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貿發局其中一項工作是提供商貿資訊。 

通過舉辦不同行業及市場的研討會 

和工作坊、出版商貿期刊，以及提供 

專業的顧問服務，加上充滿動力的 

研究部，為香港、中國內地和世界各地 

企業適時提供所需商貿訊息，幫助企業

運籌帷幄。

資訊
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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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小鴨游進大海
S mk Products Ltd 的設計總監及創辦人之一許夏

林(上圖)表示，該公司能踏上成功之路，實有賴貿發

局的協助。

S mk成立於2001年，目前已發展成一家甚具規模的

禮品及精品設計、生產及市場推廣的企業。2007年，

該公司的營業額達1,500萬美元，由B.Duck 沐浴用

品系列帶動。

該公司今年的業務有很大增長，特別在特許經營及

專利授權業務方面，許夏林與拍檔們就是因為使用

了貿發局的服務，在這兩個業務範疇取得進展。 

他說：「我們在2008年初使用了貿發局的中國商務

顧問服務，第一次用了兩小時，第二次用了超過三小

時。服務對我們非常有用，讓我們取得發展內地市場

所需的實用資訊和重要聯繫。」

貿發局的上海辦事處是其中一個重要聯繫。許夏林

和拍檔們在2008年3月到訪上海，第一站就是貿發局

上海辦事處。「會面非常有建設性，我們立刻取得上

海最知名的商場的聯繫，以及當地有潛力的投資者

名單。」

S mk快將在上海其中一個知名商場開設零售店。

今年，該公司已在內地開設超過20間店中店和三間

獨立零售店。許夏林透露：「我們計劃今年至少開設

40個S mk零售點，包括在香港、新加坡、台灣、馬來

西亞。」

S mk經常參展貿發局舉辦的香港禮品及贈品展，以

及香港夏季禮品、家庭用品及玩具展，今年更參加了

香港國際專利授權展。「我們的目標是把B.Duck 捧

紅，成為第二個Hello Kitty，我們知道貿發局能助我

們夢想成真。」

貿發局每年舉辦不同類型的商貿研討會、工作坊、

洽談會及行業論壇，幫助香港的中小企業掌握不同

行業在香港、內地和海外最新的發展趨勢、最關鍵

的課題和新湧現的商機。

去年，內地有關加工貿易政策調整、玩具安全和新

實施的勞動合同法，是香港中小企最關注的三大

課題，貿發局先後與不同的貿易及行業協會合辦多

個研討會，探討有關政策對行業的影響，企業應如

何對策。

為協助香港企業面對中國內地加工貿易的政策調

整及珠三角日益上升的生產成本，貿發局年內共組

織了三次內地考察團，為珠三角地區的港資企業尋

找轉移生產線的理想地點。

參與貿發局客戶服務部舉辦有關

中國貿易研討會的港商數目

舉辦研討會	 助中小企運籌帷幄

總裁林天福(中)於2008年2月，為香港商界領袖和廣東省高層官員

主持圓桌會議，議題圍繞廣東省的投資環境及粵港未來的合作前

景。港方出席者包括利豐集團主席馮國經(左)，和身兼香港地產建

設商會會長的信德集團有限公司行政主席何鴻燊(右)。

上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於2007年8月帶領香港經貿

代表團，考察湖南省郴州市。團員會見了當地政府的高層官員，

探討把部份生產線由珠三角遷往郴州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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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帶領

45名香港考察團成員，考察湖南省郴州市，團員分

別來自多個不同行業，包括電子、成衣、珠寶、 

塑膠、玩具、物流、食品等，他們會見了當地政府的

高層官員，包括湖南省副省長甘霖。

2007年12月，馬時亨又帶領68名香港工商界代表，

考察江西省贛州巿，會見贛州市委書記潘逸陽。

2008年3月，總裁林天福帶領70名香港經貿代表，

考察廣西省四個城市，並由主席蘇澤光擔任榮譽團

長，他們會見了廣西壯族自治區書記郭聲琨及當地

政府其他高層官員。

此外，貿發局又舉辦多個有關內地加工貿易政策的

研討會。2008年2月舉行的「內地土地法規政策」

介紹會，協助港商了解國家對加工企業使用土地的

政策，吸引約700位港商出席。該介紹會邀得廣東

省國土資源廳官員出席，向與會人士詳細解釋購置

土地牽涉的法律程序。

去年，產品安全是全球玩具業最關注的話題。 

貿發局反應迅速，與香港玩具協會及香港玩具廠 

商會在9月合辦一項有關產品安全的會議。稍後， 

在11月中舉辦行業交流午餐會，邀請美國消費者產

品安全委員會國際項目和政府間事務主任Richard 

O’Brien出席。

2008年1月，在香港玩具展期間，貿發局舉辦「最新

玩具安全指引及遵行安全守則範例」研討會，吸引

超過700名來自中國內地、美國和香港的業界人士

出席，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會上發表主題演講。

主席蘇澤光(左三)早前率領香港經貿代表團前往廣西考察，在南寧荔園山莊會見廣西壯族自治區

書記郭聲琨(右三)時，代表訪問團接受郭書記送贈的一幅藝術畫作。代表團是貿發局為協助港

商轉移珠三角生產線的考察團之一，圖中所見還包括香港電子業商會會長陳其鑣(左一)、總裁林

天福(左二)、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常委及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常務副主席李金早(右二)和廣

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常委及秘書長車榮福(右一)。

下圖：貿發局於2007年9月舉辦 

「出口產品安全」論壇，邀請法律專

家Brenda Jacobs向與會者總結中

美消費品安全高峰會的最新情況，

及美國產品安全標準的最新資訊，

分析對香港出口商帶來的影響。

右圖：廣東省國土資源廳廳長招玉芳

於2008年2月，在「內地土地法規政

策」介紹會上向出席的港商解釋內地

的土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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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接近400名香港及內地的高級行政人員及政府

官員出席2007年5月在廣州舉行的CEO論壇。這個高

峰論壇推廣香港作為區內商貿服務中心的地位，並鼓

勵內地企業使用香港的平台開拓國際市場。

擴展內地聯繫

2008年3月，貿發局與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經濟部

貿易處合辦「《勞動合同法》焦點剖析」研討會，吸

引逾千名港商出席。研討會邀請了參與草擬國家勞

動合同法的官員和熟悉勞動法的法律專家，一同探

討法例重點，幫助業界了解法例內容，以及遵行法

例必須注意的事項。

貿發局並為中小企定期舉辦研討會及培訓班，指導

企業如何在內地經營業務，主題涵蓋企業所得稅制

度及新興市場等，廣受中小企歡迎。

貿發局舉辦有關建立品牌的工作坊，亦深受香港和

內地中小企歡迎。去年，貿發局為香港中小企舉辦

多次建立品牌的工作坊，以及一系列針對內地企業

需要、有關香港設計及品牌推廣的研討會。由貿發

局和國家商務部合辦的品牌推廣工作坊，先後在青

島、北京、武漢和成都舉行，邀得香港設計師和品牌

管理顧問主講，合共吸引近900家內地企業出席。

去年，貿發局舉辦了兩場CEO論壇，探討香港和

內地商界最關注的課題。2007年5月，在廣州舉

行的CEO論壇有近400名香港及內地CEO、高級

行政人員及政府官員參與。同年12月，CEO 論壇

首次在香港舉行，主題為「中國企業的成長和挑

戰」，吸引約600名高級行政人員及40家國際傳

媒出席。

貿發局去年為內地企業CEO舉辦了六次赴港營

商培訓班，除CEO外，亦有內地政府官員參與。

為期三至四天的培訓課程，主要針對三種內地行政

人員必備的技巧，包括市場推廣、企業管理和資金

管理。同時，貿發局亦向他們推介香港可以提供的

服務。

每年，貿發局都會舉辦多個研討會及工作坊，介紹

不同新興市場的發展潛力，去年便涵蓋了巴西、 

智利、捷克、匈牙利、印度、印尼、伊朗、馬來西亞、

墨西哥、中東、波蘭、俄羅斯、泰國及越南。

左圖：貿發局在2007/08年度共舉辦17個新興市場研討

會。圖為介紹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和印度市場的簡報

會在港舉行的情況。研討會在2007年6月舉行，即貿發

局全球辦事處代表每年齊集香港開會的日子，該研討

會由貿發局海外辦事處的同事主持。

下圖，左：副總裁戴勇牧於2007年8月一個名為「越南：

東南亞星級市場」的研討會上，向越南工商總會副會長

Doan Duy Khuong致送紀念品。研討會開始前，貿發

局與越南工商總會簽署備忘錄，以進一步加強雙方在

貿易推廣方面的交流與合作。

下圖，右：2008年3月舉行有關勞動合同法的研討會，

吸引逾千位中小企人士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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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發局研究部出版的刊物，為香港以

至全世界的中小企，提供最新的商貿

資訊、數據及研究報告，聚焦香港、

中國內地及各個新興市場。圖左是有

關餐酒貿易的研究報告，指出亞洲

(尤其是中國內地)對餐酒的需求正快

速增長，香港極有潛力發展成為亞洲

餐酒貿易及分銷中心。

每月出版的網上通訊 - 《香港工商》

(右) 和 《CEO 專訊》(上)，推廣香

港作為商貿平台的地位，前者的讀 

者群為世界各地的企業決策者， 

後者則針對內地企管人員。《香港

工商》以英文出版，並有法文和西班

牙文濃縮版本。《CEO 專訊》則以

中文出版。

研究部	 中小企幕後軍師
貿發局研究部每年出版150份研究報告、市場回顧、

通訊及其他商貿期刊。其中，《香港貿易季刊》

分析香港、中國內地和其他新興市場形勢。去年，

研究部就多個熱門話題發放市場情報，並發表精闢

分析，包括《阿聯酋和沙特阿拉伯的建設熱潮：

香港商機》和《進軍中國市場貿發局首選30城市》。

研究部同時是中小企的幕後軍師，監察和分析與中

小企息息相關的商貿課題。去年，內地對加工貿易

的政策調整就是一個好例子，由於政策對港商影

響深遠，研究部反應迅速，以電郵定期向港商發放

最新消息和網上通訊，讓他們掌握第一手資訊。

研究部受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委託，出版《內地加

工貿易政策對香港的影響》研究報告，分別向中央

政府、廣東省政府及香港特區政府提出建議，並介

紹了一些能協助香港廠商適應政策調整的措施， 

廣受港商歡迎。

為香港中小企發掘新興市場是研究部另一重任。 

每年，研究部都會選擇一些重點的新興市場作詳

細研究。去年，研究部就選擇了柬埔寨、阿聯酋、 

阿根廷和巴西，出版了詳細的市場報告，為港商分

析這些市場的潛力和挑戰。

為協助港商攀上價值鏈的更高位置，貿發局認為他

們需要建立自己的品牌，向目標市場，尤其是在消

費力不斷增長的中國內地加強推廣。研究部於去年

出版了有關中國消費新世代的研究報告，並針對內

地消費者對珠寶和鐘表的消費習慣進行問卷調查，

幫助有意在內地開拓品牌業務的港商，掌握重要的

市場情報，作出相應的推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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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概覽：數字統計	
· 貿發局印製超過240,000份《每日展訊》，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貿易展覽會期間天天派發

· 去年為中小企安排了1,600次與商務顧問的會面，當中有1,400次針對內地市場

· 商貿資訊中心是香港存有最多有關貿易及市場資訊的地方，每月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約10,000名訪客

· 貿發局研究部每年出版約150份研究報告、市場回顧及針對不同行業的通訊

·  接近1,000名來自中國內地和香港的CEO、高級行政人員和政府官員，以及超過80位國際傳媒代

表，出席2007年貿發局舉辦的兩次CEO 論壇

貿發局每年製作30份刊物， 以印刷形式出版或 

於網上發佈(或兩者並用)，其中14份是產品雜誌， 

其他則提供不同市場和行業的資訊，出版周期分 

為每月、每半年，以至每年不等。

《香港工商》是貿發局的旗艦刊物，為世界各地

的讀者提供有趣和有用的商貿資訊，早於1976年

面世，2001年成為網上雜誌。《香港工商》推廣

香港是環球商家做生意的理想平台，讀者群包括

250,000多名企業決策者，設有法文及西班牙文的

濃縮版本。

《香港時尚》是一本推廣香港時裝、設計及創意工

業的精美雜誌，每年出版兩至三期。由2007年11月

出版的第二期開始，《香港時尚》重新設計及包裝，

成為內地時尚生活雜誌《新視線》的特刊，隨雜誌

一起發送，令《香港時尚》能送到近200,000名內

地高收入及高品味的讀者手中。

貿發局網上刊物之一《貿發網速遞》，每期發放予

全球300,000名商界人士，備有中英文版，可讓讀

者按照自己的行業和目標市場，選擇所需資訊。

左圖：《香港時尚》是一本推廣香

港創意工業、產品和背後設計師

的潮流刊物，每年出版兩至三次。

今年特別換上全新包裝，成為內

地一份時尚生活雜誌的特刊，送

到接近200,000名內地高收入及

高品味的讀者手中。

右頁，左圖：貿發局展覽會期間天

天出版的《每日展訊》，內容包括

參展商及其特色產品介紹、展覽

會最新活動及情報。

貿發局商貿資訊中心(右頁，右

圖)提供最完備的商貿及市場資

訊，包括超過60個電子資料庫、 

多媒體資源及「中國貿易及投資

資源中心」。想開拓中國內地市場

的港商，亦可使用資訊中心內的

中國商務顧問服務，與專家單獨

面談，聽取他們的專業意見。

商貿資訊唾手可得

專家教路

香港、中國內地和世界各地的中小企，都可以使用

位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貿發局商貿資訊中心， 

取得實用的資訊和寶貴意見。

去年，商貿資訊中心為中小企安排了1,600次與本局

商務顧問面對面諮詢服務，就內地市場策略、政府

條例、海關、知識產權和稅務等不同問題，提供實用

的資訊和建議。這項服務分為中國商務顧問服務和

中小企業諮詢服務，後者集中香港及海外市場， 

而且都是免費的。

商貿資訊中心的顧問團包括中國商務部、上海市 

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及廣東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 

廳的特派員，以及各個行業專家和香港專業協會 

的代表。

除面對面的顧問服務外，商貿資訊中心也舉辦了中

國商貿工作坊系列，主題包括：「如何在內地處理 

商業糾紛」、「強制性3C認証 – 內地玩具產品新

標籤」及「來料加工廠轉獨資公司的程序及注意 

事項」，超過300名中小企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