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07 月至 08

                         通訊 

活動預告

2017年 8月 12日：《中外企業營商智慧錦囊》講座 ~ 企業在香港上市的   

優勢、程序和監管

2017年 9月 23日：ASEP社會服務/醫療服務 ~《健樂中醫藥》@ 葵涌

2017年 10月 21日：與城市大學合辦講座“從國家策略看大灣區對粵港澳的意義”

2017年 11月 23-24日：ASEP支持貿易發展局 2017亞洲物流論壇及展覽

活動預告詳情

2017 年 8 月 12 日：《中外企業營商智慧錦囊》~ 企業在香港上市公司

      的優勢、程序和監管

講 座 日 期： 2017 年 8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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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 名：請登入本會網站下載報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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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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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info@asep.org.hk


內 容 簡 介：

- 香港監管機構對上市公司的監管和規定

- 在香港上市的好處

- 中國企業選擇香港上市要考慮那些因素

- 香港主板及創業板上市規則介紹

- H股與紅籌股上市規定的比較

- 上市程序和要點

- 工作團隊各角色和責任

- 在香港上市要留意的地方 

講者簡介：

倪圖南會計師

倪圖南，現職銀河國際(香港)投資銀行部聯席董事，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香港

證監會持牌代表(RA6)。

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主修會計學。曾就讀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及後於香港

中文大學攻讀工商管理碩士，主修財務學。大學畢業後，曾任職羅兵咸永道會計

師事務所。於2009年加入派杰亞洲証券有限公司(Piper   Jaffray Asia)正式

投身金融行業，主理投資銀行及企業融資事務。及後加入銀河國際(香港)，繼續

專注於企業重組、收購合併及香港上市融資事務等。

備註：   (1) 由於上述各活動之名額有限，取錄方式為先報名先得；

(2) ASEP 保留最終修改以上活動的任何內容及條款及取消活動的權利

2017年 9月 23日 : ASEP社會服務/醫療服務組主辦《健樂中醫藥》@ 葵涌區

本會提倡企業社會責任、推動社會和諧關係。工商界是社會經濟的支柱，在拓展

工商業界利益的同時，也需承擔一定社會責任，使人在知識、文化修養和創新思

維上保持一定的競爭力，能拉近人與人的距離，使人對社會有認同感，便更願意

回饋社會，使社會更加和諧繁榮。 

本會邀得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ISS國際社會服務社合辦，並得到一群熱心服

務社會的企業、組織和人士的支持，自 2015年首辦《健樂中醫藥》社區服務。

先後到了中老年獨居長者較多的深水埗區、天水圍區、上水區、黃大仙，己為接

近 300名中老年獨居長者免費做身體檢查、由註冊中醫師面診及提供強身健體的

飲食建議和藥方。又得到氣功老師教授參加者強身健體的主要招式及講解養生之

道，如何提升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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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9月 23日：ASEP社會服務/醫療服務組主辦《健樂中醫藥》@ 葵涌區

現再接再厲，已定於 9月 23日再次聯手國際社會服務社、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

院師生及校友會、佛教善德英文中學一群關愛長者的商業機構 (理寶有限公司、

eNano、Happy-Retired等機構)、中學生到葵涌區為該區基層長者做氣功示範及

飲食養生講解、基本身體檢查、檢查認知障礙測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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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0月 21日：與城市大學合辦講座“從國家策略看大灣區對粵港澳的意義”

講 座 日 期： 2017 年 10 月 21 日 (星期六)

時 間：1:00 pm 至 3:30 pm (12:50 pm 開始辦理登記)

地 點：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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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bara Kwok (Tel: 2393 4034, Fax: 2789 4078, 

email: info@asep.org.hk)

講 座   大 綱 :

- 介紹城市大學公共及政策的研究工作

- 粵港澳大灣區的介紹 

- 中國面臨的內部轉軌

- 中國目前面對的外在國際壓力

- 中國政府在2017年提出了大灣區策略的意義

- 香港和澳門的優勢

- 粵港合作的背景和先例

- 如何善用大灣區規劃達到多方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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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者 介 紹：

李芝蘭教授

 城市大學公共及政策學系教授、香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總監，2013年 9月

至2016年 9月曾擔任城大協理學務副校長 (策略規劃)。研究範圍包括中央與地

方關係、政府改革以及公共財政管理，著作見於各大國際學術期刊以及本港報章，

近年專注於香港和區域間的跨境合作和可持續發展，借助應用研究為理順社會爭

議提供更多新的視角。   

備註： (1) 由於上述各活動之名額有限，取錄方式為本會會員優先，先報名先得；

(2) ASEP 保留最終修改以上活動的任何內容及條款及取消活動的權利

其他本會支持的活動及資訊

最新一期（第 966期）《駐粵辦通訊》（《通訊》）已出版，並上載至網站網址：

http://www.gdeto.gov.hk/tc/newsletter/newsletter_2017/newslette
r.html  ） 

貿發局活動 :   2017(11月 2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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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立即登入

www.almc.hk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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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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