公司或分公司，运营时间不少于三年

于收妥参奖企业的申请表格及费用，主

办机构会安排专家顾问团到现场进行半

天的实地评审。

其后，评审委员会将根据实地评审的结

果甄选获奖的服务点。

参奖资格

企业大奖

卓越服务点

评审委员会

评审流程如下；

评审委员会由来自服务业界的知名人士和专家组成。成员包括：

◇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东 杜源申荣誉会长 

◇ 香港贸易发展局 吴文慧华南首席代表 

◇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张梓昌首席创新总监

◇ 香港特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 陈选尧主任

◇ 法国里昂商学院  市埸营销学 陆定光教授

◇ 香港咖啡红茶协会 黄家和主席

◇ 香港市务学会 陈裕光荣誉主席

提交「申请表格」限期

提交「申请表格」限期

提交「自评报告」限期

进行实地评审

进行桌面及实地评审公布“入围企业”名单

与评审委员会会面

评审委员会确认获奖服务点

公布“获奖企业”名单

公布“获奖服务点”名单

评审委员邀请“入围企业”进行30分钟的面谈以决定获奖企业及获奖名次

专家顾问团到现场进行实地评审，建议“获奖服务点”名单

初步评审

初步评审

最终评审

最终评审

CONTACT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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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下列五个范畴的方法和有效性。

1. 市场推广策略 (200分)

· 目标客户群的定义和市场竞争环境分析

· 制定及推行市场推广策略，满足或超越目标客户的期望

2. 客户关系管理 (200分)

· 建立充足和合适的沟通渠道和服务接触点以确保有效履行服务承诺

· 以服务特色及预期成果，提升客户服务品牌

3. 人力资源管理 (200分)

· 制定及推行人才计划以满足服务愿景与使命

· 鼓励员工的团队精神、创新精神以提升服务交付能力的方法

· 员工、团队和组织的激励及绩效管理

4. 服务过程管理 (200分)

· 实现优质服务及服务质量改进的过程

· 服务创新以超越客户要求

5. 优质服务结果 (200分)

· 主要业务指标及服务表现指标的当前水平及发展趋势

· 达致业务及服务表现持续改进

1. 市场推广管理(200分)

·  服务定位：目标客户群和目标市场、推广策略、服务品牌构建

· 市场推广：市场推广及品牌传播策略的实施

2. 服务资源管理 (200分)

· 环境：场地环境辨识度、场地设置和人文环境与服务内容和服务对象的关

联；服务文化和服务理念的执行

· 设施设备：设施设备的合适性和应用性

· 人力资源：有满足服务愿景与使命的招聘、雇用、任命和留人规划；人力

能力开发和服务能力满足服务需求；绩效考评和激励措施

3. 服务流程管理 (200分)

· 流程体系：流程标准和体系

· 流程效率：整个流程的有效性、效率，甚至超过客户期望

4. 服务质量管理 (200分)

· 服务质量：客户对服务内容感知；提供的服务有效解决客户的问题

· 客户满意度：服务使客户获得的价值感；客户对服务的评价

5. 服务改进创新 (200分)

· 关系管理：客户回馈的处理；建立长远客户关系的机制

· 改进体系：持续改进的制度及流程；服务的创新，超越客户的需求和期望

评审准则 — 企业大奖

评审准则 — 卓越服务点

GOLD PILOT AWARD 金领航奖｜2019



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协会  
力促人才在大湾区流动
国务院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3月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研究和制定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以香港、澳门及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等九市城市群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提升中国的经济发

展，并定下目标，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全球第一的湾区经济体。

在习近平主席的见证下，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

区政府的代表于2017年7月1日在香港

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

设框架协议》，确立大湾区建设的合作

重点领域，建立互利共赢合作关系，共

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标志着大湾

区发展规划的重要阶段性进程。

在 此背景下，粤 港澳 大湾区经贸

协会（以下简称“经贸协会”）于2017

年在香港成立。经贸协会是由大湾区内

的商界领袖、经济专家及社会精英倡导

创立的经济贸易及融资配对平台，及由

区内知名大学支持并提供多元化政策

研究、分析和建议的经贸研究院组成，

配合国家策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规

划发展；运用大湾区内各地域不同优势

及资源，加强区内经贸合作；结合国家

“一带一路”政策，协助国家在国际上

的经济及贸易发展。

促进人才在大湾区内流动

于2019年2月18日正式公布的《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标志着大

湾区建设迈上新台阶。《规划纲要》提

出“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强调要支

持广东省内大湾区九市，借鉴港澳吸引

国际高端人才的经验，创造更具吸引

力的引进人才环境，完善国际化人才培

养，加强人才国际交流合作，推进职业

资格国际互认，大力引进高层次、国际

化人才参与大湾区的建设和管理。

在经贸协会内部，设置了“粤港澳

大湾区经贸研究院”及“粤港澳大湾区

学院”，目的是发展大湾区经贸研究及

高端人才培育，配合国家建设粤港澳大

湾区成为全球领先的经济体。研究院及

学院还共同创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认

证课程”，制定人才标准，颁授“大湾区

院士”，推动大湾区的人才培养及经济

发展。

鼓励和推动港澳青年赴内地创业就业

为庆祝国家成立七十周年及积极

响应十九大号召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把湾区打造成宜居宜业宜

游的优质生活圈，经贸协会现正筹办一

项动员大湾区9+2城市70万人参加的绿

道步行活动“传承、行”，创造两个世界

纪录，包括步行人数及大型社群艺术创

作，透过推广体育运动及传承中国文化

来把湾区内各个城市联动及聚拢一起，

向世界展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期

望透过这项活动，推动更多港澳年青人

认识大湾区不同城市的环境及文化，从

而为其在湾区创业就业奠定基础。“传

承、行”往后将会每年举办，希望能成

为大湾区标志性活动。

CONTACT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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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之人，顺势而为

2019年6月由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

会主办的名城广州青年机遇实习计划于

广州隆重举行。该会为香港大专院校学

生提供到大湾区不同城市的实习机会，

让同学亲自体验内地的职场文化以及

增加对国内市场的了解。 中盈集团积

极响应，为香港学生周然航提供交流实

习岗位。作为一名还未毕业的香港大学

生，周然航的身份是多重的。年纪轻轻

的他已于香港创办属于自己的文化传媒

公司，当问及广州的创业氛围时他表示：

“广州与其他一线城市相比给人的总体

印象就是低调务实。在对产业扶持上也

一直是华南地区的领军者，广州已经推

出了史上最开放的金融政策，比如黄埔

和开发区的“黄金十条”政策和“美玉

十条”政策已经成为兄弟城市学习的标

杆。广州这片土地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善变者恒通，勇变者自强。这也是我未

来想选择在这里发光发热的原因。”

 

筑梦之路的难与易

“创业艰难百战多，创业是艰难跋

涉,更是九死一生。光鲜外表的背后却

是常有的焦虑、无尽的琐碎事务。不经

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只有真

正的创业者才深有体会。”

 “北雄安，南大湾”，作为“中国

战略双子星”的南部之星，粤港澳大湾

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

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

要战略地位。粤港澳三地青年被寄予厚

望，毫无疑问将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

迎来难得的机遇。“粤港澳大湾区规划

纲要的出台对香港青年来说是难得的

机遇，与湾区共同成长是历史的选择，

更是作为一名香港青年改变命运的最

好契机。”周然航坦言。 

来粤政策红利

就业创业补贴：来粤创业的港澳青

年可与本省青年同等享受创业培训补

贴、一次性创业资助、创业带动就业补

贴、租金补贴、创业孵化补贴、初创企

业经营者素质提升培训等各项就业创

业扶持政策。

人才住房政策：支持符合条 件的

港澳青年租住人才住房、入住人才驿

站；有条件的地区可提供租房补贴；将

入驻创新创业基地中符合条件的港澳

青年纳入当地公租房保障范畴；探索

发展共有产权住房，对符合相应条件的

港澳青年，支持其购买共有产权住房。 

投资扶持政策：建立完善天使投资风

险补偿制度；设立支持港溴青年创业

并 覆 盖 创 业 全 阶段 的 母 基 金 和 配 套

子基金；积极发挥“中国青创板"融资

平台作用。鼓 励 性 政 策：积极 发 挥创

业大赛引导作用，以赛 事为纽带有机

连接创新创业基地、项目人才、资本，

吸引 更 多 港 澳 青 年 携 项目来 粤 参 赛

和交流 发展。鼓励基地与港澳高校、

科 研院 所、社会团体合 作，形成长 效

机 制 遴 选 优 质 项目来 粤 培 育 孵 化。 

开展粤港澳三地青年交流行动，促进粤

港澳三地青年合作创业、互利共赢融入

湾区发展。

助力梦想，“盈”在湾区
每个创业者最初选择创业这条路都有自己的理由。但是无论他们当初为何走上创业之路，最后他们都会告诉你，这是

他们一生中所做过的最让他们感到骄傲的事情。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红利释放，越来越多港澳青年顺势而为，挖掘内地的创业新机遇。

中国香港青年周然航就是其中一员。	

虚拟办公室服务 企业加速服务

·商务地址服务：地址使用、快递管理服务
·电话服务：来电接听、筛选及转接服务
·空间服务：享IFOffice所有空间租用优惠，同享专业
前台接待和行政服务

·入驻IFOffice任一空间，或成为IFOffice企业加速服务
客戶，即可享受本服务
·享所有办公空间的场地租赁
·享所有IFOffice配套增值服务，包括政策咨询、项目申
报、知识产权、法律咨询、营销推广、人力资源、工商财税
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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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盈集团倾力打造粤港澳创新产业集群

01广东省海归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中盈集团充分发挥自身的全球资

源优势，将于天河CBD广晟国际大厦打

造广东省海归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中心

将建成一个精准高效的政府引才引智、

高精尖项目、高层次人才对接、海归青

年创新创业的桥梁和平台，通过该平台

的引领和带动，能够实现高端人才的吸

纳和汇聚，不断促进广东科技与创新、

金融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02 IF 粤港澳文化IP创新基地

“IF 粤港澳文化IP创新基地”是以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文化IP产业创新聚集

区为目标。聚焦整个文化IP产业链，引进

该领域的先进企业，为进驻企业提供产

业孵化及服务。未来3-5年将基地打造

成粤港澳大湾区乃至世界的优质文化IP

资源库与多元变现渠道聚集地。实现文

化IP商机“精准对接”，线上线下“无缝

衔接”，文化与IP全面融合的产业基地。

中盈集团在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领域

具有国际级的产业整合能力、产业孵化

能力、产业服务能力，结合粤港澳大湾

超级办公室

·满足30人以上团队需求
·享独立精装修办公空间（独立门禁、前台）

·享联合办公空间及配套服务

精致私享办公室 共享办公工位

利通大厦 广晟国际大厦 远洋大厦 南方证券大厦 华新汇

·满足2~10人团队需求
·享独立小户型办公空间（独立门禁、前台）

·享联合办公空间及配套服务

·开放式自由办公工位
·享用移动化、智能化多功能配套

目前，IFOffice已进驻珠江新城CBD中轴线超甲级写字楼利通广场、广晟国际大厦、远洋大厦、广州中心商业区天河北南方证券大厦、番禺CBD万博华新汇，共计进驻写字楼办公空间服务
面积近20000㎡。

区发展规划，能聚集国内外一批技术领

先、产品创新、市场前景广阔的文创IP产

业企业落户番禺，集聚发展。

03 IF国际智慧楼宇研究中心

IF国际智慧楼宇研究中心以高起点

规划为引领，高标准科学去建设，致力

于区域间智慧楼宇行业的创新和应用。

以“勤勉、锐意、创新”为价值理念，以

“科技重塑楼宇”为价值目标，通过对

前沿科技理论、产业发展态势、优秀产

业案例的深度研究，依托智慧楼宇孵化

中心、智慧楼宇创新中心、智慧楼宇交

流社区以及智慧楼宇研究院四大平台，

整 合海内外商协会、高校 研究院 等资

源，推动智慧楼宇产业的效能提升。

IFOffice

中盈集团旗下的广东意乎文化投

资有限公司，通过新时代智慧商办空间

的建设运营、提供用户社群运营解决方

案、产业创新投资等服务，孵化了办公

服务品牌IFOffice，为创新型企业和快

速成长型企业，打造商办结合全链条办

公生活服务生态链。

创业时代的“梦想合伙人”

优越的商会资源是中盈集团变革

创新、扩大社会影响力的核心要素。

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广

东省行业协会联合会副会长、广州市青

年创业联合会创业副会长、广东省侨界

海外归国人员协会副会长等多重身份

赋予了中盈集团得天独厚的商界地位，

在引入外资、借鉴先进管理经验、共谋

大湾区企业发展大局等领域享有绝对

优势，通过延伸服务生态链，打造高端

办公产品，塑就品牌号召力，传递核心

理念，助力无数怀揣野心与抱负、踌躇

满志的穗港澳青年用勤奋与洞见勾勒

湾区的蓝图。

立足湾区，放眼全球，以打造“一

集群、多基地”的粤港澳创新产业集群

发展新格局、大湾区创意产业新地标为

发展定位，中盈集团擦亮大湾区的“金

字招牌”。

期待你成为中盈集团下一位“梦想合伙人”。

番禺万博华新汇火热招商中，

详情请致电：400-992-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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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南粤海外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及劳动关系管理服务、社保及福利管理服务、

财税工商证照服务

◎	国内成立最早、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	目前为1000多家港澳客户提供专业的人力资源服务，涉及在港澳劳务人数一万多人

◎	拥有从事海内外劳务输出的经营资质及专业化团队，在广东各市及港澳地区均有办事处

◎	根据香港政府“补充劳工计划”及“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我们积极协助雇主缓解人手困境，	 	

	 主要包括渔场、食品加工、五金制造、建筑、护老、安老院等行业

◎	欢迎大湾区、一带一路、亚洲及中东的朋友与我们洽谈合作

叶先生 电话：186 6701 6682 

       微信号：18667016682  

  电邮：yipalan@netvigator.com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17号广晟国际大厦24楼

欢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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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计划仅限中国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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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谛思咨询（深圳）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凯谛思是全球领先的自然和建筑资产设计及咨询公司，我们

在亚洲拥有50多间办事处，超过5,000名员工。

凯谛思华南及华西区在深圳、广州、佛山、珠海、海口、成都、

重庆、西安均设有办公室。作为东南区的总部，广州分公司与

新世界、新鸿基、华润等许多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并不断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工料测量顾问服务。

公司代表 / 李国永 先生

电话 / 020-8130 3813

邮箱 / dickey.lee@arcadis.com

网址 /www.arcadis.com

地址 /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中路555号

 3A10-3A16室

电话 / 020-85626872

网址 /www.gzimec.cn

邮箱 / gzimec@163.com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146号

 海景中心西塔27楼A-D室

张小沫女士
北师大学士学位，考取荣誉奖学金赴美深造获硕士学位。曾

任职瑞典Electrolux（香港）公司中国商务代表，获高级谈

判师资格证书。1995年回国创立广州艾麦企业有限公司任执

行董事。先后担任广州天河政协四届港澳委员、香港清洁商

会荣誉会长等。公司拥有管理大型物业专业保洁服务经验。

2009年公司有幸成为中国高铁第一家保洁服务商及华南地

区规模最大的高铁保洁服务公司。



拜访：广州市翔辉贸易有限公司陈翔辉经理（左一）。 拜访：嘉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杨景辉运营总经理（右二）和陆臻助理总

经理（左一）。

拜访：广州何添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何膺惠总经理（中）。 参加：带路旅行社（广州）有限公司新店开幕仪式。

2019年新一届理事局成员正式上线，为与各位会员有更直

接的沟通交流，香港商会专责会员事务委员会的成员诚

意邀约前往拜访各位会员，希望在加深了解的同时聆听各位

对商会的建议和意见。感谢以下各位会员朋友抽空与我们交

流。

会员拜访

如您也希望与我们见面交流，欢迎与秘书处联络。

电话：(020)8331	5103

电邮：info@hkcccgd.org

CONTACT 022

 MEMBER SURVEY 会员拜访



广东省商务厅是主管商务和口岸工作的广东

省人民政府职能部门。负责拟订本省招商引

资、对外投资规划、计划并组织实施；承担

重大项目对外招商和跟踪服务工作；负责协

调和指导本省招商引资、投资促进工作；负

责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工作；参与制定促进

投资规划和改善投资环境的政策措施；负责

国内外经济合作和对外援助工作；指导全省

外商投资工作，拟订外商投资政策和改革方

案并组织实施；负责有关开发区建设发展的

规划计划的政策引导和协调、指导和管理工

作；拟订全省商务交流计划并组织实施；负

责口岸建设和对外开放规划并组织实施；

承担组织协调反倾销、反补贴、保措施及

其他进出口公平贸易相关工作。

香港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于2002年7

月成立，主要职能包括加强香港与驻粤办

服务范围内的五省区（福建、广东、广西、

海南及云南）的联系和沟通；促进五省区

与香港在经贸和其他范畴的交流与合作；

加深内地民众对香港的认识；以及为在五

省区遇上困难的香港居民提供实务性的

协助。

CONTACT 023

REVIEW精彩瞬间

5月 14 日下午，香港商会 - 广东组

织会员企业一行 20 多人，前往拜

访广东省商务厅以及香港特区政府驻

粤经济贸易办事处，借此加强彼此间

的交流和互动。

广东省商务厅陈越华副厅长、张萍

粤港政企交流活动

广东省商务厅拜访活动现场。 陈越华副厅长（中）、张萍处长（右）以及王亚蓓处长（左）分别为我们介绍了广东省及粤港
澳大湾区的发展情况。

香港商会-广东彭浩贤会长介绍商会情况以及与会成员。

全体团员与商务厅领导们合影留念。

香港特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陈选尧主任 (中)、白梅
霞副主任(左)及程粤经理(右)与拜访团见面。

香港政府驻粤办座谈会现场。 会员代表发言。 合影留念。

处长以及王亚蓓处长接待了考察团，并

分别为我们介绍了广东省及粤港澳大

湾区的发展情况。香港特区政府驻粤经

济贸易办事处新任主任陈选尧先生带

同白梅霞副主任及程粤经理与拜访团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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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商会第九次全国

会长会议于 2019 年 5 月 28-30

日在武汉市举行。在为期三天的行程中，

来自全国十个地区的会长及成员 20 余

人来到了美丽的江城——武汉。为了让

这次的行程更加充实和有意义，武汉

香港商会为大家准备了满满的行程，带

领大家走遍汉口、武昌、汉阳三镇，花

式穿插的行程包括：参加武汉国际经

贸交流合作大会、湖北省副省长赵海

山会见活动；休闲夜游武汉最有禅意

的归元寺，游最美的江滩，品最有特色

的潜江小龙虾。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第九次全国会长会议 @ 湖北武汉

由武汉市人民政府和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联合主办的“武汉国际经贸交流合作大会”。

香港商会各地代表在武汉会议中心合影留念。

湖北省副省长赵海山接见香港商会成员。

参观归元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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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谢俊明会长设宴欢迎来自各地的会长及成员们。 会长会议上，各地区代表就商会未来的发展进行讨论。

夜游江滩。 武汉亚心总医院总经理谢兆基亲领大家参观并详细解说。 参观亚心总医院检验中心。

亚心总医院配置的急救直升机覆盖范围达500公里 。



粤港澳大湾区考察活动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势头迅猛，前景

令人期待，为让会员们更具体地

了解大湾区各城市的最新发展情况。7

月 12-13 日，香港商会组织会员一行

20 多人，前往惠州进行参观考察，拜访

商务局领导及参观企业发展情况，了解

当地的投资环境以及优惠政策。

7月12日，大湾区考察活动正式开

启，团员们乘坐高铁到达惠东站集中，

集中后随即前往惠东富力希乐顿逸林

度假酒店办理入住手续。午餐后，我们

来到2014年Vcb 在惠东成立的港资水

培种植企业: 雅翠堡农业(惠东)有限公

司参观。雅翠堡八成的产品销往香港，

两成在国内销售。其利用惠东依山傍水

的优势，利用净化的山泉水灌溉，种植

出优质食材。随后我们回到酒店，在惠

州市商务局谢玉国副局长、惠东县商务

局林健雄副局长的分别带领下召开了

参观及了解雅翠堡的农产品情况 在展示厅观看介绍影片 参观种植基地

来宾合影留念

参加惠州市投资情况推介会 认真听取商务局领导的介绍 第一天的行程全部结束后，团员们在美丽夕阳下惠东富力希
尔顿逸林度假酒店享用自助晚餐。

惠州市情况推介会。主要介绍惠州在大

湾区政策下的发展情况及区域定位，以

及投资发展优惠等情况。

CONTACT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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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

富力集团

7月13日，团员们一早来到惠东富

力湾参观，富力地产位于惠州惠东巽

寮湾国际海滨度假旅游区，集滨海度假

休闲为主要特色的大型综合项目，致力

打造广东的海滨旅游度假休闲生活区，

项目规划过程中，从设计、建造方案以

及经营维护均以保护原始生态为首要

重点。周边的休闲配套包括古村、水上

运动基地，飞行体验等。这里将配套幼

儿园、中小学以及医院，建成后可以用

“镇”来形容。

团员们乘车前往参观惠东富力湾

了解富力湾所在惠东县的交通配套情况

 参观富力湾销售中心 富力湾在建的别墅及公寓

 富力湾配套的划船运动基地，设施多样，环境优美。

远眺惠东富力湾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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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提出了“加强国家音

乐产业基地建设，推动音乐产业发展”

的内容。这无疑是为我国的科技、金融

以及文化等不同产业的发展都激发了

新的灵感，尤其是音乐领域，作为大湾

区共通的文化纽带，音乐也在数字化的

时代进程中在大湾区中被重新拾起。香

港商会六月会员聚会，同样聚焦大湾区

主题，通过香港资深音乐人陈少宝先生

的专业角度，从文化融合、大湾区音乐

的发展，与各位一同分享“流行音乐在

大湾区的发展商机”。

会员聚会 Happy Hour 暨
“流行音乐 x 大湾区 = 商机无限！”主题分享

CONTACT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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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金交会已经成为集中检

阅广东、广州金融改革创新、科

学发展成就的重要事件节点和平台，已

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区域影响力最强、

功能和内容最丰富的金融交易博览会。

第八 届金交会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至

23 日在广州琶洲·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

会展馆 B 区举行。香港商会应马聪名誉

会长的邀请，部分会员代表参与到此次

盛会当中，一同见证行业成长。

第八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
广州市小额贷款行业创新发展十周年高峰论坛

4月 29 日，广东香港商会荣誉会长

企业得利钟表集团与深圳市太空科

技南方研究院（深圳市绿航星际太空科

技研究院）在得利钟表集团总部举行了

合作正式签约仪式。与此同时，得利钟

表集团还发布了三款全新的 SAGA 航

天系列纪念腕表，并举行了“钟表文化

与时间科学馆”的建馆启动仪式。

荣誉会长梁伟浩先生表示：“‘钟

表文化与时间科学馆’面积约2000-

3 0 0 0 平方米，展品除 时间科 学领 域

外，还涵盖钟表文化、时间科学、钟表

发展及钟表设计等，是公众科普教育

的重要基地。希望能够让公众在感受

前沿科技之外，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增强民族认同感与爱国情

怀，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强、文化自

信’！”

得利钟表集团签约仪式
暨 SAGA 航天系统手表发布会

马聪名誉会长（左七）同时是广州市小额贷款行业协会会长。

马聪名誉会长（左一）担任论坛演讲嘉宾。 金交会现场。

广东香港商会与东莞市外商协会的与会代表一同合影留念。

梁伟浩荣誉会长（右二）与到会的广东香港商会代表合影。

签约仪式

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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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北京香港商会房地产小组的考

察团一行 10 人来 到广东考察大

湾区的房地产项目。借此机会，在广东

香港商会的协助下，考察团于 6 月 24

日来到位于广东省人民政府内的粤港

澳大湾区工作办公室进行拜访，通过拜

访了解大湾区的发展政策及规划情况。

粤港澳大湾区工作办公室曹达华常务

副主任接待了考察团一行。香港商会 -

广东叶泽荣副会长代表广东参与了拜

访。

拜访粤港澳大湾区工作办公室

国际 金 茶 王 大 赛（港 式 奶 茶）于

2019 年踏入第 11 个年头，喜逢

祖国建邦立业七十载，以及粤港澳大湾

区蓬勃发展，本年度以‘港风耀国际 · 

奶茶遍湾区’为主题，并新增大湾区金

茶王大赛 2019（港式奶茶），期望寄港

式奶茶文化与祖国，特别是大湾区各城

港风耀国际 奶茶遍湾区
——国际及大湾区金茶王大赛 2019

市紧密连结，将其汇之大同。2019 年

6 月 27 日，一年一度的金茶王大赛大

湾区决赛在广州拉开帷幕。

国际金茶王大赛是一项围绕港式

奶茶的国际性赛事，每年赛事皆得到各

地政府部门，商会及业界的大力支持，

作为大赛的协办及支持机构，并得到媒

体在各大平台上的广泛报导，是一项具

代表性且深入民心的年度活动。2014 

年，由香港咖啡红茶协会及协会主席黄

家和太平绅士，成功申报‘港式奶茶’

的制作工艺，使之成为香港非物质文化

遗产，港人对港式奶茶的热爱毋容置

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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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迎来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适值香港特别行政区成

立二十二年，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

广东应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

贸易办事处邀请，出席由其主办的「庆

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二周年招待

会」。宴会盛邀各方来宾共聚一堂，共

同回顾香港回归祖国 22 年的历程，携

手展望未来更好的发展及合作前景。

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22 周年招待会

CONTACT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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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2019.07.09 2019香港学生仲夏京喜分享之夜

CONTACT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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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9日（星期二）由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主办及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协办的“2019

香港学生仲夏京喜分享之夜”在北京千禧大酒店成功

举办！在此特别鸣谢香江国际中国地产有限公司对本

次活动大力支持，为来自香港各大院校的50多名学生

和在京企业人士能济济一堂，度过一个难忘而美好的

晚上。

在晚宴开始前，同学们先参观了北京财富金融中

心。在香江国际中国地产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监黄

卓伟先生的讲解下，同学们对北京的营商背景和政策

都加深了解。

随后，有幸能到达北京财富金融中心68楼的直升

机停机坪，于高空一览北京市独特的面貌。极目远眺

下，华灯璀璨的景色使同学们看得着迷，还不忘合照

留下纪念。

接着，香江国际中国地产有限公司执行及财务董

事、天津市政协常务委员吴来盛先生分批接见了同学

们，了解他们在京实习工作情况，并给予关心和问候。

参观完毕后，便是万众期待的晚宴了。在场嘉宾

和同学们都获得了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

处和香江国际中国地产有限公司赠送的小礼物，大家

也露出怡然自乐的表情。

本次活动由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副理事长

林智祥先生担任晚宴司仪，为活动揭开序幕，带动全

场气氛，同时也表示希望同学们可以仔细聆听讲者们

的分享，从中获益。

晚餐开始之际，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长萧惠

君女士在台上致辞，首先对莅临本次活动的嘉宾们致

以感谢，并表示欢迎香港学生的到来，希望同学们在

这段实习时间都有所得益。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梁志仁主任

致辞分享他个人在两岸三地工作的经验，并鼓励实习

生们要开拓视野，拥抱更广阔的未来。

香江国际中国地产有限公司执行及财务董事、天

津市政协常务委员吴来盛先生致辞勉励同学们要在

这段的实习中抓紧机会，建立人际关系，为未来提早

作好打算。也应把握时间享受与香港截然不同的北京

生活和环境。

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理事李兴龙先生致辞

分享他以创业青年来京三年的体会，和在北京实习到

创业的过程。

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委

助理余彦俊先生致辞分享他从毕业后，在国内就学和

就业的过程与心得。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执行委员兼财务总监 陈伟

权先生致辞分享全家北移的经过，表示国内比香港更

容易安居乐业，并鼓励实习生要跳出同温层，多和不

同想法的前辈交流沟通。

香港青年唐诗雅小姐在国内受基础教育后到美国

留学，近几年暑假都在中美两地实习。唐小姐表示同

学们应好好享受这段难得的实习时光，她鼓励同学们

在工作中应主动使用自己的技能和专业解决问题，即

便工作岗位或工作范畴与自己的专业、兴趣不符，也

能从中得益。

参加了2019京港青年学生实习计划的樊晓怡同

学分享她在北京实习一个月的点点滴滴、实习中的困

难与收获和闲余时间的所见所闻，她对中国香港（地

区）商会、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和各用人单位表

示感谢，透过商会安排的参观活动，让同学们无论在

工作岗位上还是工余时间都能感受到不一样的北京。

晚宴后，嘉宾和同学们移步到露天花园，一同举

杯畅饮、谈笑风生。大家相谈甚欢，畅所欲言，嘉宾们

也不吝赐教，跟同学们分享他们在京工作的情况和给

予指点，同学们犹如醍醐灌顶，收获甚多。本次2019

香港学生仲夏京喜分享之夜在众人欢声笑语中拉下帷

幕，希望香港学生们在京实习的时间里能满载而归，

好好感受并且体会北京的精彩。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上海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天津

商会暑期实习团成员与嘉宾合影

与香港中文大学交换纪念品

针对在内地港人、港企所关注的劳动关系、社会保

险、个人所得税 等内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驻天津联络处和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天津合办本次

讲座，邀请金杜律师事务所和普华永道咨询(深圳)有

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专家们就下列课题进行深入分析、

解读。并进行现场答疑。

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津联络处合办关于内地税务和就业新政策

CONTACT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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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由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 上海 主办的

“2019暑期实习团启动仪式暨学生欢迎午宴”在上

海富临轩酒家顺利举行。活动邀请到30余家参与此次实

习项目的企业代表到场，与50多名由香港中文大学和在

沪港生组成的暑期实习团学员进行面对面交流和互动。

午宴正式开始前，香港商会会长李剑锋先生致欢

迎辞。感谢各实习单位对本次活动以及商会工作的大力

支持，给香港大学生提供宝贵的实习机会。同时也鼓励

同学去调整心态，在实习的7周时间里，全心投入并感

受上海的风情和魅力；用全新的角度看问题、看世界，

并对在场学生寄予祝福，希望学生们在上海实习愉快。

互动环节中，商会副会长陈詠东先生为实习团成

员分享了历届学生们的成功例子，并要求同学自由组

队，分成5组，在规定的时间内画出自己团队的队标。各

小组各司其职，集思广益，设计中融合香港特色和对

上海的印象。之后各小组的创意及口号，也展示出各自

对暑期实习生活的期待及对个人成长的期盼，将全场

气氛推向高潮。

交流午宴上，各企业代表入座，与即将入职的实习

生们进行了深入交流，增进彼此了解和两地交流。

2019香港商会暑期实习团正式启动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青岛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武汉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却挡不住港青赴武汉实习交

流的热情。6月10日，【「放眼神州」香港青年暑

期内地实习计划2019-武汉】活动正式启动，在中国

香港（地区）商会-武汉（简称武汉香港商会）各位会

员的大力支持下，来自香港9所高校的17名在校香港

大学生将在10家武汉的港资企业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暑

期实习，加深两地青年文化交流，感受祖国内地的发展

与进步。

本次活动由香港学生活动委员会主办，香港特区

政府驻武汉办及武汉香港商会一直重视香港青年发

展，鼓励香港青年来内地发展和亲身体验内地职场实

况，作为本次活动的协办及支持单位，亦致力联系和

帮助同学们顺利在汉开展暑期实习、生活和活动，相

「放眼神州」2019年香港大学生暑期内地（武汉）实习计划

信通过这次内地行能让同学们开拓视野，更加深入地

了解内地生活环境与工作规律，对将来事业发展有所

帮助。

用本次香港实习团团长、香港公开大学会计专业

二年级学生陈嘉仪同学的话说“要实现梦想，就要去

内地闯一闯”。同样，我们非常欢迎香港青年多来武汉

走走、看看、愿为你们实现梦想助一臂之力！

五月春风，茶香四溢，正是采茶好时节，中国香港

（地区）商会组织会员一起观茶、赏茶、制茶、品

茶，尽享这份山海美景，共度完美一天。  

崂韵观海，境如其名，这个农家小院依山傍海，

毗邻茶园，清香四溢。坐在小院观海品茶，加上和风徐

徐，艳阳高照，犹如世外桃源。大家开心畅聊，用心品

茶，既净化了心灵，又充分吸收了大自然的能量，在快

节奏高效率的今天，我们特别需要这种偶而的身心放

空，为了更好的起航。

茶园观光 登山观海

票和明信片等，全面展示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经

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馆主邓女士为人爽朗，热情

地拿出了19世纪的杯子配上20年生普招待大家，泡出

的茶果然味道温和而浓郁，能品出最佳的口感。介绍

陈列的过程中，邓女士请大家感受一下1886年德国产

的C.BECHSTEIN演奏级钢琴，琴声醇厚通透，令大

家赞叹不已。邓女士还和会员们分享收藏的故事和心

路历程，大家收获颇丰，也很欣赏邓女士在专业领域

执着的匠人精神。 

商会五月活动圆满结束，参加的会员们一起度过

了营养身心的一天，错过的会员不必遗憾，敬请期待

后期活动，会更加精彩！特别感谢会员单位的大力支

持与积极参与。我们六月再见！

  品茶观海之后，我们还享受到五月会员福利，参

观了青岛茜文欧洲艺术博物馆，位于崂山区，建筑面

积527平方米，附有庭院600余平方，馆藏藏品723件，

藏品种类主要有欧洲宫室家具、瓷器、餐具、首饰、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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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四川

2019年6月27日，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四川第八

次会员大会暨“新消费时代”会员分享会圆满结

束。此次大会共计100余位会员出席，听取了商会财务

报告及工作报告，同时，大会邀请汇菱国际资本执行

董事周家翘先生以及Savills王玲女士分别以《电竞IP

与商业地产创新之路》与《焕城新生-城市活化专题

分享》为主题为大家进行分享，并获得良好反馈。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四川自2012年6月27日成

立以来，至今已跨过第7个年头，在这7年里获得了长

足的发展，参会人数已达到近300人，其中包含75位

公司会员及72位个人会员。所吸纳的会员覆盖了房地

产、金融、银行、酒店、专业服务、餐饮、航空、教育、

能源等各个行业。

在此，商会要感谢所有会员对我们一如既往的信

任，相信有你们的支持，商会将蓬勃发展，开创美好

明天！

第八次会员大会暨“新消费时代”会员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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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浙江

2019 年 5月17日，中国香 港（地区）商会-浙江 

2019年会员大会于在杭州滨江世融艾美酒店圆

满举行，90多位会员出席了大会。

会议由执行委员周宏先生主持，常务副会长高锦

滔先生致开幕词，副会长兼秘书长蔡泽源先生及司库

卢英杰先生分别作 2017-2019年度执行委员会工作

报告及2018-2019年度执行委员会财务报告。

两年以来，商会-浙江组织成立了宁波联络处，

着重 发展宁波的会务，团结在甬港人；创立并开展

“香港·杭州 创新创业服务中心”的工作，积极引进

来自香港的初创型企业和项目到中心入驻，并通过接

待来自香港和内地各省市的政商代表共12次，推广中

心的工作；积极发展会员，在全体执委的努力下，一共

发展了34家公司会员和24位个人会员。

通过两年的不懈努力，商会-浙江已获得广大会

员、各级政府和各方的肯定和支持，大会特别向第三

届执行委员会成员致以衷心的感谢。

大会进行表决和投票，邀请安永香港合伙人及安

永浙江主管合伙人 黎志光先生出任点票人，香港杨麟

振律师行 杨灵律师出任监票人，并由杨灵律师宣布表

决及投票结果： 

（1）通过2017-2019年度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2）通过2018-2019年度执行委员会财务报告。

 2019年会员大会

 随 后，大 会 通 过 最 后一项 议 程：选 举 并 公 布

2019-2021年度执行委员会成员，由常务副会长高锦

滔先生宣布选举结果。

在新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中，选举产

生了商会新一届职务安排，开启商会-浙江新篇章，不

忘初心，继往开来，逐梦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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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沈阳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沈阳于2019年7月6日在

沈阳丽都索菲特酒店成功举办2019年度会员大

会。2019年度会员大会由商会秘书长伍钿玮先生主

持，会长张立先生为会员大会致辞，常务副会长陈耀

豪先生做商会财务报告，秘书长伍钿玮先生做商会会

务报告。2019年度会员大会所有报告在会员的掌声中

顺利通过！

2019年度会员大会午宴邀请香港特区政府驻辽

宁联络处主任欧雪雯女士出席并为午宴致辞，会员大

会午宴结束后，商会会长张立先生、常务副会长陈耀

豪先生、执行委员余耀辉先生，与在沈阳、大连及哈尔

滨实习的香港学生分享在内地工作及生活的经验和心

得。

2019年度会员大会圆满成功

与香港学生分享会现场

常务副会长陈耀豪先生做财务报告

会员大会现场

会长张立先生为会员大会致辞

嘉宾祝酒

来宾合影

秘书长伍钿玮先生主持大会并
做会务报告

香港特区政府驻辽联络处主任
欧雪雯女士为午宴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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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4日晚，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厦门分

组成立典礼晚会于厦门市五缘湾凯悦酒店顺利

举行。晚会上伴随着庄重的音乐声，和阵阵热烈的掌

声，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厦门分组正式成立。现场

气氛热烈，数百名香港商界的人士和商会成员到场祝

贺，其中更是邀请到了“香港特区政府驻福建联络处

主任—赵碧菁女士”、“厦门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陈俊

泳女士”、“香港贸易发展局福建代表，钟子勤先生”、

“厦门市台港澳事务办公室，处长—常青女士”以及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长，萧惠君 女士”等多名重

要嘉宾出席晚会，一同见证这个意义非凡的时刻。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成立于1993年，在商会成

立之初，就确立了服务“港人港企”的宗旨，以促进香

港与内地之经济贸易合作和文化交流为商会使命，并

始终坚持践行着，如今作为中国香港（地区）商会的

第10个地区分组，在厦门分组的成立典礼晚会上，以

“港鹭连心，荣耀凝聚”为主题，希望在未来厦门分

组能够凝聚在鹭港人的团结之力，帮助更多在厦创投

的“港人港企”营造良好的商业互动氛围，并以此作

为桥梁，增进香港与厦门两地间的交流互通，开启港

鹭交流的新篇章。

在晚会上，特别邀请到了“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会长”萧惠君女士与“香港特区政府驻福建联络处主

任”赵碧菁女士上台致辞，对厦门分组的成立表示热

烈祝贺，并深刻阐述了要始终坚持商会宗旨的重要意

义，同时对商会今后的发展表达了美好的祝愿，希望

商会能够以“发展与团结”为理念，为所有的商会会员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同时，商会邀请了“厦门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陈

俊泳女士”、“香港贸易发展局，福建代表 钟子勤 先

生”、“厦门市贸促会，副会长，颜志平 先生”、“福建

省总商会副会长、厦门总商会监事长、厦门海澳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郑金泉 先生”、“香港特区政府驻福建

联络处，主任，赵碧菁 女士”、“厦门总商会副会长、厦

门加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献荣 先生”、台湾省高

尔夫协会会长 卢照琴 先生、“厦门市台港澳事务办公

室 处长 常青 女士”、“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长，萧惠

君 女士”、“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厦门分组 会长 陈又

诚 先生”10位嘉宾在成立仪式上注入象征着“团结与

发展”的能量，助力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厦门分组

的成立，将整个晚会气氛推向了高潮。

之后，厦门分组会长“特步（中国）有限公司·鞋

业产品系统副总裁”陈又诚先生上台致辞，代表厦门

分组感谢今晚出席的所有来宾，并表示厦门分组将始

终坚持商会宗旨，铭记商会使命，履行商会职责，贴近

商会会员，携手共进，为商会成员发展，为香港与厦门

两地信息交流和经济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

在成立仪式顺利完成后，商会为所有来宾准备了

精美的晚宴，丰厚的奖品以及具有香港人文特色舞狮

表演等文艺表演节目，使整个晚会处在一片在欢声笑

语，其乐融融的氛围中。

新的篇章，新的机遇，希望中国香港（地区）商

会—厦门分组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带着所有商会会

员的期望，携手前行，共同创造美好未来，不断向新的

台阶迈进。

港鹭连心·荣耀凝聚 |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厦门分组正式成立，

开启港鹭交流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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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西南宁」25日正式

成立，桂港双方将凝聚各方力量，携手开拓

更广阔的市场，实现资源优势互补，进一步深化两地

交流合作。广西、香港两地各级政府单位、商界同仁及

各界嘉宾共200人出席并见证商会成立。

在当晚的成立典礼上，香港特别行政区前任行政

长官梁振英发来贺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

娥题词「广联才彦，建设未来」。梁振英指出，在泛珠合

作和CEPA等机制的推动下，香港和广西的经贸伙伴关

系日益密切，两地确定加工贸易产业转移、专业服务、

旅游、金融、交通物流等五个重点合作领域。商会广西

南宁分会的成立将促进桂港在各方面新的合作。

香港与广西地缘相近、人缘相亲，香港多年来是

广西第一境外投资来源地和第二大贸易伙伴。截至今

年3月底，香港在广西投资设立的企业累计超过6900

家，合同金额281亿美元，实际到位接近90亿美元，占

广西利用境外投资的首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石东龙在致

辞中表示，继去年桂林开通直达香港的高铁后，今年7

月10日，南宁直达香港高铁也开通运行，北部湾港至香

港班轮实现天天班。今年2月，国家正式出台《粤港澳

大湾区规划》，桂港交流合作处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广

西将把「东融」作为开放合作的优先方向，主动服务大

湾区建设，对接大湾区市场，借力大湾区发展。

当前，广西正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创

造良好的商机和环境；近期出台了《全面对接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总体规划》，桂港合作显得更为重要。因

看好广西在对接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平台和市场前景，

早在2005年便选择扎根广西的中国香港（地区）商

会—广西南宁会长潘家穰称，商会将通过定期举办项

目交流会、招商考察等活动，促进两地企业合作交流。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西南宁成立典礼

通过建立港商港企服务常态化机制，为港商前来考

察、港企落地提供指导和服务。利用商会完善的市场

网络，促进更多港商港企通过广西拓展东盟市场。

为港青在桂发展搭建平台

「国家近年为便利港人到内地发展，出台了多项

措施，包括于去年九月实施的居住证，让持证人依法

享有多项权利、基本公共服务及便利。国家移民管理

局亦在今年5月宣布推动出入境证件便利化应用，以

进一步便利港澳居民使用『回乡证』在内地享有政务

和公共服务及办理各种个人事务。」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新成立的广西南

宁分会将有助加强在桂的港商与广西各界交流，发掘

更多商机，吸引更多港人港企在桂投资。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中坚力量和重要推动力。潘家

穰表示，商会将团结香港各界人士特别是青年力量，

通过设立商会流动职位、开展在港宣传广西活动，让

香港年轻人来广西考察、学习、工作，了解广西的文

化、发展，爱上广西，扎根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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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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文华东方酒店

豪华客房 RMB1250/晚

文华客房 RMB1550/晚

（以上房价均需+10%服务费，+6%增值税）

Ebon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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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南丰朗豪酒店

高级客房RMB880/晚

豪华客房RMB1080/晚

商务套房RMB1380/晚

（以上房价均需+10%服务费，+6%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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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华房RMB1100/晚

（含单人自助早餐及无线上网，

以上房价需+16.6%的服务费与增值税，

酒店餐厅食品与酒水享七折优惠）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民路222号

电话：（8620）3705 6601

联系人：Mr.Jacky Ou

广州康莱德酒店

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

君悦客房 RMB1000/晚

嘉宾轩客房 RMB1500/晚

豪华套房 RMB2200/晚

1.以上房价均需加收15%的服务费及增值税，

含一份早餐及网络

2.以上房价展会期间不适用

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西路12号

电话：（8620）8396 1234转预订部

联系人：Ms.Vicky Wang

广州柏悦酒店

持商会会员卡尊享客房之特别优惠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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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nn Xu

广州圣丰索菲特大酒店

高级房 RMB850/晚

豪华房 RMB1000/晚

（以上房价均需+10%服务费，+6%增值税费）

地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988号

电话：（8620）3819 0882

联系人：Mr. Padrick Yuan

中国大酒店

豪华客房RMB 700/晚

（以上房价包含16.6%服务费和税费）

地址：广州市流花路122号

电话：(8620)8666 6888-3297

联系人：Ms.Mini Guan

广州海航威斯汀酒店

豪华房RMB1000/晚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6号

电话：（8620）2826 6808

联系人：Ms. Mary  Ma

佛山岭南天地马哥孛罗酒店

高级房RMB700/晚

豪华房RMB800/晚

行政高级房RMB850/晚

（以上房价含1位早餐）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人民路97号

电话：（86757）8250 1829

   177 8681 3286

联系人：黄小姐

经典一居室公寓RMB1649/晚

后现代二居室公寓RMB2049/晚

经典豪华二居室公寓RMB2319/晚

（以上房价均需+10%服务费和+6%增值税费）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4号

电话：（8620）8883 8888

联络人：Mr.Rogers Chen

广州卓美亚礼庭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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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花都皇冠假日酒店

高级客房 RMB 790/晚

豪华客房 RMB 890/晚

豪华套房 RMB 1390/晚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189号

电话：(8620)3690 0888-8869

联系人：Ms. Susanna Zheng

佛山希尔顿酒店

客房 RMB 520/晚

豪华客房 RMB 600/晚

行政客房 RMB 770/晚

（以上房价均须+16.6%的服务费和增值税，含单人早餐）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岭南大道北127号

电话：（86757）8306 9999

联系人：Ms.Flora Gu

广州四季酒店

持商会会员卡尊享客房之特别优惠折扣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5号

电话：(8620) 8883 3881

联系人：Ms. Sarah 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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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ber's

君兰酒业

泰轻松Spa美容发型养生会所

大明企业国际有限公司

饮食

其它

康富来补品店

参茸补品类9折，保健品类9.5折

（特价商品除外）

康富来体检中心

个人健康体检8折优惠，企业员工健康体检6.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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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ly

康富来国医馆

Hong Fu Loi Chinese Medical Clinic

深圳市惠迅旅游有限公司

单笔消费超过200HKD可获75折优惠

优惠码：HKCCC25

消费地址：www.aonicondoms.com

（有效时间至2019年12月31日）

联系人：Ms.Jiang

电话： 852-3902 3536

1、香港代理品牌可享高达55折优惠

优惠码：ROW2019HK45

消费地址：www.royalorchid.com.hk

2、国内代理品牌可享75折优惠

联络人：Victor Wong

电话：852-6050 6134

消费可享7折优惠

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兴民路222号

广州康莱德酒店6楼

电话：（8620）3788 9288

联系人：王小姐

广东周边旅游+温泉酒店 

广东龙门2天一晚特价299元/人  

广东惠东2天一晚特价399元/人  

广东博罗2天一晚特价499元/人 

广东从化2天一晚特价599元/人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2002号

佳宁娜广场B2104

电话：（0755）88851130 

微信号：17898457153

电邮：ANGUS@160HS.COM  

联系人：吴伟

新张期间，染烫八折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魁奇一路9号

新DNA四楼451铺

电话：0757-8225 6640

客服微信：FTF_Salon

首约形象设计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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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资讯

常用电话                                                                  广州商务机构

报警                                                      110                       

火警                                                     119                      

电话查号台                                                114                                     

紧急医疗救援                                          120                                          

交通拯救                                                122                                                         

广州市长热线                                          12345                   

消费者投诉举报专线                                     12315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 China Mobile 10086                    

中国联通广东分公司 China Unicom        10010                      

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 China Telecom        10000                      

中国邮政服务                                          11185                       

白云机场咨询热线                                    96158       

       

            

银行                                                客服热线                五星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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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银行                              95599                       广州天河希尔顿酒店                          020-6683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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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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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580                       广州粤海喜来登酒店                             020-6668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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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95528                      广州康莱德酒店    020-3739 2222

广发银行                               400-830-8003          广州希尔顿逸林酒店                            020-2833 2888

深圳发展银行                         9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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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花都皇冠假日酒店    020-3690 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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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宾馆         020-8666 9900

汇丰银行                                          800-830-2880           广州四季酒店                                     020-8883 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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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生银行                                   400-120-8282 广州海航威斯汀酒店  020-2826 6808 

渣打银行                                    800-820-8088

   

领事馆                                                                              航空公司

澳大利亚                                                 020-3814 0111          国泰港龙航空                          400-888-6628

加拿大                                                    020-8611 6100         英国航空公司                           400-881-0207

丹麦                                                       020-8666 0795     全日空航空公司                            400-882-8888

法国                                                       020-2829 2000        日本航空                                   400-888-0808

德国                                                       020-8313 0000         新加坡航空                                  020-8755 6300

意大利                                                    020-3839 6225  泰国航空                                           020-8365 2333

瑞士                                                       020-3833 0450       澳洲航空公司                                   400-819-9495

日本                                                       020-8334 3009        越南航空                                             020-8386 7093

韩国                                                       020-2919 2999         马来西亚航空    400-601-5331

马来西亚                                                 020-3877 0763         中国国际航空                                     95583

荷兰                                                       020-3813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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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61

泰国                                                       020-8385 8988         海南航空                                           95339

英国                                                       020-8314 3000         四川航空                                              95378

美国                                                       020-3814 5000        九元航空                                        400-105-1999

www.gzboftec.gov.cn

广州市工商局商标处           020-8559 6566-1411

广州仲裁委员会                         020-8328 7919

广州公证处                                                 020-8318 3060

纳税服务热线                                   12366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20-8331 8412

广州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                        020-8161 8818/12345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     020-3891 1220 

广州市商务委员会

广东政务服务网

CONTACT 042

INFORMATION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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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0 （包括3位基本会员）

□  Individual Member                                             个人会员   RMB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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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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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三角往来香港船只

080 Salon

Hong Fu Loi Chinese Medical Clinic

CONTACT 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