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11 至 12 月
通訊
活動預告
2017 年 11 月 22 日：ASEP 支持 AHKA 主辦之講座 ~ "私募股權和併購實務"
2017 年 11 月 22-23 日：ASEP 支持貿易發展局 2017 亞洲物流論壇及展覽
2017 年 12 月 7-8 日：ASEP 支持貿易發展局 2017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2017 年 12 月 9 日：ASEP 主辦之免費 CPD 講座 ~ "再生能源的發展及應用"
2018 年 1 月 8-9 日：ASEP 支持貿易發展局 2018「亞洲授權業會議」

活動預告詳情
2017 年 12 月 9 日：再生能源的發展及應用
講 座 日 期： 2017 年 12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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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 詢：

(需要預先通知本會準備持續進修証書)

Barbara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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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容 簡 介：
講座大綱 :
- 外國的發展再生能源的情況
- 介紹外國的應用再生能源的發展
- 分析應用再生能源對企業成本、效益的影響
- 介紹再生能源在中國目前的應用情況
- 分析再生能源在中國發展的潛力
- 發展再生能源的障礙

講 者 介 紹：
溫子佳博士
溫子佳博士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曾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師及於國際顧問公
司負責評估企業營運風險。現時專注於銀行業的大數據分析及方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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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博士在今次講座，將介紹再生能源理的應用情況和
在國內外發展潛力，並利用案例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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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本會支持的活動及資訊
2017 年 11 月 22 日： AHKA 主辦之講座 ~ "私募股權和併購實務

Private Equity and M & A in Action"
講 座 日 期： 2017 年 11 月 22 日 (星期四)
時 間：7:00 pm 至 9:00 pm (6:45 pm 開始辦理登記)
地 點：香港灣仔駱克道 3 號小童群益會 607 室
費 用： ASEP 會員 HK$ 120 元
持續進修小時：2 小時
註冊辦事處:
Registered Office:

(需要預先通知 AHKA 準備持續進修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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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請用附上之報名表
查 詢：Winny Szeto (Tel: 3520 2546 / 2127 4249, email: Userahka_enrolment@ahka.hk
講 座 大 綱 :
There have been increasing trends for financial transactions such as IPOs, acquisitions, mergers, and
privatizations which are backed by private equity funds. What are private equity funds? What is their
business model? Are they different from investment banks? How can they add value to companies? T
he speaker, an experienced private equity investor, will share with you the PE industry and some of h
is war stories behind certain transactions

私募股權基金支持的 IPO，收購，兼併和私有化等金融交易的趨勢日益明顯。
什麼是私募基金？ 他們的商業模式是什麼？ 他們與投資銀行不同嗎？ 他
們如何為公司增值？ 這位有經驗的私募股權投資者將與您分享 PE 行業以及
他在某些交易背後的一些戰爭故事
講者簡介：

Mr. Stephen Law(羅卓堅先生)
Managing Director, ANS Capital Limited,

Mr. Stephen Law is currently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ANS Capital Limited, with a focus on inves
tment and corporate finance. He was previously the CFO of MTR Corporation Ltd (HK: 0066) resp
onsible for finance, investment control, treasury, investor relation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t
erials & stores.
Before taking up the CFO role, Stephen was a managing director of TPG,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private equity firms. He was responsible for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s in Asia (excluding India). H
e was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TPG Growth Asia team, leading key deals across different industri
es including consumer / retail, energy, healthcare. He also executed many successful IPOs in HK, U
S and Vietnam, and their subsequent exits.
Prior to joining TPG in July 2006, Stephen Law was a director of Morningside, where he was respo
nsible for a portfolio of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s. Under his management and directorships, these
investee companies became leaders in their respective industries in the region. Stephen served as a
director of the top three online game operator in China. He was the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of the se
cond biggest outdoor advertising operator in China and he led its later sale to JC Decaux. Stephen
was a founding director of an advertising agency which was subsequently merged with WPP Group.
Stephen also founded and consolidated the Communication Central Group, the largest independent
interactive marketing agency in China, which was sold to Publi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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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本會支持的活動及資訊
2017 年 11 月 23 ~ 24 日： ASEP 支持貿發局亞洲物流及物流論壇及展覽 (現本
會會員可僅以 HK$450 参加原價 HK$1800 的兩天會議及享用兩天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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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MC17SOASEP (中外企業促進聯會會員可
享二五折優惠) 更多論壇資訊,請參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網站: www.almc.hk

2017 年 12 月 07 ~ 08 日： ASEP 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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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屆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 知識產權與創新: 推動革新、
增長與聯繫
論壇將以「知識產權與創新: 推動革新、增長與聯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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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已開始接受登記，中外企業促進聯會為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支持機構之一，本會
會員折扣代碼: ALMC17SOASEP (中外企業促進聯會會員可享二五折優惠 ) 以特別價港
幣$450（原價港幣$1,800）報名參加（兩天專題論壇，不含午宴）。
會員亦可以特別價港幣$600（原價港幣$1,800）報名參加（兩天論壇連同 12 月 7 日專
題論壇，含午宴）。
更多論壇資訊,請參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網站: http://bipasiaforum.com/tc/

2018 年 01 月 08 ~ 09 日： ASEP 支持 2018 年「亞洲授權業會議」

明年第 7 屆的「亞洲授權業會議」將探討實景娛樂授權、企業品牌授權、遊戲及數碼
授權、中國及日本市場的授權機遇 等熱門議題，現時已落實的演講嘉賓包括來自跨國
家用電器製造商 The Electrolux Group、 代理 BMW 及 Budweiser 等知名品牌的授權
代理 Brandgenuity、負責美國職業籃球聯賽產品授權的 NBA 中國 等知名企業代表。
本會現邀請會員報名參加，首十位報名會員將得到免費亞洲授權業會議及授權工作坊
入場證，請登入 info@asep.org.hk 報名，先報名先得免費入場證。

最新一期（第 978 期）《駐粵辦通訊》《通訊》已出版，並已經上載至網站：
http://www.gdeto.gov.hk/tc/newsletter/newsletter_2017/newslet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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