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十二月通訊
各位會友，郭會長及本會各同寅，將為本會會員安排各種商務及聯誼活動，詳請列於每月的
通訊中，請大家踴躍參加本會舉辦及支持的活動，謝謝。

本會活動預告
2014/11/19

中國內銷活動系列「捕足 2015 年中國時尚潮流」研討會

2014/11/18-19

香港貿發局「亞洲物流及航運會議」

2014/11/25

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非執業會員繼續教育培訓班」

2014/11/29

「中外企業促進聯會成立典禮」暨「智創企業計劃比賽頒獎典禮」

2014/12/09

中國內銷活動系列「2015 年中國渠道展望」研討會

2014/12/04-05

香港貿發局「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2014/12/18

本會主辦「活用中國創新創意服務商」分享會

2015/01/12-13

香港貿發局「亞洲授權業會議」

2015/1-3 月

將與 CICPA (HK Office) 合辦「考察前海及參觀當地企業」

活動預告詳情
2014 年 11 月 19 日：中國內銷活動系列「捕足 2015 年中國時尚潮流」
研討會地點：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SMEOne 中心。
時間：2:30 pm - 5:00 pm。
本會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辦一系列「中國內銷活動」，旨在提供最新的資訊，有效經驗和
合作平台予業界，協助香港企業拓展內銷市場。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聯同中外企業促進聯會舉辦為期兩天的「潮流中國─捕捉時尚方向 拓展內
銷業務」研討會，邀請多位在國內時尚潮流、企業戰略管理、銷售渠道管理、營運流程管理
專家，從不同角度探討和分享他們的經驗心得，啟導有意發展國內業務的中小企業捕捉這鼓
「時尚潮流」以發展國內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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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 18 至 19 日：香港貿發局「亞洲物流及航運會議」
亞洲物流及航運會議匯聚全球物流服務供應商及使用者 — 包括生產商、貿易商及批發零售商
等業界精英 — 共同分析環球物流、航運及供應鏈管理趨勢，並探討亞洲各地的商機。第三
屆亞洲物流及航運會議吸引了來自 27 個國家和地區 1,600 多名與會人士出席，以及來自 12 個
國家和地區超過 50 位參展商於場内展示其優質的物流服務、航運及相關服務和電子物流方案。
第四屆亞洲物流及航運會議將於
2014 年 11 月 18 至 19 日舉行，為
貴司提供向超過 1,700 名來自全
球的潛在客戶和商貿夥伴推廣貴
司的商品和服務。展覽規模亦將
載譽歸來，規模亦將增至約 80 家
參展商。此外現場將舉行一連串
交流活動，包括專為參展商安排
和與會人士進行的一對一商貿配
對會議。如有興趣於展覽向超過 1,700 名來自全球的與會人士推廣貴司的品牌和服務，請即
瀏覽 www.almc.hk 查詢相關詳情。我會為本活動的支持機構之一。

2014 年 11 月 25 日：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非執業會員繼續教育培訓班」
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會員服務有限公司舉辦「海關稅務培訓班」，由我會協辦，現將有關事
項通知如下：
日期 :

2014 年 11 月 25 日 (星期二) 。

地點 :

香港中環幹諾道中 24 號中華總商會大廈 7 樓。

講座 :

下午 6:30 至 8:30 (6:15 開始登記)。
含晚餐 : 下午 8:30 至 9:30。

費用 :

免費。

主辦：

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會員服務有限公司。

協辦：

中外企業促進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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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 29 日：第一屆會董就職 暨 智創企業項目 2014 比賽頒獎典禮
本會將於 2014 年 11 月 29 日假香港逸東酒店舉辦「第一屆會董會就職典禮」，本會籌辦之
「智創企業項目 2014 比賽」亦於同日頒獎。
日期：2014 年 11 月 29 日 (星期六)，時間：中午 12 時 - 2 時 30 分。
地點：九龍彌敦道 380 號 香港逸東酒店 翡翠廳。
中外企業促進聯會，ASEP (www.asep.org.hk) 由一批志同道合 (共贏，誠信，交流共享) 之
朋友 ( 專業，社福，廠商，教育，IT 等各界別 ) 成立，會長郭碧蓮博士和各成員俱有心人，
投入時間和資源去為社會業界做些有價值活動，已開展以下項目：
1) 輔助青年企業家的「智創企業計劃比賽」，剛完成了一個活動，並於成立典禮頒獎予 3
個獲獎隊伍。
2) 開展一系列「中國內銷活動」，旨在提供最新的資訊，有效經驗和合作平台予業界，協助
香港企業拓展內銷市場。
3) 正在籌辦一系列年青人，老人及社會服務項目，預期明年中開展。
歡迎各會員參加，餐券每張 HK$200，數量有限，請速電本會秘書處聯絡。

2014 年 12 月 4 日-5 日：香港貿發局「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貿易發展局
及香港設計中心合辦，第四屆亞洲知識產
權營商論壇將於 2014 年 12 月 4 至 5 日舉
辦 ， 圍 繞 主 題 「 知 識 產 權：為業 務 拓 新
天」探討。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在
2014 年施政報告中強調，將推動香港成為
區內首屈一指的知識產權貿易中心。有賴
政府的全力支持，論壇去年吸引超過 1,700 位來自 24 個國家及地區的業界及專業人士參與，
並有 60 位重量級講者分享他們的真知灼見。如有興趣於展覽向超過 1,700 名來自全球的與會
人士推廣貴司的品牌和服務，請即瀏覽

www.bipasiaforum.com 查詢相關詳情。

我會為本活動的支持機構之一，現有 5 個名額予我會會員免費參加本活動，如欲登記免費參
加本會議，請於 2014 年 11 月 15 日前回覆本電郵，名額有限先到先得，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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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 09 日：中國內銷活動系列「2015 年中國渠道展望
地點：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SMEOne 中心， 時間：2:30 pm - 5:00 pm。
本會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辦一系列「中國內銷活動」，旨在提供最新的資訊，有效經驗和
合作平台予業界，協助香港企業拓展內銷市場，以下為研討會詳情：
1) 2015 年中國銷售渠道展望 (講者：上香港集團有限公司董事 林國華)。
2) 打造內銷品牌關鍵：渠道選擇 (中外企業促進聯會創新科技委員會主席 歐陽加晉先生)。
3) 建立渠道關鍵：市場推廣團隊 (香港工商專聯會人力資本發展委員會主席 陳嘉昌博士)。
4) 快速回應樣板製造

(講者：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顧問 盧威林博士)。

請於 2014 年 12 月 02 日前回覆電郵予 secretariat@asep.org.hk，名額有限先到先得，謝
謝。

2014 年 12 月 18 日：本會主辦「活用中國創新創意服務商」分享會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地下，香港貿發局 SME 服務中心。
時間：3:00 pm - 5:00 pm。
本活動的名額有 50 個，詳情請留意本會網頁和公告電郵，如欲參加請回覆電郵予
secretariat@asep.org.hk 本會，名額有限先到先得，謝謝。

2015 年 1 至 3 月間：本會將與 CICPA (HK Office) 合辦「考察前海並會約見當
地企業管理層以瞭解當地的經營環境」
詳情請留意本會網頁和公告電郵，如欲參加請電郵 secretariat@asep.org.hk 本會，名額有
限先到先得，謝謝。

2015 年 1 月 12-13 日：香港貿發局「亞洲授權業會議
亞洲授權業會議是一個聚焦亞洲的國際授權業會議，彙聚環球頂級授權業人士及亞洲企業家，
以共同推動授權業在亞洲地區繼續發展。會議協助參加者擴展人脈商網、收集最新市場資訊、
探索中國以至亞洲各地的機遇。 亞洲授權業會議每年也邀請到業界的翹楚為我們分享經驗和
經營心得。會議的講題涵蓋了授權業多個範疇，包括亞洲授權市場最新發展及亞洲原創品牌
的授權機遇、中國授權商機、服飾及時尚品牌授權，以及新媒體品牌授權的趨勢等。如有興
趣於展覽向超過 1,700 名來自全球的與會人士推廣貴司的品牌和服務，請即瀏覽
http://www.hktdc.com/fair/alc-tc/

亞洲授權業會議.html 查詢相關詳情。

我會為本活動的支持機構之一，現有 20 個名額予我會會員免費參加本活動，如欲登記免費參
加本會議，請於 2014 年 12 月 01 日前回覆本電郵，名額有限先到先得，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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