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 3月至4月通訊    2016年 11月至12月

                        通訊

活動預告

2016年 11月 5日：《中商智慧錦囊》講座 - (1)如何避開管理人日常法律陷

阱; (2) 遺產承繼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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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P Business of IP Forum 亞洲知識產權論壇

2016年 12月 8日：自製的歐式枱花及花球 @ 金鐘港麗酒店

2016年 12月 10日：《中外企業營商智慧錦囊》講座 - 企業資本項目投資的

營運風險和安全管理

2017年 1月 9-10日：2017 Asian Licensing Conference 亞洲際授權業會議

2017年 2月 4日：《中外企業營商智慧錦囊》講座 -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

作用 - 過去，現在和未來 

活動預告詳情

2016年 11月 5日：《中外企業營商智慧錦囊》~

 (1) 如何避開管理人日常法律陷阱?

                 (2) 遺產承繼要點

現今管理人均處身於千變萬化及競爭激烈的營商環境。如能在複雜的商業世界中懂得

法律，自我增值及更新，便能在工作上及生活上爭取有利位置｡

隨著經濟、民生、法律條文及政制的改善 ，現今市民的生活普遍已趨向穩定 ，加上

投資有法及營商有道 ，有部分市民也積存了一些資產｡如能及早認識遺產法 ，便能於

在生之時妥善安排死後之遺產，避免争拗｡

註冊辦事處: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683-685 號美美大廈 15 字樓 1501 室
Registered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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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容 簡 介：

第一部份 – 如何避開管理人日常法律陷阱主要内容包括: 

(1) 僱傭合約

(2) 管理人於辦公室內及辦公室外相處之道

(3) 老闆權力及責任無限大？

(4) 何為有效商業合約？合約時效如何釐訂? 免責條款的作用。

第二部份 – 遺產承繼要點主要内容：

(1) 遺囑認證

(2) 無遺囑承辦 – 何為合法配偶? 婚姻狀況會影響遺囑有效性？ 受養人可否

爭產? 死者在生時訂立之合約可否追討？ 聯名物業其中之持有者死後應如何處

理？

講 座 日 期： 2016 年 11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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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 請登入www.asep.org.hk 下戴報名表格、填妥及交回本會

查 詢：郭小姐 (Tel: 2393 4034, Fax: 2789 4078, email: info@asep.org.hk)

講者簡介：

曾梓筠律師 

現時是中外企業促進聯會香港區法律顧問、韓潤燊律師樓顧問律師

主要社會公職：前區議員、中國安徽省婦聯香港特邀代表、香港中華總商

會第48屆會董會油尖旺區聯絡處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青年委員會委員。

備註 : ASEP 保留最終修改以上活動的任何內容的權利

名額有限，先報名先得，本會會員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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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2月 10日：《中外企業營商智慧錦囊》

              ~ 企業資本項目投資的營運風險和安全管理

講 座 日 期： 2016 年 12月 10日 (星期六)

時 間：1:00 pm 至 3:30 pm 

地 點：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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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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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容 簡 介：

講座大綱 :

- 介紹中外企業營運安全事故及相關損失情況、風險和安全的類型

- 分析重大事故事件的原因、對項目和環境的影響

- 預防和成本效益分析

- 對項目週期和利益相關者的影響

- 國內外相關安全事故管理條例和治理要求 

- 有效減低風險及損失的方法

講 者 介 紹：

溫子佳博士 :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並曾任大學講師，現時是一名專注於評估

營運風險和安全管理的顧問。 溫博士擁有豐富國際性項目投資及營運風險經驗，

服務客戶包括石油和天然氣，電力，煉油和製造等行業; 咨詢項目類型包括事故

調查，空氣質量控制，減輕工業風險。

備註 : (1) ASEP 保留最終修改以上活動的任何內容的權利，

(2) 名額有限，先報名先得，本會會員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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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支持會員主辦以下活動

2016年 12月 8日：自製的歐式枱花及花球 & 下午茶品嚐美點

時 間：1:00 pm 至 3:00 pm 

地 點： 金鐘港麗酒店

活動內容 : 

1. 自製的歐式枱花或花球

2. 下午茶品嚐美點

費用： HK$ 688

查 詢：whatsapp 93361396  黃玲玲小姐

登記here：http://bit.ly/teapartyflower

更多資料: AveMariaGard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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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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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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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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本會支持的活動

貿發局活動 :  ASEP支持貿易發展局 2017年「亞洲授權業會議」 
@ 2017年 1月 9~10日

2017年「亞洲授權業會議」介紹 :

專利授權已經成為很多企業轉型升級、提升盈利的營銷策略，特別在發展成熟的

市場。生產商透過授權來提升產品價值及建立品牌，零售商則藉著授權來擴大消

費群及市場佔有率。

詳細內容 : 

(1) 請參閱貿發局關於 2017年 1月 9~10 日的『Conference Fact Sheet』的宣

傳單張; 及

(2) 登入: http://info.hktdc.com/dm/CP1633770/external/index_en.html

日期 : 2017年1月 9~10日

地點 :  灣仔會議展覽中心

會員優惠 :  首 30名本會會友登記出席本會議將獲得免費參加兩天活動的通行証。

   

報名方法: 登入 http://info.hktdc.com/dm/CP1633770/external/index_en.html

查詢: 郭小姐 (Tel: 2393 4034, Fax: 2789 4078, email : info@asep.org.hk)

   劉先生 (Tel: 2393 8202, email : info@asep.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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