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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尊敬的商会会员︰

2020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年伊始，一场“新

冠肺炎”疫情就如虎狼一般于武汉爆发，并不断蔓延至

全国各地，拉开了中华儿女举国“战疫”的序幕。这场疫情，

将全国人民汇聚到同一个战线上。国有难，操戈披甲，

人有危，众士争先。亿万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共克时艰。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在这场“战疫”中，亦在积

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商会

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取消了年初的各类会议、拜会等

活动。作为市政府及会员企业的沟通桥梁，将疫情期

间对会员企业的各项调研信息汇总报告给市政府，将

有关市政府发布的抗疫信息及政策资讯实时以多渠道

传送给会员企业。商会会员企业纷纷捐款捐物，筹措

多批抗疫药品、防护服、护目镜、口罩、医用手套以

及大量瓶装饮用水，供武汉等地一线使用。作为会长，

本人也专门在香港采购上千个口罩及天然消毒液，亲

自 带 回 京 后 送 予 有 需 要 的 人 士 。 会 员 朋 友 们 亦 将

12300个医用口罩及多台双管微量注射泵送给武汉亚

心总医院，港人齐心协力，共同抗疫，期盼疫情早日

过去。

这次疫情对各行各业都有打击，当然，旅游餐饮

是重灾区，但是疫情总会过去，各行各业的复工潮也

已经慢慢开始，各大写字楼的上班人数也在增加中，

疫情过去后，累计的购买力 / 消费力，一定会对零售

业有所帮助。另外，这次疫情令大众对个人卫生，家

居卫生，环境卫生更为重视，相信未来的健康产品、

强身健体及智能化家居用品将会大受欢迎。虽然疫情

期间港人港企都面临了不同的困难，但仍然看好内地

经济长期发展，相信在疫情过后，有国家各类政策的

帮扶下，企业能够走回正轨，更好的继续在京发展。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将继续密切与各会员企业

保持联系，特别是旅游及餐饮行业，及时关注收集各

企业复工复产的最新情况，充分发挥市政府“一对一”

跟踪服务的优势，进一步发挥商会平台作用。武汉加油，

北京加油，中国加油！

在此，我也要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为了给各

会员更好的提供便利，商会在 2 月 28 日正式上线了“电

子会员卡”。各位会员通过商会微信公众号（hkccc1）

即可轻松获得属于自己的专属电子会员卡。

本人将携手与各执行委员会成员们、各功能／兴

趣小组同仁们和各地区同仁们并肩同行，坚持不懈为

港人港企服务，并加强与政府机关的沟通联络，为会

员的服务而努力，实现长足发展。同时也希望广大会

员能与商会砥砺前行，不忘初心，以维持内地和香港

美好未来与经济发展为目标，继续昂步前行。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会长  萧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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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介绍 商会介绍

中国香港 ( 地区 ) 商会 ( 以下简称“商会”) 是经原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 商务部 ) 批准， 在民政部登记

注册，于 1993 年在北京按章程正式成立，是继美国、

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之后在华成立的第五个外国 ( 地区 )

商会。

商会是非营利性、非政治性的社会团体，集商务与

社交为一体的组织。自成立以来，商会一直是以服务港

人港企、促进香港与内地之经济贸易合作和文化交流为

宗旨，通过执行委员会、地方小组、功能小组和兴趣小组，

加强与内地有关机构及企业单位间的联系、组织文娱康

乐联谊活动，并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驻华商会在商业、

经济及文化方面进行交流。

一直以来，商会与内地各级政府部门、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和相关机构保持着良好和密切的关系，并经常

得到各级政府部委机关的邀请，参与、合办或组织会员

出席各种政务和商务相关的活动，包括：主题讲座、政

策解读会、座谈会、研讨会、交流会、招商会、展览会、

商务考察、调研项目…等，帮助会员了解最新的经贸政

策和市场信息，促进各行业间的商务关系，协助港商拓

展内地市场。

会员福利方面，商会时常举办不同的文娱康乐活动，

让会员们于聚会中交流在内地生活的各种体验，并在有

需要时提供协助，使在内地工作和生活的香港人能更容

易融入当地社会， 安居乐业。

商务及会员事务以外，关心和回馈社会同样是商会

的主要宗旨。因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商会很早便关注香

港的青年事务并尽力提供帮助，特別是对在内地求学、

工作和创业的港人青年。近年更积极协助香港的学生交

流团到会员的企业参观和学习，并为香港的大学同学们

在内地寻找实习的机会，让香港的学生们増加对内地的

了解。此外，亦积极参与扶贫、助学、探访孤儿院和老

人院等活动。

成立至今，商会的知名度日益提高，在内地的服务

范围已遍及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武汉、青岛、四川、

浙江、沈阳、厦门和南宁等十一个地区，企业会员亦已

接近一千家。

往后，中国香港 ( 地区 ) 商会将一如既往的努力将

服务做得更好，能为更多在內地的港人港企服务！

2019 年的 LPL 季后赛第一轮，世界冠军 IG 战队爆冷，

以 0:3 的成绩输给了 LNG 战队，使大众目光汇聚到了这

匹横空出世的“黑马”身上。

LNG 战队成立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全称叫 LNG 李

宁电子竞技俱乐部，前身是 LPL 职业联赛的 snake 战队，

在 2019 年由李宁集团和非凡中国进行品牌打造升级，

更名为 LNG 李宁电竞俱乐部。在去年落幕的英雄联盟季

后赛中，战队迎难而上，砥砺同心，取得了全国 17 支队

伍排名前六名的好成绩。

品牌升级，对于 LNG 战队来说，其实是一个管理训

练升级的过程——更加细节化的管理和更加精准化的训

练，搭建起 LNG 战队整个的教务体系。李宁集团和非凡

中国体育将传统体育的成熟管理模式平移到了电竞行业，

把教练员和选手点对点或点对面的沟通方式变成更具专

业性和分工性的科学赛训模式，帮助战队提高训练效率，

掌握比赛节奏。陈博士带领的团队，则在身体康复方面

为选手们提供了奥运会级别的保障。此外，战队为成员

们配备了相应的分析师、录像剪辑师、康复师、经理人等，

还邀请了前乒乓球国家队总教练刘国梁、李宁体操学校

的王校长莅临俱乐部为所有成员和教练提供分享和指导，

这些都是曾经的 snake 战队所没有的。

而相对于其他有外籍成员的队伍，战队成员全“本土”

的搭配让他们可以进行更加有效的沟通交流，不用担心

语言差异对成员默契与战术配合程度造成影响。老战队

改组使得俱乐部中大多是老队员，有着 6-7 年职业赛甚

至世界赛的经验，虽然在风格和默契度上仍需磨合调整，

但他们的成熟度和专业性令人不敢小觑。

这些优势在比赛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季后赛的第一

轮，当面对曾赢得世界冠军的电竞明星 IG 战队时，队员

们还调侃说 2:0 的时候不要放松警惕。在了解对手实力

的情况下毫无包袱、以团结亢奋的态度迎战，发挥好个

人优势和团体战术，让 LNG 战队最后 3:0 横扫对手，以

崭新而昂扬的竞技状态面对新的赛程。

战队自身实力保障了短期的成绩，但若要长期保持

持续进步，则需要有对大局的把控。面对行业现状与未

来发展，LNG 俱乐部也进行了自己的探索与思考。

俱乐部本部建在苏州，所以战队常年与大陆地区政府

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交流。内地有着非常高的选手基数和十

分充足的人才储备，而香港在选手储备上稍稍欠缺，选手

平均能力却更加成熟。双方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战队之

间、选手之间的相互接触，能帮助各自获益匪浅。在未来，

无论是选手招募还是互动表演，LNG 俱乐部也期待着前

往香港交流沟通，与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有更多的合作。

电子竞技是一个生长速度惊人的体育项目，它依托

于互联网的诞生得到传播与发展，展现出新时代体育竞

技的新样貌。但正是因为发展速度过快，电竞的根基较

为薄弱，无法像足球、篮球等有百年历史的项目一样自

行发展出完备的管理制度。因此李宁这类体育集团的进

驻非常重要，他们为电竞行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制度与

管理层面的帮助与保障——降低行业泡沫化的可能，保

持战队的长期竞争力，是电子竞技行业内所有俱乐部与

战队都共同的责任与希望。

“我们会面临很多困难，我们会一直经历困难，所有

人都会脱离自己的舒适区，但我相信这个团队一定会勇

往直前——因为我们是 LNG。”这是他们自信的宣言，也

是他们不变的期待。迈开脚步，勇往直前，长期积累，

直取桂冠，相信未来的他们，将把梦想变做现实，从中

国走向世界。

「指尖风暴·整装勇往」
  ——采访 LNG 李宁电子竞技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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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电竞队合作、收购升级 LNG 电竞俱乐部、打造

LNG 品牌系列……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李宁集团和非凡

中国体育的一系列动作都备受关注。彼时，“中国选手”

正成为电竞行业中的品牌标杆，但在李宁集团执董、非

凡中国体育 CEO 李麒麟看来，电竞的发展依旧任重道远。

当谈到最初为何选择进入电竞领域时，李麒麟表达

了集团对于行业未来的愿景：“我们希望用我们深耕体

育产业多年的经验和资源，为中国电竞产业的发展提供

更多职业化的规划，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在李麒麟眼中，电子竞技与传统体育有很多契合

点——团体协作、个人努力和求胜精神，都是传统体育

所具有的竞技属性。“随着科技发展，我们进入到更复

杂的机器对抗时代，电竞运动员通过手指和大脑的协调

进行比赛，决出谁是更强者，和体操运动员控制自己的

身体完成高难度的优美动作一样。”

电竞项目发展到今天，其体育属性越来越被大众所

认同，甚至在影响力上超过了很多传统体育项目，成为

年轻人群体中备受关注的竞技项目。不过李麒麟表示，

它还年轻，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目前，大多数家庭对电竞行业存在偏见，不愿意让

自己的孩子很小便朝电竞职业选手的方向培养。究其原

因，还是因为电竞行业对于职业选手的保障还不够成熟，

没有成绩便没有退路。

同为电竞俱乐部管理者的李麒麟，对于改变这种行

业现状有充足的准备：“我们希望给到中国电竞行业更多

的扶持和帮助。传统体育运动员退役以后能上大学，能

当教练，可以在政府部门做贡献，也可以像我叔叔一样

出来创业——他20年前成立了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会，

专门为退役运动员提供教育、创业的机会和平台。”

“如果孩子在选择成为一名电竞职业选手的时候，

能够清晰看到自己未来的各个人生阶段都有不错的道

路可以选择，那他和他的父母还会觉得电竞不是一个

值得付出与投入的事业吗？”

而关于电竞选手目前面临的职业生涯较短的情况，

李麒麟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电竞项目目前对于选手

们的身心健康的干预都不专业。我们这两年收购了陈博

士体能康复中心——他们连续参与了 6 届奥运会的国家

队运动员保障工作，在对运动员体能康复方面有着卓越

的能力。我们的保障团队同时也在研究运动员的生理数

据，希望电竞运动和传统体育运动一样，有保持良好竞

技状态的标准的身体参数，从而有目的的维持运动员的

竞技水平。”

“心理建设方面，我们把传统体育中的宝贵经验平移

到电竞。我们曾邀请国家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来到俱

乐部，分享他的经验，重点交流如何克服赛前紧张情绪。

电竞选手是在虚拟世界中进行对抗的特殊人才，他们比

一般运动员更需要在爆发和冷静中找到平衡，总结方法。”

愿景和情怀是李宁集团和非凡中国体育布局电竞的

初心，但只有情怀的商业模式是不成熟的。在商言商，

未来在体育和电竞营销战略上，他们又是否会取得成功

呢？

李宁集团有着近 30 年的品牌资产，国内知名度极高，

但李麒麟认为这是把双刃剑：“消费者的结构和消费习惯在

快速变化，品牌老化屡见不鲜，我们希望能够从第三方视

角审视我们的品牌。”过去一年里，李宁集团与一些电竞俱

乐部的联名产品引起了电竞粉丝的抢购，线上产品 5 分多

钟全部售罄，线下签售活动也使单店当日营收增长超 6 倍。

“非凡和李宁将协力用集团过去多年在体育营销方

面的成功经验，建立成熟的电竞体育营销方法论。通过

我们的专业知识，为电竞击破营销圈层，为电竞产业引

入更多的体育营销客户。”李麒麟说。

不可否认，通过跨界进入电竞，李宁集团这一传统

体育行业巨头，正让自己的品牌价值持续提升。至于未

来，这个传统体育领域的巨头还会如何在中国电竞产业

中开疆扩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李宁集团执行董事
非凡中国执行董事
非凡中国体育CEO
李麒麟先生

情怀？商业？
李宁电竞的拓土开疆



       从最开始清华的交换生项目，到后

来港资企业的工作，林智祥在北京一住

就是 15 年，和初来乍到的年轻人相比，

已经算是“老北京”了。15 年里，他逐

渐习惯了北京的生活，熟悉了周边的环

境与美食，也完成了身份的转变与发

展。谈到事业，他有很多话要讲，谈到

北京，他有很多故事可说。

林智祥
两年前，在看中北京极佳的创

业环境后，林智祥成立了自己的软

件公司。大陆地区有双创的扶持政

策，北京有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大量

的技术人才——这些都是利于企业

发展壮大的。科技公司的业务辐射

全国，需要大数据的支持，而北京

拥有多家大数据公司，许多软件合

作伙伴也落户北京，更能扶持新创

企业的发展。

身份的转变让他在初期遇到了

很多困难，如何统筹公司的一切事

宜，预测市场动向，都是曾经的他

从未经历的。他从工作人员的身份

出发，走到独立创业人的视角，获

得了更开阔的格局，在未知中他走

了很多弯路，但每次尝试之后都是

经验的积累。

自小在香港长大的林智祥，熟

悉着香港的草木；来北京的15年里，

他也逐渐了解着北京的风情。如果

将城市看作是人的话，他认为香港

已经步入中年，拥有可以预测的生

活习惯，而北京是突然长大的青年

人，缺点尚存但瑕不掩瑜。它的多

元化使北京的人们拥有更加开放的

交际圈。

进商会之初，林智祥加入的是

美食旅游组，自然对美食比较上心。

北京的多元化源自于它的四海来

客，菜系自然也遍及四海三川。林

智祥爱好去尝试各种餐厅，对国家

的热爱源自于对文化的热爱，餐饮

也是一种文化，它让林智祥收获了

友谊、快乐，还有可以分享的回忆。

“商会就像一个年轻人，在自

己更新迭代。”提到对商会的印象

时，林智祥如是说到。他加入商会

10 年了，与青年人接触较多，在他

眼里，商会和青年人十分相似，27

年的时间里，商会在不断成长，平

台之外，他们开始扮演新的角色，

青年人也是如此。从香港来到北京

的年轻人，离开了自己的舒适区，

到新的环境生活闯荡，本身也是对

自己新角色的感知和尝试。商会帮

助他们积累经验；一边促进他们与

大陆的年轻人的交流共处，增加理

解，结交友谊，实现彼此的成长。

更加年轻化的商会遇见在陌生

城市里跌跌撞撞的年轻人们，做好

准备勇于探索，互相帮助互相成长，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要求，也是一个

大时代的故事。

如今林智祥生活事业都蒸蒸日上，他也希望能够继续在北

京发展下去，在一个熟悉的地方将企业做大做强。他坚信，商

会是他坚实的后盾，也是助力所有香港年轻人的平台，未来他

们也会不断发展，共同成长。

“商会也是青年人”

“商会也是青年人”

“商会也是青年人”

重新出发
的



自从来到北京，关祈峰每年春节都会回香港，但今年，他将不会踏上返回香港的航班，而是

留在北京，陪伴妻子，共同迎接第 1 个孩子的出生。他很高兴自己的孩子将会在北京长大，对

于家庭来说，拥有孩子就像生了根，他从此“扎根”在这座城市了。

“我老婆是北京人，我是到北京来的女婿”，提及自己北京生活的“缘起”，关祈峰如此说道。他在留学时认识

了自己的太太，回国后两人分隔两地，两年前北京的工作机会，结束了两人的异地生活，他奔赴北京，两扇门合

并成一扇，柴米油盐，相敬如宾。如今两口之家即将多添一口，谈起这里，他掩不住脸上的微笑。

关祈峰初来北京的时候，人生地不熟，普通话也不太好，幸好太太担任了导游的角色，领着他渐渐熟悉这个

城市。一到周末他就会跟着太太到处走，游览北京的大街小巷，跟朋友们吃饭打球，参加展会和商会活动。夏天

的时候太太喜欢拉着他逛胡同，有时也会去艺术馆，告诉他北京的风土人情和生活细节。与其他香港同胞相比，

关祈峰觉得自己很幸运，这些提点帮助他少走了许多弯路，更快地融入进北京社会，成为一个“半地道”的北京人。

作为北京京港铁路有限公司的土木经理，关祈峰的主要工作是带领工作组保障地铁运营安全，协调外部施工，

以及设备设施的日常巡查检修，关键核心是确保乘客的出行安全。他们有一部分工作开始于地铁停运之后，黑暗的

地下隧道里，在环境条件限制下进行困难的维修工作。但白天对他们而言并非闲暇与休憩，车站内与外也有工作，

同样劳心耗力。一条安全高效的地铁线背后，是无数人员 24 小时不舍昼夜的工作，关祈峰觉得他的同事们都很伟大。

“每个行业都有牺牲”，地铁工作者是居民白天出行时看不到的要素，在黑暗中闪烁着自己的微光。

十一国庆的前 3 个月，他们做了非常多的巡检工作，保障当天大型军备的顺利检阅。数不清的加班和演练确保

了活动的成功开展，第一次作为参与者看到国庆阅兵的盛况，关祈峰在震撼之余，也为自己和同事们感到值得与骄傲。

“我是到北京来的女婿”

“我们的工作不分昼夜”

离北京市民

成熟的地铁体系和先进的管理思想，是从香港外派到北京的关祈峰需要分享给内地运营团队的经验之谈。科技

理念每天都在发展，“如果你不去拥抱它，就会被淘汰”。新的技术可以降低人力成本，提高维修效率，最终提高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京港地铁有意识地抓住了技术潮流，他们负责的 16 号线是全国第一条拥有 5G 服务的地铁线路，

未来也会推出巡检机器人代替人力检修线路隧道。无论是卫星航拍还是 3D 打印，他们对各种新科技做出了不同层

面的考量，让它们融入到京港地铁的建设中去。同时内地运营单位发展迅速，在许多方面也已经足够成熟和优秀，

关祈峰希望双方能够加强交流，共同进步，给乘客带来更好的出行体验。

“去拥抱，去接受，或者被淘汰”

对于京港地铁的未来，关祈峰有更多的规划和野心，他希望能借助香港 MTR 四十多年的运

营和管理经验，提高北京市以及国内地铁的服务与安全水平，也乐意参与其他城市的铁路建设。

但在这些之前，他首先会迎来自己的新身份——父亲，他将在北京，见证一个人从出生开始的

故事，去给一个待续的未来，铺开蓝图与美好。



      对于 Kevin 来说，他希望在北京工作的一段日子里，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发挥好贸发局的

作用，让更多香港企业把握住新的发展机遇。踏实工作的同时，他也探索着北京以及北方地区不

同的城市，尝试去融入它，寻找着它的潜力与可能。

陈嘉贤

历史与国际交汇的城市

         提到北京，Kevin 给出的形容词是      

“多姿多彩”。在他眼里，这是一个国际

化的城市——企业林立，使馆众多，现

   代的一切元素北京应有尽有。不同阶

  层角色的人们汇聚到一起，构成多元

    化大城市的众生版图。 但同时，北

      京又不只是一个大城市。它是一个

       “老”城市，上千年的矗立让它见证

          王朝兴衰并留下了不朽印记。无

         论是故宫颐和园还是天坛长城，都

       是可观的文化财富。文化的富饶滋

      养了北京建设的创意分子，国际性

的政治文化往来又为北京的历史精神提

供发扬与传承。他没法看尽这座都城， 

但只这数月的接触让他感觉到，这座城

市充盈故事，也满载惊喜。

       在 2019 年 4 月底，陈嘉贤 (Kevin) 作为香港

贸易发展局的华北、东北地区首席代表从香港来到

了北京。 7 个月的时间里，他遇到了许多地道的菜

馆，经历了震撼的国庆阅兵，与有关政府部门签订

合作。“我是‘新北漂’的那个角色”，谈及北京与自

己的关系时，他这么说道。

老都城 ,

“为企业牵线搭桥”

       香港贸易发展局是香港法定机构，负责服务香港、内

地和海外企业三方合作，促进香港贸易发展。用 Kevin 的

话来说，就是“为企业牵线搭桥”。香港贸发局每年都会举办不同类型展会及交流活动，服务超过 8 万个香

港企业。而作为华北东北地区代表，Kevin 所要做的是促进香港与内地企业的合作。香港在服务业方面丰

厚的经验，可以协助内地企业转型升级，应对市场的挑战。

      香港商会在宗旨上与贸发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是领导者，Kevin 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通

过商会推动更多企业参与内地活动，实现交流合作。在 Kevin 眼中，香港贸发局与内地政府，各商协会以

及内地企业密切合作，各自相互补充配合，可以在富有灵活性的同时捕捉政策导向，从而合力推动企业们

走向国际，走向未来。

新时代的市场与商机

      世界局势、一带一路和科技发展——聊到当今市场的重要影响因素时，Kevin 提出了这三点。 现在全

球市场竞争激烈，中小企业需要不断开拓新的市场，一带一路沿线的地区，可以带来新的商机。推广优质

品牌，提供先进专业的服务，以及促进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帮助香港企业发挥优势，在这方面贸发局可以

全力协助。Kevin 也希望透过香港平台，将内地的产业优势和创意文化，推广到海外市场。如今对企业发

展的要求越来越高，贸发局也会配合企业做出改变，如何促进企业发展，推动内地与香港的深度合作，是

他需要持续研究的课题。

“新北漂”“新北漂”



朋友提起梁家僖，总会想到的他的栏目名称“香港文艺侠”，仿佛这个名号表现了他的特点——

来自香港、文艺工作者、和侠客豪情。十四年来，梁家僖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企业和工作室，

在文化产业领域都进行了尝试，新的一年，他的“斜杠”生活还在继续。

梁家僖最初在香港开店做净水器和空气净化器等产品的零售批发，当时有内地客户建议他去回来发展，于是

他决定踏出第一步。“每个人一辈子的功课 ,  寻找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香港到内地，他突然了解了中国市

场的广阔，这是之前在香港从未想到的。代理期满之后，他带着香港老师做起了中小企业培训的工作，南至三亚，

西到新疆石河子，跑遍了全国各地 50 多个城市。

有一天他觉得该定下来了，在北上广深里挑挑拣拣，上海偏西方，广深与香港差异太小，作为文化中心的北

京成了他的最佳选择。梁家僖一头扎进了这座城市，顺应着其中的气候变化，熟悉着里面的风俗习惯，摸索着交

际的明暗规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有难度，但值得体验。

“我要到哪里去”

梁
家
僖
  :

        又一代年轻人来到北京，想要发掘

文化的价值，梁家僖希望自己的知识

和资源可以帮助到他们，也希望更

多的香港人可以与内地进行密切

友好的交流，他在北京找到了

自己文化侠情的根，也在寻

根路上拥有了事业的责任与

方向，他可以，别人亦然。

很多人都喜欢北京，梁家僖尤甚，他最喜欢北京的文化底蕴，不只是纯粹的千年历史和积淀，更是扎根立足

在其上的文化产业。他发现，全中国大部分的文化产业都集中在北京，无论是电影、媒体还是文创，无数人从五

湖四海来到北京闯荡，丰富了这座城市的人群层次，也提高了整体的多元化程度。

在梁家僖看来，并非与西方相似便是国际化，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厚重的华夏

文化足以支撑新时代建设。在与西方接轨的同时重视传统文化，中西结合，在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

才是真正的国际化。东为本西为用的推广，需要构建文化产业生态。“有产业没文化真可怕，但有文化没产业亦可怕”，

辩证统一 , 形成合力，文商同道，才好传承文化。

       “方向一定要看清楚”，在问到如今文化产业与过去的区别时，梁家僖这样说到。他了解到”以文促旅，以旅彰文”，

旅游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而纯文化市场很窄，所以文化可以促进旅游的发展，旅游可以打开文化的市场。作为文

化产业的从业者和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他相信文化 + 旅游 + 科技融合会带来新商机，

是国家扶贫攻坚的重要环节，也是文化保护的关键手段。

        加入商会的两年里，商会的背书帮助梁家僖扩大了自己公司的商业价值和市场影

响力。他也十分欣喜的看到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在商会帮助下接触到社会，他们用自己

摸索的道路为后来人指明了方向。

 “新时代文化产业大有发展”

“做正确的事比正确的做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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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府领导与在京境外商协会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

2019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五），北京市政府领导与

在京境外商协会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圆满成功！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编写的“深挖场景，共蠃 5G" 

主题报告，得到了市政府领导的重视。殷副市长总结发

言时曾多次引用商会报告中的内容及建议，相信未来会

给在北京的港资港企营造出更好的营商发展空间。同时， 

殷副市长更指出北京会再扩大改革开放层面及对微小企

业的帮助。10 月份开始会扩大对企业的热线电话服务

及企业管家多种外语服务。北京的营商环境会更开放更

透明。

提问：香港商会十分关心 5G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并就加强京港合作促进 5G 事业发展提出了 5 项建议。

回复：京市发展 5G 产业，主要从以下七个方面着手：

一、 是 出 台 了《 北 京 市 5G 产 业 发 展 行 动 方 案

（2018-2022 年）》，重点实施“一五五一”工程。

二、是加强 5G 产业发展组织领导。成立由市政府

领导牵头，政府相关部门组成的 5G 产业与应用发展推

进小组，强化产业发展协同推进机制，在网络建设、行

业应用、资源配置等方面加强联动合作。深化“放管服”

改革，做好企业服务，建立 5G 组网项目和产业化项目

绿色通道，由市级统筹，一站式解决跨区基站建设立项

问题，推动国家“5G规模组网建设和应用示范工程项目”

加快实施。积极组织国际性5G展览与系列技术论坛，聚

集创新资源，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三、是建立多渠道资金扶持体系。北京的科创基金

设立 5G 产业子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共同投资 5G 关键

技术开发和产业发展。

四、是加快推动 5G 示范应用。充分发挥中关村示

范区先行先试引领作用，加大 5G 原始创新支持力度，

用好用足政府购买服务、首台套 / 首批次采购等政策措

施，研究制定 5G 示范应用支持措施，突破 5G 远程医疗、

自动驾驶等应用领域的现有体制机制和政策障碍。积极

在北京地铁、轻轨线路开展 5G 示范应用。组织运营商

与行业企业、重点应用示范区域进行对接，并给予应用

政策指导。

五、是加强 5G 基站组网建设资源统筹。根据 5G 基

站的设计标准，修订《民用建筑通信及有线广播电视基

础设施设计规范》和基站规划。新、改、扩建民用建筑

的通信设施与建筑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竣工验收。各级政府部门应率先开放办公大楼和其他公

共建筑等相关资源，支持 5G 基站建设工作。相关部门

正在研究制定集市政照明、道路监控、交通信号、通信

基站、环保监测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杆设计标准和管理

办法，实现“多杆合一”。

六、是完善人才储备和培养机制。依托国家与北京

市重大人才发展战略，支持企业采用灵活的“双聘”制度，

以多种方式吸引 5G 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加大国

际 5G 产业关键、核心人才引进力度，完善人才评价激

励机制和配套措施，吸引更多海外高端专业人才来京发

展，带动国内人才培养与科研水平提升。

七、是强化知识产权培育运营。加强重点前沿方向

和新兴领域的专利布局，建设 5G 专利池，加大 PCT 专

利申请支持力度，推动 5G 产业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和公

共服务平台建设。实现 5G 技术领域专利快速获权、确

权和维权，形成一批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及专利 ,

建立联合保护、风险分担、开放共享的行业知识产权协

同运用机制。我们欢迎香港企业参与 5G 建设，来京创

业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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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29

All Chamber Networking 国际商会联合酒会

“All Chamber Networking 国际商会联合酒会”

活动，是 10 余家外国 ( 地区 ) 商会于北京联合举

办每年 2 次的盛事。

2019 年 8 月 29 日 ( 星期四 ) 在北京诺金酒店

成功举办。中国香港 ( 地区 ) 商会及其他商会的会

员们都非常踊跃参加，200 多位来自世界各地和不

同行业的新老朋友们济济一堂，衣香鬓影，大家畅

谈甚欢。

中国香港 ( 地区 ) 商会一直以来都为会员提供

不同领域的商机，紧贴着商会的步伐，拓阔您的人

脉网络，人脉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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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7
瑶池观月迎中秋晚会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中秋晚会于 2019 年 9 月 7

日（星期六）在北京千禧酒店成功举办。商会百余位新

老会员朋友们齐聚于酒店一层的露天花园，大家把酒言

欢，在月色中享受幸福快乐的时光。

中秋晚会现场很荣幸邀请到星光大道冠军新锐女歌

手吕晶以及 2018 年《偶像万岁》选秀冠军原创音乐获

得者 Luna 为大家演唱流行歌曲，在座嘉宾欢快不已，

与之同唱。今年中秋晚会当日恰逢萧惠君会长与李洁贞

副会长的生日，切蛋糕仪式将晚会拉向高潮。嘉宾们共

同举杯，送上衷心的生日祝福。

本次晚会的成功举办，仰仗众多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他们是：香港航空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树尘（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环球厨神国际专业协会、东料亭、VA

两岸人文音乐餐饮、老坑记餐厅、北京中艾唯科技有限

公司、京蓟圣光万豪酒店、中世顺科技（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再次感谢各商家对本场晚会的赞助支持。

衷心感谢每一位来参加的会员朋友们，我们明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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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7

京港金融科技合作交流座谈会
11 月 27 日，驻京办联同投资推广署、北京金融科

技研究院，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举办「京港金融

科技合作交流座谈会」，进一步推动京港两地在金融科

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座谈会上，嘉宾讲者与企业代表

就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5G 技术、虚拟银行等

热门话题进行交流与分享。

林雅雯说：“特区政府十分重视与内地在创科领域

的合作。香港具备很多发展创科的优势，包括雄厚的科

研实力、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丰富的国际网络等；

再结合内地的科技优势，香港在发展金融科技产业上大

有可为。”她又指出，香港金融管理局今年以来发出的 8

个“虚拟银行”牌照中，7 个以内地科技公司作为重要股东，

伙拍港资银行或大型企业合资经营，正是香港与内地在

智慧银行发展上紧密合作的好例子。

21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长萧惠君致辞。

北京金融科技研究院秘书长张世强向与会者讲解北

京市金融科技的最新发展。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战略总监林向明发言，解释香

港金融科技发展历程。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由特区政府

成立，致力透过应用科技研究，发展以科技为基础的产

业，藉此提升香港的竞争力。研究院早于 2012 年已成

立第一所“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更已获

发技术专利逾800项。

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金融科技主管梁瀚璟在会

上发言，介绍特区政府如何协助金融科技企业加速发展。
爱保科技行政总裁刘伟介绍科技赋能实践及创新思

考。小米金融科技总经理姜永强介绍区块链技术在产业链

中的应用。

座谈会的专家小组讨论环节由中国香港（地区）商

会副会长兼科技组组长林智祥主持，与香港应用科技研

究院战略总监林向明、小米金融科技总经理姜永强、深

圳华策辉弘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行政总裁张新昌、

BlueOcean Pay 创始人及行政总裁孙国健，讨论区块链、

人工智能、大数据、5G 技术、物联网等技术对金融科

技发展所带来的机遇。

* 文章摘自香港特区政府驻京办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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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8

关于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推介会

2019 年 11 月 28 日 ( 星期四 )，中国香港（地区）

商会联合北京市贸促会、北京市商务局共同举办“北京

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推介会”。共有

40 余位企业代表出席此次会议。

本次推介会由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副会长廖启民

先生担任主持人，会议伊始，由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会长萧惠君致辞。随后，北京市商务局服务业扩大开

放办协调推进处处长杜磊、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研

究室主任赵维久、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处处长

夏翊、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信息化与软件服务业处

副处长赵祥伟分别围绕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

综合试点工作的总体情况、“金融领域”、“专业服务领域”、“互

联网信息领域”的相关开放政策做了专题报告。

此次推介会在内容详实、干货满满的专题报告后，

企业代表仍意犹未尽，会议进入分组讨论环节。结合刚

结束的专题报告，与会者们展开了积极讨论，充分交流

着第一手资讯，如：规管放宽情况、专业人士资格认证、

现金支持政策、税收租金减免优惠等。不但如此，香港

企业代表还就行业政策、工作实操等要点与四位专家领

导进行了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融洽。

本次推介会帮助香港企业了解当前北京市新一轮

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相关政策，推动香港企业

参与到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工作的相关领域中，促

进了京港交流互动，对北京市的服开工作以开放带动

改革、以开放促进创新、以开放引领发展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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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4-2019.12.5

近 300 环球商界领袖汇聚香港 

探讨智慧生活、创新科技及数码科技议题

2019 年 12 月 4 日 –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贸发

局）及环球香港商业协会联盟主办的第 20 届「香港论坛」

（Hong Kong Forum）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圆满举行。

环球香港商业协会联盟旨在促进各地海外香港商业协会

在全球市场的交流合作，为贸易商及买家扩增商脉。今

年论坛聚焦探讨智慧生活、创新科技、数码科技及创意

潮流等热门话题，吸引接近 300 名来自 35 个国家及地

区的商界领袖来港交流，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及亚洲新机

遇，并共同庆祝「香港论坛」踏入 20 周年。

根基雄厚不变　香港持续吸引世界之最

香港贸发局总裁方舜文于开幕环节致辞：「香港正

经歷困难时刻，但这个城市以勇于面对逆境见称。更重

要的是，香港根基雄厚，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

拥有稳健的法律体制，并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而且，香

港的主要功能，如股票市场、贸易、法律、金融体系到

国际交通网络，依旧畅通无阻。」

她续指，由近期的公开招股活动可见，香港的商业

活动如常。香港会继续发挥双向投资枢纽的角色，而贸

发局则承诺活动如期举行。「作为一个国际城市，仅仅

担当商贸平台并不足够，更重要的是拥有健全的基础、

国际间的营商信心、城市的多元文化，以及优质的教育

和生活质素，这些才是令香港持续吸引环球优秀人才来

港生活、工作和营商的主要因素。」

香港于国家重点政策的角色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香港探索发展新路向、开拓发

展新空间、增添发展新动力，具有重要意义。首日论坛

的第一场会议「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的愿景」，由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担任讲者，深

入讨论香港特区政府如何规划大湾区的发展，及实现香

港的战略性地位。

粤港澳大湾区　促进香港贸易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下的重大

发展战略。中银香港副执行总裁龚杨恩慈、启明创投主管

合伙人梁颕宇、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曾惠贤及

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克强分享大湾区的最新发展，

并讨论如何善用其他城市作优势互补来抓紧新机遇。

发展智慧城市成大趋势

互联网的发展使资讯及通讯科技在社会和日常生活

中受广泛应用，为促进城市发展并优化城市功能，智慧城

市已成为一大热门话题。主持人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

行政总裁任景信、电讯盈科有限公司集团电讯科技总裁白

礼文、香港机场管理局首席资讯主管卞家振，及有利集团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黄慧敏深入讨论智慧生活的发展趋势

和对社会的影响，并分享香港如何应对这些新发展。

掌握数码科技　捕捉电子商贸机遇

随着数码科技越发成熟，庞大的年轻消费群将成为

电子商贸市场的目标。主持人M a t t h e w  M i l l e r ,    

M a n a g i n g  E d i t o r ,  C a m p a i g n  A s i a - P a c i f i c ,  

Haymarke t  Med ia，联同冰雪集团主席及行政总裁

胡陈德姿、爱点击互动亚洲集团有限公司国际业务主管

Frankie Ho，以及周大福珠宝集团电子商务中心总经理

黄均廷，探讨如何迎合新一代，制定别出心裁的致胜行

销策略，于市场上脱颖而出。

支援初创企业　推动创新科技发展

联盟一直致力培育青年企业家和初创企业，协助他

们发展业务。论坛期间，大会举办青年企业家交流活动，

提供一个拓展商业网络的交流平台。主持人香港数码港

管理有限公司公众使命总监陈思源与红点子创作（香港）

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李嘉俊、GoAnimate Hong 

Kong Limited / Vyond 集团主席及创办人洪耀基、毅盛

企业有限公司创办人林家俊及 Starling Labs Limited—商

线科技创办人暨营运总监刘煦怡分享初创企业如何利用

创新及科技推动持续发展，提升企业竞争力。

艺术文化展现香港活力

近年，香港特区政府大力支持香港的文化艺术发展，

目标促进文化产业有机发展，以及凸显香港富有文化艺

术气息的国际大都会形象。论坛首日的午餐会「香港—

创意潮流之都」邀得亚洲协会香港中心艺术及文化拓展

主管唐凯琳担任主持，并由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署理表演

艺术行政总监及表演艺术总监方美昂、南丰纱厂—六厂

纺织文化艺术馆联席总监张晶晶，及元创方管理有限公

司总干事陶威廉重点介绍香港作为创新和文化发展中心

的独特优势。

专题嘉宾分享真知灼见

每年论坛的主题午餐会都请来极具份量的嘉宾，分

享真知灼见。今年，大会特别邀得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及联盟荣誉贊助人林郑月娥出席发表主题演讲，以

庆祝「香港论坛」踏入 20 周年。环球香港商业协会联

盟主席邱达成表示，联盟代表了香港独特的全球网路，

将继续支援推动更多商业合作。他又表示对香港克服困

难，恢復其作为亚洲环球商业中心的地位充满信心。

考察东莞及佛山　检视论坛相关领域

为加强了解智慧生活、创新科技、数码科技及创意

潮流等领域，论坛结束后设有考察团，带领与会者即时

检视相关议题。为期三日（12 月 5 至 7 日）的考察圑

将参观生益科技、松山湖机器人基地、周大福珠宝文化

中心、美的集团总部及粤港澳科技展示交流中心，以获

取宝贵经验并探索商机。

为期两日（12 月 3 至 4 日）的「香港论坛」，是

环球香港商业协会联盟（联盟）的年度盛事，联盟成立

于 2000 年，现有超过 13,000 名商界领袖会员，分佈全

球 35 个国家和地区，共 46 个商会组织。

香港贸发局本周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同期举办多

项活动，如亚洲电子商贸峰会（12 月 4 至 5 日）、创

智营商博览（12 月 4 至 6 日）、香港国际特许经营展（12

月 4 至 6 日）、亚洲智慧财产权营商论坛（12 月 5 至 6 日）

以及 DesignInspire（12 月 5 至 7 日）。这些活动为世

界各地的专业人士和企业家提供平台互相交流、发掘

各地新商机，并探讨最新市场趋势及讨论成功案例。

* 文章摘自香港贸发局网站“新闻中心”内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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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7

“同贺华诞，共建未来”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2019 周年晚会

2019 年 12 月 7 日 ( 星期六 )，“同贺华诞，共建未

来 ”中国香港 ( 地区 ) 商会 2019 周年晚会在北京燕莎中

心凯宾斯基饭店成功举办。

今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周年的大喜之年，来

自政府部门领导、东欧国家使节及香港和内地企业家代

表共 500 余位嘉宾一同共贺华诞。晚会以鼓上舞开场，

鼓声激荡人心，舞蹈优美动人。瞬间将嘉宾们引入欢快

愉悦的氛围中。

中国香港 ( 地区 ) 商会会长萧惠君致辞表示中国香

港 ( 地区 ) 商会，一直全力支持国家一国两制政策，积

极作为超级联系人，推动香港与内地的商业活动。一年

来，商会积极参与国家不同范畴的重要活动，关注香港

青年事务并尽力提供帮助，此外亦积极参与扶贫、助学、

老人院等活动。未来，商会将继续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和“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发挥香港专业人才优势，为

香港与内地中小企业在税务、财务、法务等领域提供专

业服务。同时，商会将着力发展文化事业，为中华文化

传播作出努力。

萧惠君会长更分享好消息！商会 2019 年度六月份

在李宁中心举行的“庆祝国家成立七十周年体育嘉年

华会”获得 Federation of HK Business Association World 

Wide 的“最佳创意活动大奖”此奖项对商会有很大的鼓

舞作用，我们将更用心为会员提供各种活动！

      商会也很荣幸的邀请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

办事处主任梁志仁致辞。

中国香港 ( 地区 ) 商会自成立 26 周年以来，对始终

关心、支持商会发展的会员企业颁发“最支持企业机构奖”，

以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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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们共同欣赏了外籍乐队的表演、辛先生的

画作演绎，以及来自中国澳门的著名歌手李梦莹 , 通

过一首首经典粤语歌曲 , 将晚会现场气氛推向了高

潮。

晚会特别邀请了香港著名画家辛朝殷，现场为我

们作画，辛先生介绍这幅画命名为《凤·煌》当狮子

山遇上天坛，升华成凤。当京港同心，创造更永恒

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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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会员，您好：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2019 年会员年度大会已于

2020 年 1 月 9 日晚圆满结束，商会秘书处现向您通报

年度大会结果如下：

经过会员选举产生的 2020 至 2021 年度，两年任

期的 8 位执行委员会成员为：潘永光、钟新宇、陈伟权、

姜凯恩、陈智仁、梁家僖、林智祥，李洁贞（以上排名

不分先后）。

以上 8 位新执委联合 2019 至 2020 年度的执行委

员会成员：余国安、陈嘉贤、何玉鸣、杨莉珊、廖启民、

邵信明、萧惠君、黄玉莹（以上排名不分先后）共同组

成 2020 年度新一届的执行委员会。 

2020 年度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会员年度大会

后召开，以不记名投票方式，互选出商会执行委员会的

各级干部职务。

2019 年会员年度大会通过两项报告如下：

现场投票总数：86 票

（1）会务报告：同意 8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结论：同意通过票率 100%

（2）财务报告：同意 8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结论：同意通过票率 100%

本次会议，非常感谢香港特別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

事处主任梁志仁先生为商会会员作“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主题演讲以及宣读大会投票结果、北京明航律师事务所

戚连峰律师及同事进行监票和点票、北京乐享互动网络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商务战略部副总裁朱欣蕊女士出任

司仪、北京千禧大酒店提供会议场地，以及各位商会会

员的出席和支持，在此特別鸣谢！

此致

敬礼！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2020 年 1 月 10 日 

2020年度执行委员会名单如下： 2020年度商会顾问名单如下：

1 会长 萧恵君 上海睿新小区服务中心
资深顾问

2 常务副会长 邵信明 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3 副会长兼
会务总监 陈智仁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华北区区域行长

4 执行委员兼
秘书长 陈嘉贤 香港贸易发展局北京办事处 

华北、东北首席代表

5 执行委员兼
财务总监 陈伟权 安永 ( 中国 ) 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合伙人

6 副会长 杨莉珊 香江国际中国地产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及执行董事

7 副会长 李洁贞 汇日集团 
董事及总经理

8 副会长 廖启民 非凡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9 副会长 钟新宇 北京广有行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10 副会长 潘永光 北京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11 副会长 林智祥 北京启烨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12 执行委员 余国安 新鸿基地产 ( 北京 ) 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 
首席代表

13 执行委员 何玉鸣 宿务航空旅游 
业务发展资深顾问

14 执行委员 姜凯恩 国泰航空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中国区市场推广及销售总监

15 执行委员 黄玉莹 務本咨询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16 执行委员 梁家僖 北京日月星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创始人

1 法律顾问 曾效良 高露云 ( 北京 ) 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主任

2 法律顾问 戚连峰 北京明航律师事务所 
创始合伙人

3 公关顾问 徐虹 北京睿思诺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2019 年会员年度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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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组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房地产组举办的“房地产业的

百尺竿头之上 -- 美国 WELL 健康建筑标准认证”活动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顺利完成。活动共分为两部分，第一

部分深入了解 WELL 建筑标准理念和追求，WELL 办公、

住宅案例点评，第二部分参观远洋集团总部 WELL 认证

成果。

随着国家低碳减排理念深入人心，全社会对“节能减

排、绿色生产”工作更加关注。BOE（京东方）集团利用

自身资源，不断探索与实践，在“节能减耗”方面积累了

很多成功的先进经验。其旗下的“智慧能源”逐渐发展成

专门从事“低碳综合能源服务”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对于“智慧物联”事业也作出不容忽视的贡献。鉴于此，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房地产组特別组织 20 多家会员单

位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 14:00 实地考察了位于北京市大

兴区亦庄开发区的 BOE（京东方）8.5 代线工厂。

2019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三）中国香港（地区）

商会房地产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考察顺利完成，本次活

动有 30 余位会员参加。活动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

参加大兴国际机场介绍会，第二部分现场参观大兴国际

机场。

2019.9.10
房地产业的百尺竿头之上

2019.11.12
京东方 8.5 代工厂实地考察

2019.10.30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实地参观暨

行业联谊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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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夫球组

秋高气爽，中国香港 ( 地区 ) 商会“那么 Kiwi- 迎秋

杯”高尔夫球赛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在北京乡村高尔夫

俱乐部圆满完成。商会高尔夫球爱好者及嘉宾等 20 多

人齐聚于此，以球会友，发扬修身养性，挑战自我的

高尔夫球精神。

金秋十月时节，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京港地铁杯”

高尔夫球赛于 10 月 19 日在北京东方明珠高尔夫俱乐

部举行。商会高尔夫爱好者及嘉宾等 20 余位齐聚于此，

以球会友，发挥修身养性，挑战自我的高尔夫球精神。

随着本场球赛的举行，2019 年度高尔夫球赛也圆满完

成，我们明年再见。

2019.8.31 

“那么 Kiwi- 迎秋杯”高尔夫球赛

2019.10.19 

“京港地铁杯”高尔夫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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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旅游组

HKCCC Oktoberfest 2019 暨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啤酒节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在申德勒加油站餐厅成功

举办。当天出席嘉宾 30 余位，大家杯筹交错，畅谈甚欢。

许多嘉宾表示不仅结交到新的朋友，还能品尝到正宗的

美食和鲜酿扎啤，非常开心！本次啤酒节带嘉宾们领略

纯正异域风情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场舌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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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shàng hǎi

2019 香港商会暑期实习团正式启动

7 月 8 日，由中国香港 ( 地区 ) 商会 - 上海主办的

“2019 暑期实习团启动仪式暨学生欢迎午宴”在上海富

临轩酒家顺利举行。活动邀请到 30 余家参与此次实

习项目的企业代表到场，与 50 多名由香港中文大学

和在沪港生组成的暑期实习团学员进行面对面交流和

互动。

午宴正式开始前，香港商会会长李剑锋先生致欢

迎辞。感谢各实习单位对本次活动以及商会工作的大

力支持，给香港大学生提供宝贵的实习机会。同时也

鼓励同学去调整心态，在实习的 7 周时间里，全心投

入并感受上海的风情和魅力；用全新的角度看问题、

看世界，并对在场学生寄予祝福，希望学生们在上海

实习愉快。

互动环节中，商会副会长陈詠东先生为实习团成

员分享了历届学生们的成功例子，并要求同学自由组

队，分成 5 组，在规定的时间内画出自己团队的队标。

各小组各司其职，集思广益，设计中融合香港特色和

对上海的印象。之后各小组的创意及口号，也展示出

各自对暑期实习生活的期待及对个人成长的期盼，将

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交流午宴上，各企业代表入座，与即将入职的实

习生们进行了深入交流，增进彼此了解和两地交流。

3734

香港商会 - 广东 2019‘IMAGINE’周年晚会于 12

月 11 日在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顺利举办并圆满结束。

接待酒会上，我们展示了创新的 3D 影像技术，还有

协助原创设计师发展的“谦空间”带来的创意手工产品，

晚会中还安排了由虚拟主播主持的互动游戏，令 400

多位来宾们大开眼界、耳目一新。

晚会中，理事局成员合唱的《IMAGINE》和《狮

子山下》，带动了全场来宾一齐大合唱，歌声中充

满了我们的期盼及祝福。精彩的晚宴必然少不了丰

富的礼品和精彩的表演，感谢瑞丰德永以及 30 多家

赞助商对本次晚会的鼎力赞助，香港知名歌手师兄

刘浩龙精彩的演唱也让来宾们陶醉其中。

香港商会 - 广东的周年晚会是会员们非常关注

及期待的盛事。2020 年，我们将迎来成立 20 周年，

届时再与各界朋友再齐聚一堂，共贺周年庆。

广东
guǎng dōng

2019 周年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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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tiān jīn

300 余名嘉宾齐呼“我爱你”中国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天津 2019 年度年会圆满落幕

风雨砥砺，岁月如歌。七十载峥嵘岁月，铸造祖

国华丽篇章。2019 年 12 月 14 日晚，中国香港（地区）

商会 - 天津 2019 年度年会暨津港企业交流会在天津

香格里拉酒店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峥嵘岁月七十

载，津港同心贺华诞”为主题，诚邀 300 余位来自中国

内地和中国香港的政商代表莅临现场，庆贺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的同时，也共同回首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

天津成立 11 年来的风雨兼程。

与会 300 余名嘉宾一起高举手机点亮灯光，齐呼

“我爱你”中国，表达对祖国浓浓爱意。同时邀请全场

来宾起立共唱国歌，以表达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

天津对祖国的祝福与敬贺。

合唱过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天津联络处陈

可舒主任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市政协副主席、

天津工商联主席黎昌晋先生先后登台致辞。二位领导

认可了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天津近年来的工作成

果，鼓励在津发展的港人港企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借

力商会平台谋求创新发展。

随后，中国香港 ( 地区 ) 商会 - 天津会长杨亮贤

先生上台致辞。杨亮贤会长首先对全体来宾的到来表

示欢迎，并对商会会员多年来的支持表示感谢。杨亮

贤会长表示，在当下的特殊时期，在津港人港企更应

该与祖国团结一心。中国香港 ( 地区 ) 商会 - 天津将

继续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商务沟通平台，与大家同舟共

济，共同发展。

晚会现场还安排了精彩纷呈的节目与抽奖环节。

除执委合唱《东方之珠》、男高音演唱《我的太阳》、

主持人献唱《朋友》等歌曲节目外，还准备了充满津

城特色的相声表演、动感的现代舞表演以及《太阳小

鸟夸奖我》等儿童歌舞表演。

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是奋斗。中国香港（地区）

商会—天津将不负前贤之努力，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中，

继往开来，砥砺前行，共筑中国梦！

3936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香港，香港的繁荣昌

盛也离不开祖国。2019 年 12 月 20 日，由湖北省人

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武汉

经济贸易办事处、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 武汉共同

举办的「凝心聚力 共克时艰」暨武汉香港商会成立

九周年晚会活动在武汉新世界酒店圆满落幕。当晚接

近 240 多位政府领导、外领馆、各友好商协会、会员

及在鄂香港学生欢聚一堂，同心共度美好时光。

2019 年，新中国迎来 70 华诞，我们这代人见证

了伟大祖国繁荣发展、日新月异。2019 年，武汉成

功举办了世界瞩目的第七届军人运动会，中国人民解

放军体育代表团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2019 年，

也是中国香港社会问题爆发的一年，在鄂港人密切关

注，大家始终和政府站在一起。在喜悦、荣耀、困惑

的这一年及未来，我们更要凝心聚力，共克时艰。

当晚，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由副会长单位武汉设计工

程学院及周大福珠宝文化产业园、还有在武汉读书的香

港学生们精心策划的舞蹈、HK&HK 创意视频、经典老歌

等节目。现场热情澎湃，气氛和谐融洽，节目精彩纷呈。

特别感谢湖北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驻武汉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大力支持；

武汉市侨界文化艺术交流协会、武汉亚洲实业、新世

界中国地产、武汉设计工程学院、国泰港龙航空、周

大福珠宝文化产业园（武汉）有限公司、武汉瑞安天

地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瑞丰德永、翌石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湖北宝德隆商贸有限公司、融侨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香港格雷斯国际酒店（集团）有限公司、武

汉世贸希尔顿酒店、湖北太古可乐饮料有限公司（排

序不分先后）对本次晚会的倾情赞助。

“同舟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万里航”，湖北与香

港相互助力，定能将优势发挥到最大，实现新的展望。

2020 年武汉香港商会在服务鄂港的道路上，将不遗

余力，谱写新的篇章。

武汉
wǔ hàn

「凝心聚力 共克时艰」暨武汉香港商会成立九周年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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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春风，茶香四溢，正是采

茶好时节，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组织会员一起观茶、赏茶、制茶、

品茶，尽享这份山海美景，共度完

美一天。

崂韵观海，境如其名，这个农

家小院依山傍海，毗邻茶园，清香

四溢。坐在小院观海品茶，加上和

风徐徐，艳阳高照，犹如世外桃源。

大家开心畅聊，用心品茶，既净化

了心灵，又充分吸收了大自然的能

量，在快节奏高效率的今天，我们

特别需要这种偶而的身心放空，为

了更好的起航。品茶观海之后，我

们还享受到五月会员福利，参观了

青岛茜文欧洲艺术博物馆，位于

崂山区，建筑面积527平方米，附

有庭院600余平方，馆藏藏品723

件，藏品种类主要有欧洲宫室家

具、瓷器、餐具、首饰、邮票和

明信片等，全面展示了19世纪至

20世纪初欧洲经济社会文化的发

展状况。馆主邓女士为人爽朗，

热情地拿出了19世纪的杯子配上

20年生普招待大家，泡出的茶果

然味道温和而浓郁，能品出最佳

的口感。介绍陈列的过程中，邓

女士请大家感受一下1886年德国

产的C.BECHSTEIN演奏级钢琴，

琴声醇厚通透，令大家赞叹不已。

邓女士还和会员们分享收藏的

故事和心路历程，大家收获颇丰，

也很欣赏邓女士在专业领域执着

的匠人精神。 

商会五月活动圆满结束，参加

的会员们一起度过了营养身心的

一天，错过的会员不必遗憾，敬请

期待后期活动，会更加精彩！特别

感谢会员单位的大力支持与积极

参与。我们六月再见！

青岛
qīng dǎo

茶园观光 登山观海

4138

四川
sì chuān

四川香港商会 2019"FAMILY" 新春晚宴

2019 年 12 月 19 日，由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

四川主办，瑞丰德永国际商务（中国）有限公司的

特别支持、成都天府汇中心以及成都鹏龙怡帆·北汽

直营·奔驰智能体验中心的大力赞助，中国香港（地区）

商会 - 四川 2019“Family”新春晚宴活动取得圆满成

功！

此次 2019 新 春 晚 宴， 我 们 邀 请 到 了 香 港 特 区

政府驻成都经贸办、省委统战部、省港澳办、省商务厅、

省经合局、省工商联、省政协、市委统战部、市港澳

办、市商务局、市投促局、市工商联等各相关政府部

门的领导朋友们，同时还有远道而来的中国香港（地

区）商会的同僚、当然还有我们中国香港（地区）商

会 - 四川各位副会长及执委们，他们是来自冠城集团、

香港贸发局、成都国际金融中心、远洋太古里、招商

蛇口、九龙仓成都、东亚银行、利比建设、仲量联行、

第一太平戴维斯、KPMG、瑞安城中汇、顾连医疗集团、

贝镭华建筑顾问、香港普卓顾问集团、贝克林投资、

香港胡百全律师事务所以及 8 档文化传播等各大港资

企业代表，让我们感到更荣幸的是活动当天还迎来了

众多商会会员、本地企业家，以及其他在蓉工作生活

的香港朋友们共计400余人！

晚宴活动气氛热烈，商会为大家准备了许多丰厚

的大奖！香港航空双人东京往返机票、华为豪华版

MATE30 5G 手机、戴森吹风机、轻食烹饪机、成都国

际金融中心千元购物券、老板电器微波炉、净水器、

兰博基尼酒庄红酒、成都榛悦隆堡酒店及成都群光君

悦酒店房间及自助餐券……活动现场好礼不断，惊喜多

多！

成都宋庆龄国际幼儿园，四川长江职业学校、第

一太平戴维斯以及在蓉香港青年及学生为活动带来精

彩的演出。最后一首《中华颂》，颂的是莘莘学子对

于祖国的殷切祝福，颂的是年轻一代对于祖国的深切

认同，颂的是华夏儿女对于民族的满满自豪！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 四川 2019“Family”新春

晚宴活动取得圆满成功离不开各位会员的支持，愿我

们来年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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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14 日，“同心同行 浙港情” 中国香

港（地区）商会 - 浙江 2019 年度晚会在杭州远洋凯

宾斯基酒店圆满落下帷幕。当晚，360 多位浙港两地

领导、嘉宾、会员、好友及在浙香港大学生欢聚商会

大家庭，同心共度美好时光。

嘉宾致辞，寄予愿景

晚会高朋满座，热闹温馨。香港商会 - 浙江会长

汤耀光先生、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伟先生及香港

特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邓仲敏女士分别

致开幕辞，肯定了商会一年来的工作，对紧密浙港两

地的经贸交流寄予了美好愿景。

致谢贡献，寄望未来

在热烈的掌声中，汤耀光会长为宁波甬商置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莫定坚先生颁发商会 - 浙江第二届宁波

联络处主任委任状，并祝愿其在未来的工作中，能够

带领宁波联络处更好地服务在甬港人港企；商会 - 浙

江麦世颂名誉会长为欧镇江先生 ( 香港商会 - 浙江第

一届至第三届执行委员会会长 ) 颁发感谢状，感谢其

在商会发展历程中所付出的心血及作出的诸多贡献。

惊喜祝福，举杯共祝

一场出人意料的上菜秀沸腾了全场，商会 - 浙江 

执委、名誉会长、顾问及主任们身着厨师服，手捧小乳

猪，亲自为现场来宾送上祝福，祝愿大家 2020 年鸿运当

头，吉祥如意。在麦世颂名誉会长热情洋溢的祝酒辞中，

晚宴正式开始。

精心策划，只因有你

当晚，商会为大家精心策划了经典歌曲回顾、精彩

舞蹈、大屏互动趣味游戏及奖品丰厚的幸运抽奖等环节，

由执委们带来的歌曲串烧，唱出了心声，唱响了未来，将

现场气氛带到了高潮，引来台下阵阵掌声及片片欢呼声。

同心同行，展望 2020

“同心同行 浙港情”是我们对浙港两地紧密联系、共

进繁荣的美好期许。2020 年，香港商会 - 浙江在服务

在浙港企港人的道路上，将不遗余力，谱写出新的篇章。

浙江
zhè jiāng

“同心同行 浙港情” 香港商会 -浙江 2019 年度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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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14 日，由香港特区政府驻辽宁联

络处、香港贸易发展局大连办事处、中国香港（地

区）商会 - 沈阳共同主办的“同庆 70 华诞，辽港共创

未来”——2019 年在辽港人圣诞聚会圆满落幕。当天

中午，近 200 位来自辽港两地的政府领导、来宾、友

好商会以及会员朋友欢聚于此，共同度过美好的时光。

2019 年在辽港人圣诞聚会于当天中午举行。香港

特区政府驻辽宁联络处主任欧雪雯女士、香港贸发局大

连办事处东北代表赵启荣先生、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

沈阳会长张立先生分别致辞。

2019 年是特殊的一年，今年是祖国母亲 70 岁华诞，

这 70 年来，我们的祖国从风雨如晦到欣欣向荣，从改

革开放到一带一路，每一次成长都镌刻了时代的印记。

而今年又恰逢是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沈阳成立五周

年，都说“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其实每一次庆祝

都是在总结、回首，期盼和展望。今年也是商会收获的

一年，商会新晋一名荣誉会长丁占军先生以及三位执委

会成员卢逢曙先生、张耀予先生以及林竞秀女士。

当天的聚会，商会为各位来宾精心准备了歌舞等

娱乐节目以及精美的各类奖品，使各位来宾能够参与

到各个环节，并满载而归。商会会员高子剑先生也带

来了好听的歌曲，将宴会气氛推向高潮。

2019 正在悄悄离我们远去，2020 已然向我们走

来。把所有的不快给昨天，把所有的希望给明天，相

信 2020，我们依然会像 2019 一样满怀希望，奔向下

一个明天。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 沈阳将秉承宗旨，

充分发挥香港商会的桥梁作用，积极推动沈港共融发

展。同时也希望各业界同仁能与我们互勉共进，携手

发展，共创辉煌。

沈阳
shěn yáng

同庆 70 华诞，辽港共创未来——2019 圣诞聚会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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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23 日下午，一场以“携手 LEGO，

童心 JUMBO”为主题的公益活动在厦门市明珠养老院

开展。此次活动由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 厦门文化

公益组携手商会学生会员（厦门大学港籍学生）共同

合作完成。

活动开始 30 位老人们陆续达到活动现场，自我

介绍后，大家以一对一的形式陪老人家们一起拼搭乐

高，现场欢声笑语，老人家们玩的不亦乐乎。此次

活动通过商会会员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心捐赠，共

募集到爱心公益金 9,800 元，爱心公益物资市场价值

28,210 元，已全数捐赠给明珠养老院。活动现场我

们邀请了乐高活动中心代表、商会执行委员陈硕禧先

生向明珠养老院代表捐赠了爱心物资。商会执行委员，

商会文化公益组组长胡裕文先生向明珠养老院代表颁

发了爱心捐赠支票。同时也感谢明珠养老院授予本会

“热心公益 关怀长者”的纪念牌匾。

在志愿者的陪同下，老人们发挥想象力，用乐高

积木拼凑出了爱心棒、轮船、长城等等，在共同搭建

的过程中，简单的积木拉近了年轻人与老人们之间的

距离，将童年的快乐带给了老人。

最后，志愿者们为老人们送上福袋，大家一起合影

留念。感谢为此次活动捐赠的会员朋友们及社会各界人

士献出的爱心、感谢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同学们的积

极参与，感谢明珠养老院的悉心安排。

“港鹭连心·为爱起航”，商会定当为公益事业的发展

而不断努力！

厦门
xià mén

用乐高带“老童学”们忆童年

4542

2019 年 12 月 13 日香港特区政府驻广西联络处、

广西相关政府部门领导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北京、

厦门领导代表出席晚会，桂港两地各界代表共话情谊，

共同就 2020 年促进桂港合作进行深入探讨交流。

统战部部务委员覃定坚、自治区港澳办副主任宋海

军、香港特区政府驻广西联络处主任吴家俊、中国香港

（地区）商会会长萧惠君分别上台为晚会致辞。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西南宁会长潘家穰在晚

会致辞中表示，商会 2019 年是初步建立的第一年，在

服务在桂港人港企、促进桂港两地合作方面作了许多工

作，此外，潘会长还就 2020 年商会重点工作向广西相

关政府部门及香港商会同仁作了简单汇报。潘会长在致

辞中特别强调，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西南宁全体

同仁铭记、重朔“狮子山下精神”：勤劳务实，乐乐敢言；

守望相助，爱国顾家；忠于事业，诚以待人；迎接挑战，

拥抱挑战。为凝聚桂港两地力量，共谋双赢，共同发展

继续努力！

香港特区政府驻广西联络处主任吴家俊表示，香港

特区政府十分重视与内地的合作。2017 年 4 月，驻广

西联络处的成立，标志着桂港两地合作迈上新的台阶。

过去两年多年以来，联络处一直积极推动两地在政府高

层交往、经贸、文化、青年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随着 CEPA 政策、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及西九龙高

铁直达广西桂林、梧州与南宁的相继开通，大大促进和

便捷了港桂两地的人员往来与经贸交流。”吴嘉俊说，

特别是在经贸合作方面，香港多年来是广西第一境外投

资来源地和第二大的贸易伙伴。截至 2019 年 10 月，香

港已累计在广西投资设立企业 6990 家，实际利用港资

94.3 亿美元，占广西实际利用外资的 45.8%。

港商代表表示，希望广西政府继续大力支持港企在

桂发展，协助其寻找新的发展机遇，把更多便利港人港

商的措施落实到位，共同推动桂港合作发展水平。

此外，晚会还进行了桂港文化节目表演，来自两地

的青年学生及演唱家共同表演了《瑶绣》、《红日》等

经典节目。

南宁
nán níng

重塑狮子山精神 ——
爱港爱国青年企业家聚首广西，积极融入国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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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活动列表

月份 日期 活动 负责的功能组

1月9日 北京市朝阳区土地发展规划介绍交流会 地产组

1月23日 2018年会员年度大会 秘书处

1月23日 2019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秘书处

1月28日 地产组招募大会 地产组

2月19日 山西省贸促会拜访商会 秘书处

2月19日 RICS拜访商会 秘书处

2月23日 2019年春茗晚宴 商会筹委会

2月23日 2019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秘书处

2月27日 鄂尔多斯东胜区商会会长拜访商会 秘书处

2月27日 唐山高新区商务局拜访商会 秘书处

2月28日 渤海新区招商局拜访商会 秘书处

2月28日 All Chamber Networking 国际商会联合酒会 与外国商会联合主办

3月1日 在京港人新春团拜聚会 受香港驻京办邀请

3月6日 广东五邑侨商海外联谊 拜访商会 秘书处

3月6日 太极课 体育组

3月18日 新春拜会-香港特区政府驻京办 秘书处

3月19日
地产组巡礼：中国尊、王府井文华东方酒店考察 | 房地产组“北京高
端物业巡礼”

地产组

3月19日 2019届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秘书处

3月20日 新春拜会-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 秘书处

3月20日 新春拜会-北京市投资促进局 秘书处

3月20日 太极课 体育组

3月21日 新春拜会-北京市贸易促进委员会 秘书处

3月21日 新春拜会-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秘书处

3月22日 RICS土地与城市发展论坛 受RICS（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会议活动中心邀请

3月23日 塞尔维亚国庆典礼 受塞尔维亚使馆邀请

3月24日 北京五邑侨乡联谊会10周年庆典 受五邑侨乡联谊会邀请

3月26日 环球厨神比赛-北京站 受环球厨神协会邀请

3月27日 广东越秀区商务局拜访商会 秘书处

3月27日 太极课 体育组

3月30日 “GPEC-金瀚侨”杯高尔夫球赛 高尔夫球组

4月3日
科技组讲座：“减员与优化团队结构，解除劳动合同必备的法律知识
与技巧”讲座

秘书处

4月3日 太极课 体育组

4月8日 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豫港国际物流枢纽建设对话会 秘书处

4月10日 太极课 体育组

4月12日 新春拜会-中央统战部 秘书处

4月14日 地产组讲座：掌握5G技术，赢在国际起跑线！ 地产组

4月16日 2019届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秘书处

4月17日 太极课 体育组

4月18日 在京香港学生就业讲座 受香港驻京办邀请

4月22日 新春拜会—商务部台港澳司 秘书处

4月23日 税收政策解读会 秘书处

4月23日 关注内地港人生活小组：2019年度组员招募暨第一次会议 关注内地港人生活小组

4月24日 太极课 体育组

4月25日 美食旅游组：潮州美食汇兼2019年度美食旅游组委员招募 美食旅游组

4月27日 “会长杯”高尔夫球赛 高尔夫球组

5月7日 地产组讲座：节能运营，商业发展的未来！” 地产组

5月8日 太极课 体育组

5月8日 2019届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秘书处

5月11日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新鸿基地产”体育嘉年华会 商会筹委会

5月15日 太极课 体育组

5月17日 2019年北京世园会包头市经贸旅游洽谈推介会 受包头市政府、二连浩特市政府联合邀请

5月21日 讲座：内地税务和就业新政策，港人港企的机遇和挑战 受香港驻京办邀请

5月22日 太极课 体育组

5月24日 “香江国际”杯高尔夫球赛 高尔夫球组

5月26日 福建晋江罗山街道助学活动 秘书处

5月30日 天竺综合保税区2019京交会 受市投促服务中心邀请

5月30日 2019年岭南大学实习生欢迎晚宴 秘书处

5月26日-6月1日 香港创业青年内地行2019 受团结香港基金、科技部火炬中心邀请

二月

五月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2019年度 活动列表

一月

四月

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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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 环球厨神国际挑战赛北京站发布会 受环球厨神协会邀请

6月14日 2019届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秘书处

6月20日 拜会北京市人民政府 秘书处

6月21日-24日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大湾区广州佛山东莞物业考察团 房地产组

6月28日 ASIA Chambers Social Gathering 与新马泰香港联合举办

7月3日 北京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协会拜访商会 秘书处

7月6日 麻将王大赛 秘书处

7月6日 2019北京青年实习计划（参观北京骏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受香港生涯规划协会邀请

7月9日 香港学生仲夏惊喜分享之夜 秘书处

7月13日-14日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美食旅游组“蓟县盘山1晩2天”自驾游 美食旅游组

7月14日 厦门小组成立典礼 受厦门地区小组邀请

7月16日 2019年香港青年北京实习计划第二团开幕典礼 受香港生涯规划协会邀请

7月18日 第八届香港主题电影节 受香港驻京办邀请

7月19日 2019年香港岭南大学欢送晚宴 秘书处

7月19日 「绿色金融丝路论坛2019」陕西专场 受香港品质保证局邀请

7月24日 香港生涯规划协会拜访商会 秘书处

7月24日 香港学生仲夏惊喜分享之夜（二） 秘书处

7月25日 内蒙古农业大学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交流团拜访商会 秘书处

7月25日 广西南宁小组成立典礼 受南宁地区小组邀请

7月26日 科创基金募集社会资本推介会 受市投促服务中心邀请

8月6日 2019届执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秘书处

8月13日 香港学生仲夏惊喜分享之夜（三） 秘书处

8月14日 亚洲青年管弦乐团音乐会 受香港驻京办邀请

8月16日 香港学生到访商会 秘书处

8月29日 All Chamber Networking 国际商会联合酒会 与外国商会联合主办

8月31日 “那么Kiwi-迎秋杯”高尔夫球赛 高尔夫球组

8月23日 北京市政府领导与在京境外商协会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 受市投促服务中心邀请

9月7日 庆祝国家成立七十周年—瑶池观月迎中秋晚会 美食旅游组

9月9日 2019届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秘书处

9月10日 房地产业的百尺竿头之上 --美国WELL健康建筑标准认证 房地产组

10月15日 2019届执行委员会第九次会议 秘书处

10月19日 “京港地铁杯”高尔夫球赛 高尔夫球组

10月20日 第三届可持续发展论坛 受中国循环经济协会、香港可持续发展教育学院邀请

10月25日 HKCCC Oktoberfest 2019德国啤酒节 美食旅游组

10月30日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实地参观暨行业联谊晚宴 房地产组

11月5日 2019届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秘书处

11月12日 地产组巡礼：京东方8.5代工厂实地考察 房地产组

11月20日 文创组招募成立大会 文创组

11月27日 京港金融科技合作交流座谈会 受投资推广署、北京金融科技研究院邀请

11月28日 关于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推介会 与北京市贸促会、北京市商务局合办

12月3日-5日 第20届香港论坛 受香港贸发局邀请

12月7日 贵州省台江县人民政府与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文创组合作 文创组

12月7日 “同贺华诞，共建未来”中国香港（地区）商会2019周年晚会 商会筹委会

12月8日 四川省扶贫工作大会 商会受邀参加

12月10日 拜访罗马尼亚驻华大使 商会受邀参加

12月14日 天津小组年会

12月13日 南宁小组年会 商会受邀参加

12月19日 四川小组年会

12月22日 “京晚同你港”庆祝冬至，圣诞及新年联欢！
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青年委员会主办、中国香港(地
区）商会、港你知协办

12月23日 京港艺术历史文化交流团 受香港生涯规划协会、一带一路青年发展协会邀请

12月26日 京港艺术历史文化交流参观莱锦文化产业园 商会受邀参加

12月27日 北京市统战部到访商会 秘书处

12月27日 2019届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秘书处

12月30日 拜访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主任 文创组

六月

十二月

十月

十一月

八月

九月

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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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优惠 专题采访

商会会员凭所出示有效的本人会员卡可享受以下优惠
万豪咖啡厅 Beijing Bistro
单人自助午餐 原价 RMB 285 元，商会会员优惠价 RMB168 元
单人自助晚餐 原价 RMB 340 元，商会会员优惠价 RMB198 元
彩海轩中餐厅 Choy’s Seafood
双人粤式点心套餐 原价 RMB 755 元，商会会员优惠价 RMB298 元
大堂吧 The Lounge
双人下午茶 原价 RMB 238 元，商会会员优惠价 RMB 198 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甲 26 号北京海航大厦万豪酒店
电话：010-59278312 / 8320 / 8308
注：不可与店内其他优惠同享；特殊节假日不可使用，详情请致
电商家咨询
优惠截止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北京科航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海航大厦万豪酒店

商会会员凭所出示有效的本人会员卡可享受以下优惠
北京安杰新时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优惠咨询：系列机器人，包含：清洁机器人、客服服务接待机
器人、安防巡逻机器人、停车管理机器人、配电室值班机器人、
送餐送物机器人等。
凭商会会员卡购买 1 台或以上任意一款机器人或全自动测温门
均可享受 9 折优惠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南半壁店创业路 5 号航庐
电话：010-51655821
优惠截止日：2021 年 2 月 14 日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2020 年会员优惠
凡香港商会会员持有效会员卡即可享受下列多家会员企业商号提供的消费折扣优惠。
此会员优惠以会员间互惠互利为宗旨，在向社会提供消费优惠及服务的同时，也提供向商会其他会员推介其

优质的服务及产品的机会。
如各位商会会员希望加入此项优惠活动，借此推广其产品及服务的，欢迎与商会秘书处联系。

北京安杰新时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商会会员凭所出示有效的本人会员卡可享受以下优惠
众巅（上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人体测温仪、黑体校准仪、4 盘 32 路网络硬盘录像机等。
凭商会会员卡订购产品均可享市场价5折优惠，上海地区免安装费。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华西路 585 号华富大厦 7A-2
电话：021-64328620
优惠截止日：2021 年 2 月 28 日

众巅（上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设备

餐饮

商会会员凭所出示有效的本人会员卡可享受以下优惠
长安壹号 凭卡享受全单 8 折优惠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方君悦大酒店大堂层
电话：010-65109024
注：每单仅限使用一次折扣优惠
优惠截止日：2020 年 5 月 31 日

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
长安壹号

商会会员凭所出示有效的本人会员卡可享受以下优惠
座银 Zagin Soba 会员 8 折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269 号王府中环东座 4 层 410A
电话：010-65265068
注：不可与店内其他优惠同享
优惠截止日：2022 年 10 月 31 日

座银 Zagin Soba

商会会员凭所出示有效的本人会员卡可享受以下优惠
The woods café（王府井店）店内消费全单 9 折优惠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269 号院 1 号楼 3 层 310 号店铺
电话：010-68525880
注：仅限到店消费使用（不包含外卖平台）；
       不可与店内其他优惠同享
优惠截止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北京明森远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The woods café( 王府井店）

商会会员凭所出示有效的本人会员卡可享受以下优惠
茶虎网络平台产品九折优惠
微信订阅号：茶虎生活美学
电话：18965057051
注：节假日、店庆不可使用；不可与店内其他优惠同享
优惠截止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福州茶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商会会员凭所出示有效的本人会员卡可享受以下优惠
凭商会会员卡购买公司消毒柜享受 8.5 折优惠、H1000 人脸识
别测温平板 8.5 折优惠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 3 号首都宾馆写字楼 4 层
电话：010-59792928
优惠截止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中世顺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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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会员凭所出示有效的本人会员卡可享受以下优惠
CAFE LANDMARK（北京王府中环店） 主菜单菜品 9 折优惠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269 号院 1 号楼 2 层 203、204C
号商铺
电话：010-65256623
注：1）此优惠只适用于北京 CAFE LANDMARK 堂食用餐。
2）此优惠只适用于主菜单菜品。
3）此优惠不适用于法定节假日。
4）需于点餐前出示香港商会会员卡。
5）10% 服务费按照原价计算。
6）此优惠不能兑换现金，不设找赎，也不能与其他优惠共享。
优惠截止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美心食品（深圳）有限公司 北京王府井大街餐饮分店
CAFE LANDMARK（北京王府中环店）

商会会员凭所出示有效的本人会员卡可享受以下优惠
王府半岛酒店大堂茶座、凰庭中餐厅及 Jing 餐厅零点菜单可享 9
折优惠
王府半岛酒店大堂茶座经典下午茶及周日早午餐可享 9 折优惠
半岛精品店自制巧克力、烘焙甜品、蛋糕及节日礼篮可享 9 折优惠
注：以上优惠活动不可与任何其他套餐、推广、节日、促销、酒
精类饮料或网上产品同时使用；结算时需要出示香港商会有效会
员卡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金鱼胡同 8 号
电话：010-85162888
优惠截止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王府半岛酒店

商会会员凭所出示有效的本人会员卡可享受以下优惠
北京大龙发记（富力城店） 单笔消费可享 9 折优惠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65 号楼 7 层 B701 号
电话：010-59037003
注：单笔消费中：酒水、饮料、海鲜、套餐以及店面特价菜品，
不享受折扣优惠；此折扣优惠不可与店内其他优惠同享
优惠截止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北京港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大龙发记（富力城店）

商会会员凭所出示有效的本人会员卡可享受以下优惠
北京囍凤楼（温特莱店） 单笔消费可享 9 折优惠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温特莱中心 A 座 1 楼 L101
电话：010-65927708
注：单笔消费中：酒水、饮料、海鲜、套餐以及店面特价菜品，
不享受折扣优惠；此折扣优惠不可与店内其他优惠同享
优惠截止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北京新宝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囍凤楼（温特莱店）

商会会员凭所出示有效的本人会员卡可享受以下优惠
加太和食 全单 8 折优惠（酒水无折扣）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39 号部落方舟餐饮层
电话：010-85983622
注：不可与店内其他优惠同享
优惠截止日：2021 年 2 月 23 日

北京加太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加太和食

商会会员凭所出示有效的本人会员卡可享受以下优惠
新加坡高记餐厅 
1) 正价菜品及饮品享全单 88 折
2) 团餐 / 到荟活动享受特别优惠（具体需提前电话确认）
3) 新加坡高记所有分店均适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路盈科中心负一层 B118 单元
电话：010-65390180
注：1）不可与店内其他优惠同享。
       2）特价菜品除外。
优惠截止日：2021 年 2 月 28 日

北京京悦新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新加坡高记餐厅

商会会员凭所出示有效的本人会员卡可享受以下优惠
KUPKUPKUP 全单 9 折优惠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太古里北区下沉广场 NLG45 铺
电话：010-84402101
注：1) 不可与店内其他优惠同享；
       2) 节假日、店庆不可使用
优惠截止日：2020 年 11 月 30 日

KUPKUPKUP

商会会员凭所出示有效的本人会员卡可享受以下优惠
莆田 全单 9 折优惠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269 号王府中环东座 403B
电话：010-65257707
注：1）不可与店内其他优惠同享；
       2）海鲜与酒水不算入折扣范围
优惠截止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方叔叔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莆田

商会会员凭所出示有效的本人会员卡可享受以下优惠
斯普汇生蚝餐厅 全单 9.5 折优惠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街顺源里 14-2
电话：010-57245886
注：请提前电话预约
优惠截止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斯普汇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斯普汇生蚝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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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会员凭所出示有效的本人会员卡可享受以下优惠
所有正价自提货品，6 折优惠
注：不可与店内其它优惠同享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水井胡同北京 Inn 四号楼 D 区负一层 A09 室
电话：010-58642673
优惠截止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北京馨源伟通商贸有限公司

商会会员凭所出示有效的本人会员卡可享受以下优惠
九折优惠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元东桥霞光里 66 号院远洋新干线 A 座 1-2 层
电话：010-84467259
优惠截止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健康快线医疗中心

商会会员凭所出示有效的本人会员卡可享受以下优惠
广有茶餐厅 凭卡享受全单 9 折优惠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安立路 28 号院 3 号楼华创生活广场 2 层
电话：010-84924857
注：不可与店内其他优惠同享
优惠截止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广有茶餐厅

商会会员凭所出示有效的本人会员卡可享受以下优惠
1. 豪华间免费升级至商务套房，视酒店出租率而定，需要至少提
前一天预订
2. 酒店内餐厅享受八五折优惠，仅适用于十人以下可享受，需至
少提前一天预订
3. 酒店内洗衣服享受九折优惠
4. 酒店内健身中心会员年费享受八折优惠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92 号
电话：010-85113388
注：酒店客房免费升级需视酒店出租率而定，需至少提前一天预定；
酒店内餐厅折扣仅适用于十人以下可享受，需至少提前一天预定；
所有优惠最终解释权归北京励骏酒店所有
优惠截止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北京励骏酒店

商会会员凭所出示有效的本人会员卡可享受以下优惠
越鲜 Pho 会员 9 折优惠
（可同时享受店内菜品会员价）
越鲜 Pho（三里屯店）
电话：18710292932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盈科中心 B1 层 159 号
越鲜 Pho（建国门店）
电话：010-85617130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7 号友谊商店东门
越鲜 Pho（望京店）
电话：010-64770320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万科时代中心 F 座 1 层 B110
注：不可与店内其他平台提供的优惠同享
优惠截止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越鲜 Pho

商会会员凭所出示有效的本人会员卡可享受以下优惠
瑞得莱恩有机葡萄酒 8 折优惠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 3 号首都宾馆写字楼 4 层
电话：010-59792928
注：不可与店内其他优惠同享
优惠截止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北京天星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中世顺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商会会员凭所出示有效的本人会员卡可享受以下优惠
验配框架眼镜、角膜塑形镜享 9.5 折优惠。
激光类近视手术享 9 折优惠，icl 手术享 9.5 折优惠。
眼病治疗及手术类享 9 折优惠。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建国路 27 号紫檀大厦北侧裙楼 1-3 层
电话：010-53090999
注：1）不可与店内其他优惠同享；
       2）药品、耗材、化验项目不享受优惠折扣；
       3）请至少提前一天进行预约
优惠截止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北京希玛林顺潮眼科医院

洋酒

酒店

医疗

商会会员凭所出示有效的本人会员卡可享受以下优惠
有福友味 会员 9 折优惠（海鲜和酒水无折扣）
包间免收房费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16 号（农业展览馆侧）有福友味
电话：010-65085116/4386
注：不可与店内其他优惠同享
优惠截止日：2020 年 12 月 10 日

北京美苑餐饮有限公司
有福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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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优惠

温馨提示：
①  以上店铺优惠，仅凭出示有效商会会员卡享受折扣；
②  更多店铺优惠资讯，请以店铺官方宣传为准；
③  更多商会会员优惠资讯，请关注商会微信公众号：hkccc1；
④  “商家”洽谈，请联系商会秘书处；
⑤  疫情期间，餐饮行业请先电话查询营业状态。
* 发布日期：2020 年 3 月 31 日
* 会员优惠·实时更新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电话 :(8610)65101583
传真 :(8610)65101584
手机 :(8610)18510920340
邮箱 :hkccc@hkccc.com.cn
微信客服 :hkccchkccc
网站 :www.hkccc.com.cn
微信公众号 :hkccc1 （请识别：微信客服）

卡片式 电子式

会员卡卡样

温馨提示

商会会员凭所出示有效的本人会员卡可享受以下优惠
租仓整单 8 折优惠
可享受优惠店铺：
望京：北京市朝阳区望京 SOHO 中心 T2 B3
十里河：北京市朝阳区高和蓝峰大厦 B1
陶然亭：北京市西城区富力智选假日酒店 B1
青年路：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西里 3 号院 2 号楼 B1
十里堡：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乙 2 号院 1 号楼 B1
大望路：北京市朝阳区华贸公寓 17 号楼 B2
亚运村：北京市朝阳区慧忠北里 309 号楼 B1
电话：400 1000 561
注：不可与店内其他优惠同享；仅限以上网点使用
优惠截止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北京新海汇仓储有限公司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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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会员

49

新增会员

新增公司会员
星皇集团有限公司
许贤堤 TERRY HUI
张子维 TSZ WAI GARY
郭少洪 KWOK SIU HUNG
公司简介：星皇集团有限公司 1988 年成立于香港，是一家综合
性化学品集团公司。公司秉承“让化学实现无尽想象，引领品质
生活”的使命，持续优化创新产品，并贯彻于四大富有潜力、能
量和独立性的事业部——化妆品事业部、涂料事业部、香精香
料事业部、商贸事业部。

DWG Hong Kong Limited
林启璋 NICHOLAS LAM
邵呜捷 MATTHEW SHAO
施毅俊 KIMI SHI
公司简介：DWG ( 德伟地产集团 ) 成立于 1993 年，是一家全球
房地产投资开发及服务代理分销商。DWG 与业界领先的房地产
开发商合作，共同投资于黄金地段以及世界新兴市场，如英国、
日本、马来西亚及泰国等不同国家，投资金额超过 10 亿美元。
DWG 亦开发了本地资产管理平台，为投资者提供全方位一站式
的售后服务。

附属公司会员
北京集宝保安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陈建华 NATASHA CHEN
赵岩 CLIFF ZHAO
钱其树 QIAN QI SHU
公司简介：集宝是全球领先的消防及安防解决方案供应商。自
1818 年发明了第一个专利防盗锁，集宝凭借超过 200 年的专业
消防及安防经验，为全球不同企业提供从设计、安装到监控、
日常维护与系統升级改造等解决方案。今天集宝遍布世界各地
的 14,000 多名专家、250 个分支机构和 22 个监控中心组成的全
球网络，由专家团队全天候的支持定制化本地服务。

诺途国际商务管理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涂珊珊 TU SHAN SHAN
王冕 WANG MIAN
张婕 ZHANG JIE
公司简介：诺途国际为国内各级政府机构及部门、各大企业协
会（商会、俱乐部）单位量身定制商务考察全面解决方案，境
外活动的全程策划、安排、接待服务。

北京华星耐洁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刘永意 LIU YONG YI
沈云帆 SHEN YUN FAN
李涛 LI TAO
公司简介：1989 年成立，曾隶属于外交人员服务局以服务于各
国驻华使馆。2003 年发展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着丰富的国际
管家式服务经验，员工的保密和敬业精神获得客户赞许。1200
名员工均有使馆、5A 级公寓、写字楼及高档商场服务经验。

个人会员
陈雅云 ECHO CHEN       北京搜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朝阳分公司
孙家燕 NONA SNG        金国集团有限公司
潘莉莉 LILI PAN             上海智节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殷熙媛 ANITA YIN          北京鑫源淼盛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郑静娴 ANNIE CHENG    维萨信息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吴也青     LEO WU             高膳晨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李兴龙 LI HING LUNG   北京真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蔡瑞麟 RICHIE CHAI      傲丽欧贸易有限公司

附属个人会员
沈惠民 SHEN HUI MIN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李宁 LI NING            中国移动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俞京羽 LYDIA YU            北京鲸鱼盛世公关策划有限公司
何庆源 DAVID HO          星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李桂忠 LI GUI ZHONG   中通银泰（北京）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何黄河 HE HUANG HE   威海集团文创事业部
王麒嘉 WANG QI JIA      北京服装学院婚纱研究中心
王戌 ROSE WANG       北京中视瑞德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金颖 MAGGIE JIN        晟谦（北京）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曾泰 TYLER ZENG       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顾问（北京）有      
                                             限公司安贞分公司
高改平 UNA GAO            北京全氧时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郭颖 EILEEN GUO        北京市普卓企业顾问有限公司
曹晓倩 CAO XIAO QIAN 牛剑教育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所悦欣 REBECCA SUO   北京旅悦科技有限公司

* 更多入会咨询，请联系商会秘书处。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电话 :(8610)65101583
传真 :(8610)65101584
手机 :(8610)18510920340
邮箱 :hkccc@hkccc.com.cn
微信客服 :hkccchkccc
网站 :www.hkccc.com.cn
微信公众号 :hkccc1 （微信客服）

Membership Application Form会员申请表格

 I / We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Rules & Regulations as set by the Chamber, and that the company/personal particulars above (mobile no. 

excepted) may be published through distribution of the directory of the Chamber whether for gain or otherwise. 

本人/我们接受并会遵守此商会制定的章程和条款并同意以上公司/个人信息(手机号码除外)可以分发商会名录的形式对外公开（无论收费与否）。

I / We agree to provide following supporting documents.  

- Corporate Member: Copy of Business Registration　                            

     Copy of Personal ID for each member                                            

- Individual Member:  Copy of Hong Kong ID Card

---------------------------------------------------------------------------

表格填妥后，请连同以下证明文件一并传真或递交至商会秘书处

公司会员：需提供有效之营业执照或商业登记证副本

                  以及每位会员的身份证副本

个人会员：需提供身份证副本

– 请在递交申请表格后之壹个月内缴纳会费，否则申请作废

– 申请经商会同意的才能成为商会会员

– 确认成为商会会员，并缴纳会费后，秘书处即会将收据及会员卡寄回所填写的联络地址 

Note注: 1) Corporate Member should fill out ‘Corporate Member Data Form’ at the back.        2）Please refer to ‘Payment Procedure’ at the back.

                   公司会员请继续填写后页之“会员名录数据表格”                                                    付款方法请参照本页背面“付款程序及电汇方法”

申请人签名(公司会员由公司代表人签名及加盖公章)

Date日期：-----------------------------------------

Signature of Applicant [Corporate member with company chop]

Referrer介绍人：-------------------------------------

Room 916, Tower 1, Bright China Chang An Building, No.7 Jianguomen Nei

Avenue, Beijing 100005, China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7号光华长安大厦第1座916室  邮编：100005

电话Tel:（8610）6510 1583                 传真Fax:（8610）6510 1584 

手机Mob:（8610）18510920340          微信公众号: hkccc1

电邮 Email: hkccc@hkccc.com.cn          网页Website: www.hkccc.com.cn

For Official Use Only:
Application Ref. No. 
会员号码

1．□ Corporate Member (3 basic members)                                           公司会员                            RMB4,200 (包括3位基本会员)
2．□ Individual Member                                                                           个人会员                            RMB980  
3  . □ Associate Corporate Member(3 basic members,No voting right)   附属公司会员            RMB4.200(包括3位基本会员,不享有投票权)
4  . □ Associate Individual Member ( No voting right )                             附属个人会员            RMB980 (不享有投票权)
5．□ Corporate Associate Member ( No voting right )                            公司附属会员            RMB300  (不享有投票权)
6．□ Student /Family Member of Corporate or Individual Member         学生/公司或个人会员家属   RMB300  (不享有投票权)
          ( No voting right )

Company Name (English)
公 司 名 称  ( 中 文 )

Company Address in Beijing (English)
联 络 地 址 ( 中 文 )

No. of Staff in Beijing
雇 员 人 数

Name of Parent Company 
母 公 司 名 称

Parent Company Address  outside of Mainland China
母公司在中国大陆境外地址

Parent Company Web Site
母公司网站

公司网站 Web Site
Brief Description of Business Scope (Within 50 words)
业 务 介 绍  (50字以内)
 

Type of License 业务执照种类
□ Rep. Office 代表处
□ Joint Venture 中外合资企业
□ Wholly Foreign Owned 独资企业
□ Others 其它(请注明)

Year of Establishment in China
 国 内 创 办 年 份

Postal code
邮政编码

Tel. No. 电话   Fax No. 传真            E-mail电子邮件

1.
公
司
代
表

2.

3.

Mr. 先生  □         Ms.  女士  □
Address 
联络地址
Tel./Fax 电话/传真
E-mail 电子邮件
Mr. 先生  □         Ms.  女士  □
Address  
联络地址
Tel./Fax 电话/传真
E-mail 电子邮件
Mr. 先生  □         Ms.  女士  □
Address  
联络地址
Tel./Fax 电话/传真
E-mail 电子邮件

Chinese Name 中文姓名
Name in Full  
英文姓名
Position/Title 职务
Mobile 手机（不公开）
Chinese Name 中文姓名
Name in Full  
英文姓名
Position/Title 职务
Mobile 手机（不公开）
Chinese Name 中文姓名
Name in Full 
英文姓名
Position/Title 职务
Mobile 手机（不公开）

Membership Type 会员种类 (Annual Fee 年度收费)

Company Particulars Corporate /Individual / Associate Member  公司/个人/附属会员资料

Personal Particulars for Basic / Individual Member
公 司 基 本 会 员、个 人 会 员    请 填 写



请于下表中选择相应的业务种类。
Please check the appropriate box below.

业 务 种 类
Type of Business

S01 
S02
S03
S04
S05
S06
S07
S08
S0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6
S17
S18
S19
S20
S21
S22
S23
S24
S25
S26
S271
S272
S273
S28
S29
S30
S311
S312
S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会计服务
广告服务
建筑及规划
银行服务
制造服务
商业管理及顾问服务
设计服务
教育及培训
工程服务
活动筹划
电影/影音制作
金融及投资
信息科技服务
保险
室内设计服务
法律服务
传媒
包装服务
印刷服务
公共关系
出版服务
房地产服务
仓库服务
测量、质量检查/测试
电讯服务
物流服务及运输服务
旅游
酒店
餐饮
医疗及保健服务
科技
零售店
制造业-工业品
制造业-消费品
其它

Accounting Services 
Advertising Services
Architecture & Planning
Banking Services
Building & Construction Services 
Business Management & Consultancy Services
Design Services
Education & Training 
Engineering Services
Event Organisation 
Film / Audio -Visual Production
Finance & Invest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Insurance
Interior Design Services
legal Services
Media
Packaging Services
Printing Services
Public Relations (PR) 
Publishing Services
Real Estate Services
Storage Services
Surveying & Quality Inspection / Testing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Logistics & Transport Services
Tourism
Hotel
Restaurant
Medical & Healthcare Services
Technology
Retail Stores
Manufacture - Industrial Products
Manufacture - Consumer Products
Others

付款程序及电汇方法  Payment Procedure
请填妥申请表格，寄回商会秘书处

同时通过以下方式交纳会费：   

1) 请带同所需现金/支票亲自到秘书处缴交                                         

2) 电汇或转帐到以下商会银行账户：

    开户名称：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帐        号：1100 1042 5000 5613 1889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建国支行

若是境外电汇，银行手续费及汇率差额需由会员支付。

汇款后请即将银行电汇底单传真到秘书处。

一经收到申请表，并确认已交会费，商会即确认会员资格，

并立即把收据寄回填写之联系地址。

Please fill out the form and send back to our office.

Use following methods to pay the membership fee.

1) Pay by cash or check to our office in person.

2) T/T or bank in money into our bank account in Beijing

    Bank Account Name: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Bank Account No.: 1100 1042 5000 5613 1889

    Bank Name and branch name: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建国支行

Bank charges and exchange rate differences will be bared by member.

Please fax the T/T Receipt to our office once money has been transferred.

Membership will be confirmed once membership fee is recei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