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3 月至 4 月通訊

2016 年 9 月至 10 月
通訊

活動預告
2016 年 9 月 03 日：《中外企業營商智慧錦囊》- 品牌授權許可的經營策略
2016 年 9 月 17 日：《中外企業營商智慧錦囊》- 企業集資、上市的秘訣
2016 年 10 月 8 日： ASEP 社會服務/醫療服務 -《健樂中醫藥》@ 上水
2016 年 11 月 5 日： 《中外企業營商智慧錦囊》- 營商法律常識全面睇
2016 年 11 月 22-23 日：ASEP 支持貿易發展局 2016 亞洲物流論壇及展覽
2016 年 12 月 1-2 日：ASEP 支持貿易發展局第六屆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活動預告詳情
2016 年 9 月 3 日：品牌授權許可的經營策略及相關法律問題
授權(Licensing)已成為一個全球性的業務，香港是亞洲地區內授權許可業務的樞紐。
授權許可業務的價值遠比創收和經營正確業務的一個複雜的挑戰。優質品牌產品認知
度的提高創造了授權行業在食品，運動，時尚牌等發展機遇。
內 容 簡 介：本講座有助你關注最新的許可趨勢和與你相關的商機。本講座概要:
•如何成為最快樂的長春品牌
•如何令每一個產品和活動圍繞著快樂和積極的理念
•如何建立一個最知名的標誌世界
•成千上萬的圖標，商標及所有主要類別的版權
•如何成為一個全球 100 個最強品牌公司之一，在 100 多個國家受到保護
講 座 日 期： 2016 年 9 月 3 日 (星期六)
時 間：1:00 pm 至 3:30 pm (12:55 pm 開始辦理登記)
地 點：香港灣仔會展地下，貿發局中小企服務中心
費 用：全免
持續進修小時：2.5 小時

(需要預先通知本會準備持續進修証書)

查 詢：郭小姐 (Tel: 2393 4034, Fax: 2789 4078, email: info@asep.org.hk)
註冊辦事處:
Registered Office: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683-685 號美美大廈 15 字樓 1501 室
Unit 1501, 15/F., May May Building, 683-685 Nathan Road, Mong Kok, Kowloon, HK.

電話 / Telephone: +852 2393 4034

電子郵件 / E-mail: info@asep.org.hk

講 者 介 紹：
(一) 章 志 華 先 生
章志華先生是 Smiley 亞太區的首席執行官和品牌授權總監，主要負責
Smiley 亞太區品牌授權業務以及業務管理。他帶領其工作團隊開創了中國
市場的第⼀步，并進一步發展其中國市場的業務及執行品牌在亞太區的戰
略計劃。章先生擁有超過二十年的零售經營、品牌管理、品牌授權經驗，
在加入 Smiley 之前，章先生曾於香港迪⼠士尼、香港利豐集團、和記黃埔
港陸等多個全球知名企業擔任管理層，為多個國際品牌開拓其零售和品牌
推廣業務。章先生擁有香港中文大學環球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及香港浸
會大學媒介管理碩士頭銜。章先生亦是亞洲授權業協會董事（ 2014 至
2016）、香港中文大學環球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主席（2013 至
2016）。
(二)

謝 捷 律 師
謝捷律師是中外企業促進聯會義務法律大中華區顧問、中國執業律師。謝
律師現時是廣東省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曾在香港律師事務所工作，
擁有中國中山大學法律學碩士學歷。

名額有限，先報名先得，本會會員優先。
備註 : ASEP 保留最終修改以上活動的任何內容的權利

2016 年 9 月 17 日：《中外企業營商智慧錦囊》~
(一) 企業成功集資、上市的秘訣；
(二) 一帶一路給予中國及香港那些行業較大商機
講 座 日 期： 2016 年 9 月 17 日 (星期六)
時 間：1:00 pm 至 3:30 pm (12:55 pm 開始辦理登記)
地 點：香港灣仔會展地下，貿發局中小企服務中心
費 用：全免
持續進修小時：2.5 小時

(需要預先通知本會準備持續進修証書)

查 詢：郭小姐 (Tel: 2393 4034, Fax: 2789 4078, email:
info@asep.org.hk)
報名: 請登入 www.asep.org.hk 下戴報名表格、填妥及交回本會

註冊辦事處:
Registered Office: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683-685 號美美大廈 15 字樓 1501 室
Unit 1501, 15/F., May May Building, 683-685 Nathan Road, Mong Kok, Kowloon, HK.

電話 / Telephone: +852 2393 4034

電子郵件 / E-mail: info@asep.org.hk

講者簡介：梁 健 昌 博 士
梁健昌博士現為興證國際融資有限公司總經理兼執行董事，具備多年大中
華區證券及融資業務丰富經驗，其中包括投資銀行、企業融資、收購合并
及資本市場等業務。梁博士現為香港證監會主板及創業板保荐人，以及就
證券交易及就機搆融資提供意見業務負責人員。梁博士亦衕時擁有中國大
陸及台灣的各項證券、期貨及基金從業資格。
梁博士為中國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博士，并擁有英國華威大學經濟及金融
理學碩士學位及台灣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士學位。梁博士亦為香港董事會
資深會員及培訓委員會副主席。梁博士現時亦擔任國際財務師管理協會行
政副會長及宣傳及出版事務委員會主席。梁博士現為上海財經大學香港校
友會名譽會長、上海財經大學香港校友會總會理事、上海財經大學教育基
金會理事及上海財經大學浙江學院兼職教授。
名額有限，先報名先得，本會會員優先。
備註 : ASEP 保留最終修改以上活動的任何內容的權利

2016 年 10 月 8 日：ASEP 社會服務/醫療服務 ~《健樂中醫藥》@ 上水
中外企業促進聯會在 2015 年 9 月首創在深水埗區舉辦《健樂中醫藥》服務，其
後又到過天水圍區為該區基層長者做八段錦示範及飲食養生講解、基本身體檢查、
檢查認知障礙測驗、中醫義診、練習八段錦等保健活動，鼓勵長者保持身心康泰，
擁抱豐盛晚年。深受受惠長者稱許。
《健樂中醫藥》是一項有雙重意義的社會服務項目，一方面可以透過為基層長者
進行身體檢查及面診、教導長者認識自己體質、如何提升保健意識、保持身心康
泰。另一方面，又可以藉此類服務社會活動，聚集和鼓勵一些年青中醫學院師生
及中學師生多關心長者和替長者義務做身體檢查和面診，有助建立共融關愛之和
諧社會。
本會現定於 10 月 8 日再次聯手國際社會服務社、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師生、
一群關愛長者的工商專業機構、中學生到 上水區 為該區基層長者做八段錦示範
及飲食養生講解、基本身體檢查、檢查認知障礙測驗、中醫義診、練習八段錦等
保健活動，鼓勵長者提升自理能力，享受豐盛晚年。歡迎會友贊助和參與。

查詢:葉小姐 (T:2393 4034)、王麗萍理事註冊中醫師(T:9315 3922)
註冊辦事處:
Registered Office: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683-685 號美美大廈 15 字樓 1501 室
Unit 1501, 15/F., May May Building, 683-685 Nathan Road, Mong Kok, Kowloon, HK.

電話 / Telephone: +852 2393 4034

電子郵件 / E-mail: info@asep.org.hk

其他本會支持的活動
貿發局活動 :

ASEP 支持貿易發展局 2016(11 月 22-23 日)亞洲物流及航運
論壇及展覽 (現本會會員可僅以 HK$450 参加原價 HK$1800 的兩天會議，
請立即登記)。

是屆會議將探討中國「一帶一路」理念、電子商貿最新發展、大數據時代的商機、電
子業供應鏈管理 論壇。現已開始接受登記，本會會員 折扣代碼: ALMC16SOASEP (中
外企業促進聯會會員可享二五折優惠,請在9月30日前報名 )
75% Discount for Association of Sino Enterprises Promotion members, Registration Code:
ALMC16SOASEP

詳細議程: http://www.almc.hk/tc/info_programme.html

註冊辦事處:
Registered Office: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683-685 號美美大廈 15 字樓 1501 室
Unit 1501, 15/F., May May Building, 683-685 Nathan Road, Mong Kok, Kowloon, HK.

電話 / Telephone: +852 2393 4034

電子郵件 / E-mail: info@asep.org.hk

其他本會支持的活動
貿發局活動 :

ASEP 支持貿易發展局 2016 (12 月 1-2 日，星期四至五)第六
屆知識產權營商論壇-知識產權：成就創新世代 (現本會會員可僅以
HK$600 参加原價 HK$1800 的兩天會議，請立即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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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六屆亞洲知識
產權營商論壇將以「知識產權：成就創新世代」為題，為世界各地知識
產權業的專業人士和商家提供一個理想平台，就知識產權的最新發展互
相交流。去年的論壇吸引超過 80 位星級講者和專家作分享及超過 2,400
位的業界及專業人士參與。
中外企業促進聯會有限公司為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支持機構之一，其會員可以
特別價港幣$600（原價港幣$1,800）報名參加（兩天論壇連同 12 月 1 日
專題午宴）。
網上登記：請按此登記*
*請在登記時輸入折扣代碼“BIP2016SO_19”以享有優惠。
更多論壇資訊,請參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網站: http://bipasiaforum.com/tc/
Jointly organis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HKSAR,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and Hong Kong Design Centre, the 6th Edition of
Busines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ia Forum (BIP Asia) will bring IP
professionals and business lead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discuss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IP and explore business collaboration opportunities.
The Forum last year had attracted more than 2,400 IP professionals and
industry players, featuring over 80 heavy-weight speakers to share their
insights.
As the supporting organisation of the event, members of Association of Sino Enterprises
Promotion Limited are offered a special two-day pass (including Networking Luncheon on
Thursday, 1st December) for HK$600 per person (original price HK$1,800).
Online Registration: Click here to register*
*To enjoy the special rate, please register with full payment and promotional code
“BIP2016SO_19”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BIP Asia Forum website at www.bipasiafor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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