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1 至 2 月

                          通訊 

活動預告

2018年 1月 8-9日：ASEP支持貿易發展局 2018「亞洲授權業會議」

2018年 1月 26-28日：ASEP支持第三屆「黃金時代展覽暨高峰會」 

2018年 3月 10日：ASEP主辦免費CPD講座 ~ "香港企業和個人在內地

營商、活動如何證明在港發生的法律行為、事實和

文書"

2018年 4月 2日：ASEP/CICPA(港區)主辦考察粵港澳大灣區城市

2018年 5月 14日：ASEP主辦免費CPD講座 ~ "企業併購重組的形式、

有形及無形資產價值評估"

活動預告詳情

 2018 年 3 月 10 日講座 ：香港企業和個人在內地營商、活動如何證明

 在港發生的法律行為、事實和文書 

講 座 日 期： 2018 年 3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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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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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 名： 見本會會員通訊或登入本會網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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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容 簡 介：

1. 香港中國委託公証人的歷史背景;

2. 香港中國委託公証人的職責及工作服務範疇;

   3.香港中國委託公証人與外籍人士在國內營商如何判斷個案是否需要轉介到

香港中國委託公証人作尋求進一步的法律意見。

講 者 介 紹：

盧懿杏律師 是盧氏律師行創辦人。盧律師在2001年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執業律師，

盧律師創立了盧氏律師行，現為該律師行主任律師，並於2016年被委任為中國委托公

証人。 

除了法律專業外，盧律師還是中山市政協十二屆港澳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中

西區區議員、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港九各區議會界別分組委員、香港中國企

業協會會員。

盧懿杏律師亦擔任以下機構的法律顧問，包括香港酒吧業協會、香港中藥業協會、香

港中藥聯商會、香港島各界聯合會、香港中西區各界協會、中西區發展動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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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4月2 日 (星期一)：中外企業促進聯會/CICPA合辦考察廣東省省府

  了解大灣區創科領域的發展及最新稅法

為了讓本會會員更深入了解廣東省區的整體經濟發展情況、創新科技業務的發展

情況、與港資企業經營及港註冊會計師協會人在大灣區工作相關的稅務政策及實

施情況，本會定於 4月2日，與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港區會員服務委員會聯合組

織會員赴廣東省廣州市進行考察並與廣東省註冊會計師協會舉辦座談會。初步擬

定考察內容包括: (1) 瞭解粵港澳大灣區最新發展情況，(2) 與廣東省註冊會計

師協會代表交流了解最新稅務優惠政策，(3) 訪問及企業交流，及（4）與當地

註冊會計師協會代表共進工作午餐並交流。

計劃行程: 

日 期： 2018年 4月2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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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 8:00 a.m.至 6:00 p.m. 

費 用： 待定

持續進修小時：7小時  (需要預先通知本會預備持續進修証書)

名 額: 35名 (先報名先得，只限於ASEP會員及CICPA會員參加)

報 名： 見本會會員通訊或登入本會網站下載 (稍後公佈)

查 詢： Barbara Kwok (Tel : 2393 4034,  email : info@asep.org.hk)

Colin Lau  (Tel: 2393 4034, email : info@asep.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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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5月14日講座 ："企業併購重組的形式、有形及

無形資產價值評估"

講 座 日 期： 2018 年 5 月 14 日 (星期一)

時 間：7:00 pm 至 9:30 pm (6:50 pm 開始辦理登記)

地 點：香港灣仔駱克道 3號小童群益會大廈 70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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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in Lau  (Tel: 2393 4034, email : info@asep.org.hk)

內 容 簡 介： 

本講座介紹并購重組的主要形式及企業價值評估的作用，企業價值評估

的基本要素，并購重組中企業價值評估的市場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以及不

同評估方法結果的分析和選用，企業價值與資產評估價值的關系，企業價

值的提升途徑。學員可以了解并購重組過程中如何對并購對象進行價值評

估，為并購定價提供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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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講座特別適合資產評估機搆項目經理級以上人員；企業資本投資、運

營中高級管理人員；證券公司、投資銀行業務人員、財務顧問以及從事資

本運作業務的各類企業人員學習。

講 者 介 紹：

潘宏烽會計師: 會計師 (中國、香港)，國際風險管理師，

 ASEP 金融及投資委員會聯席主席

潘會計師現任職第一太平戴維斯商業評估部助理董事，主要負責香港及內

地以至海外地區的公司估值、合併對價分攤、無形資產評估、金融工具評

估等評估工作。

潘會計師曾任職畢馬威會計師行的估值及模型諮詢部門，為各大型內地及

跨國公司 提供不同類型的估值及財務模型服務，併購、重組及財務報告相

關的估值服務以及合併對價分攤服務。其客戶包括匯豐銀行、麥格理銀行、

中國光大控股、招商國際、Fortress Investment Group、天利投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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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1 月 08 ~ 09 日： ASEP 支持香港國際授權展2018 
 

無論是藝術，餐飲，教育，服飾或生活時尚，授權都能夠助你發展業務。熊本熊，寵

物小精靈，咸蛋超人，俄羅斯世界盃，加菲貓，火影忍者等國際知名品牌的代表將于

一八年一月份現身灣仔會展。有意和這些和其他超過個品牌及授權項目合作。記得預

先登記入場: http://welink.hkmomall.com/web/hktdc_licenising_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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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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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elink.hkmomall.com/web/hktdc_licenising_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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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電郵至 info@asep.org.hk報名，先報名先得免費入場證。

2018 年 01 月 26 ~ 28 日： ASEP 支持第三屆「黃金時代展覽暨高峰會」 

黃金時代基金會會首創的「黃金時代展覽暨高峰會」已成為全城一年一度的盛會，會

場展示來自世界各地數千項的先進及優質產品、科技和服務，提升黃金一代人士(指四

十五歲及以上人士)過豐盛、健康和優質的生活。第三屆展會主題為「共融﹒共創﹒共

享」，將於2018年1月26-28日假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展覽會展品相當豐富，包括尖端科技、智能家居、健康食品、醫療輔助器具、家居護

理、復康保健、持續教育、財務策劃、時尚生活用品、生死教育和社會服務等，為消

費者帶來嶄新體驗。

 

高峰會則邀請了 80多位本地和國際重量級主講者，深入探討在醫療、科技、房屋、家

居照顧和金融等方面的創新方案；此外，還有名人嘉賓分享寶貴經驗。座位有限，參

加者請預先登記。即埸還有一系列的講座、健康測試、互動環節、工作坊、表演等精

彩活動，誠邀全家大細一同參與。

展覽會入場免費網上登記（原價$50）：

立即登記：http://bit.ly/gaes2018-registration
*完成此免費網上登記可於現場領取優惠券乙份 (請 列印／以手提電話 出示網上登記

門票)。

 

高峰會各場次免費網上登記現已開放，請即點擊以下連結申請！

立即登記：http://goldenage.foundation/summit-registration-2018/
 

如欲查詢更多入場及展會資訊，請致電 +852 6513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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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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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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