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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工業協會 2014 年春茗聯誼晚宴
為了進一步加強協會各分部委員的溝通交流、增進友誼，協會於 2 月 18 日舉辦了 2014 年春茗聯誼晚宴。工總劉展
灝主席，副主席兼協會主席林宣武，副主席兼深圳分部主席郭振華、副主席嚴志明、葉中賢博士、總裁蘇家碧以及協會
常委及各分部執委聚首一堂、歡慶馬年。省粵港澳合作促進中心主任朴俊安及省外經貿廳調研員鍾華等官員應邀出席。
兩位嘉賓於席上發言，表示希望加強與港商聯繫交流，共促發展。晚宴安排了一個嘉賓互相認識環節，由各企業代表介
紹公司服務/產品，分享轉型升級的經驗和企業發展情況。有企業表示將工廠搬遷到珠三角以外其他城市，勞工成本降
低，勞動力得到了保障；有企業成功從傳統的包裝業轉型到出版兒童書籍；部分企業將利用傳統的銷售網路結合網購平
台加大力度進軍內地市場；也有企業分享了第二代企業家的傳承經營。蘇家碧總裁在會上介紹工總將邀請實戰專家開展
電子商務課程助推企業內銷。會員企業在是次活動互相交流，傳遞資訊，有利於大家的合作和進一步發展。晚宴在一片
歡笑聲中結束。

嘉賓合照（左起：林宣武、朴俊安、
劉展灝、鍾華、郭振華、呂偉）

嘉賓祝酒

大合唱

海關總署公告 2014 年第 9 號（關於啟用知識產權海關保護系統有關事項的公告）
海關總署近日在原「知識產權海關保護備案系統」
（以下簡稱「原系統」
）的基礎上，開發了「知識產權海關
保護系統」
（以下簡稱「新系統」）
。新系統將於 2014 年 3 月 1 日正式啟用。為保證原系統向新系統的順利過渡，
現將有關事宜公告如下：
一、新系統將實現辦理備案相關事項的全程無紙化。新系統啟用後，知識產權權利人可網上提交備案申請、
備案續展申請、備案變更申請和備案註銷申請等事宜（以下簡稱「備案申請」），無需再向海關總署寄送紙面申請
檔。二、知識產權權利人使用新系統應當事先進行用戶註冊。原系統已註冊用戶仍可使用原用戶名及密碼登陸新
系統。但 2014 年 1 月 1 日前在原系統已註冊用戶，在 2014 年 2 月 17 日前尚未向海關總署提交紙面備案申請且未
繳納備案費用的，應當在使用新系統前重新註冊。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四十四條的規定，沒有
按照規定繳納年費的，專利權在期限屆滿前終止。四、自 2014 年 2 月 17 日 17 時至 2 月 28 日 24 時，海關總署將
進行原系統與新系統之間的數據轉換。在此期間海關總署暫不受理任何備案申請，原系統也將停止使用。
詳情請參閱：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564/info693067.htm 2014/1/27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同意建立促進廣東前海南沙橫琴建設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的函
經國務院同意，建立促進廣東前海南沙橫琴建設部際聯席會議（以下簡稱聯席會議）制度。主要職責包括：
一、統籌協調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建設工作，研究和協調《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
《廣州南沙新區發展規劃》
、
《橫琴總體發展規劃》實施過程中遇到的重大問題，加強對相關政策檔和規劃實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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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指導、監督和評估。二、協調解決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建設中在政策實施、專案安排、體制機制
創新等方面需要中央政府予以支持的事項。三、加強有關地方和部門在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建設中的
資訊溝通和相互協作，及時向國務院報告有關工作進展情況。
詳情請參閱：http://www.gov.cn/zwgk/2014-01/28/content_2577375.htm 2014/1/28

海關總署公告 2014 年第 14 號（關於內銷保稅貨物審價問題的公告）
就海關在審查確定內銷保稅貨物完稅價格時的有關事宜公告如下：
一、海關在審查確定內銷保稅貨物完稅價格時，其質疑、磋商和告知的程式，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審
定進出口貨物完稅價格辦法》的有關規定；二、違反海關監管規定案件的內銷保稅貨物的完稅價格按照《中華人
民共和國海關審定內銷保稅貨物完稅價格辦法》的規定予以審定。本公告內容自印發之日起施行，原海關總署公
告 2005 第 33 號同時廢止。
詳情請參閱：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564/info694233.htm 2014/02/07

海關總署公告 2014 年第 15 號（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進出口報關單填制規範的公告）
為促進通關便利，自 2014 年 2 月 10 日起，根據《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歸類規則，零部件按整機或成
品歸類的進出口商品，其對應《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統計商品目錄》中的法定計量單位為非重量的，應按報驗狀
態申報法定數量，不再填報為 0.1。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進出口報關單填制規範》(海關總署公告 2009 年第 6 號
附件)第三十八條第六項同時停止執行。
詳情請參閱：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564/info694442.htm 2014/02/12

廣東省地方稅務系統稅收優惠管理辦法（試行）
廣東省地方稅務系統稅收優惠管理辦法（試行），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稅收優惠分為審批類稅收優惠
和備案類稅收優惠。納稅人符合稅收優惠條件但未辦理審批或備案手續而未享受稅收優惠的，除稅法明確規定辦
理期限外，可以參照《稅收徵管法》第五十一條規定，自依法應繳納稅款之日起三年內申請補辦稅收優惠審批或
備案手續。涉及退稅的，可以在補辦稅收優惠審批或備案手續後，根據《稅收徵管法》的有關規定申請退稅，但
不加算銀行同期存款利息。
詳情請參閱：http://www.gd.gov.cn/govpub/bmguifan/201401/t20140123_192510.htm 2014/1/07

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轉發省知識產權局關於
促進廣東省知識產權服務業發展若干意見的通知
省知識產權局現就促進廣東省知識產權服務業發展提出以下意見：
一、明確發展目標；二、完善覆蓋全省的知識產權服務體系；三、加大知識產權評估和投融資支持力度；四、
加強知識產權戰略決策分析；五、建立知識產權服務業產業集群和孵化基地；六、推行企業知識產權規範管理和
品牌創建；七、構建知識產權大數據系統；八、探索知識產權保護和管理模式改革；九、健全知識產權維權援助
體系；十、加強知識產權人才培養；十一、加強知識產權服務交流合作；十二、落實相關保障措施。
詳情請參閱：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401/t20140130_464855.html 2014/01/22

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印發珠江三角洲區域大氣重污染應急預案的通知
各地空氣品質預報顯示將發生大氣重污染事件時，當地人民政府必須在兩小時內將相關情況上報省領導小組
辦公室。大氣重污染即將或已經發生時，省領導小組辦公室根據實際情況和工作需要，及時向相關地級以上市通
報大氣重污染事件最新動態，相關地級以上市要及早做好大氣重污染事件應急準備工作。按照大氣重污染事件的
危害程度、範圍，應急回應級別分為Ⅰ級、Ⅱ級兩個等級。
詳情請參閱：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401/t20140130_464859.html 2014/01/28

關於調整中山市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繳費基數的通告
根據《中山市人民政府辦公室關於調整中山市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繳費基數下限事宜的復函》
（中府辦函〔2014〕
32 號）的規定，從 2014 年 3 月 1 日起，中山市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申報繳費基數下限由每月 1,500 元調升至 1,960
元，調整對象包括機關企事業單位參保人員、個體工商戶和靈活就業參保人員。
詳情請參閱：
http://zs.gdltax.gov.cn/portal/site/site/portal/fzgb/zs/nrpage.portal?categoryId=DCUWE7P2MQ8ZXTK69PI19L2D2BGXFMSF&
contentId=FCDZUUH5PI2OYVK8YEV9HMBBVQO3VPGB
2014/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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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惠州產品（濟南）展銷會招展公告
2014 年 7 月 4 日至 6 日在山東濟南舜耕國際會展中心舉辦「廣東惠州產品（濟南）展銷會」。企業可以向所在
縣(區)經信局(商務局、工貿局、經發局)報名參展（參展申請表可於惠州市經濟和資訊化局 http://jxj.huizhou.gov.cn；
惠州產品網上展銷會 http://guangdong.china.alibaba.com/huizhou；惠州產品濟南展銷會官方網站
http://www.zxh.huizhou.gov.cn 下載）
，報名截止日期：2014 年 5 月 5 日。
詳情請參閱：
http://www1.huizhou.gov.cn/pages/cms/huizhou/html/zw/c3a5f35b8df6463698a09d960581951c.html?cataId=bba17c651
b254848011b44810c9b0458 2014/02/07

多數企業開出三至五千底薪招工 需轉型應對用工壓力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表示，目前中國一、二、三產業之間，沿海與內地、大城
市與中小城市之間都在激烈競爭勞動力，每年的節後用工荒都是一次勞動力重新優化配置的過程。破解用工荒，
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使發展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大力加強職業培訓和
創業培訓，通過全面提升勞動者職業素質和就業能力，擴大就業，提高就業品質。而企業自身也應主動應對用工
危機。
詳情請參閱：http://www.gd.gov.cn/tzgd/gdtzdt/201402/t20140212_193530.htm 2014/02/12

朱小丹出席省府推進落實 2014 年深化改革任務工作會議
根據省委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統一部署，今年廣東省由政府部門組織落實的改革任務共 12 部分、40 餘項，
需要研究制定的重大政策性檔、中長期規劃和實施方案 16 項，涉及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構建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
規則、激發市場主體發展活力、推動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增強科技創新機制、創新金融發展機制、深化農村綜合
改革、創新城鎮化發展體制機制、優化對內對外開放格局、推進文化體制機制創新、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化
建設、推進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等方面的內容。
詳情請參閱：http://www.gd.gov.cn/gdgk/gdyw/201402/t20140213_193576.htm 2014/02/13

廣州市堤圍防護費徵收標準 2 月起下調 50%
從 2 月起廣州市堤圍防護費徵收標準下調 50%。堤圍防護費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按市物價局、發改委、財政局、
水務局《關於調整廣州市堤圍防護費徵收標準有關問題的通知》（穗價〔2010〕95 號）規定的各類徵收標準下調
50%，對單個企業按 500 萬元定額封頂，對月營業額二萬元以下的中小微企業和月營業二萬元以下的個體工商戶
免徵。
詳情請參閱：http://gznews.southcn.com/g/2014-01/21/content_90669467.htm 2014/01/28

東莞「10 項增效」扶持加工貿易轉型升級
東莞決定 2014 年在加工貿易領域全面實施「加工貿易增效計劃」—在近日舉行的 2013 年全市外經貿工作總
結會上，東莞印發了《東莞市加工貿易轉型增效計轉型增效計劃》
（以下簡稱《增效計劃》
）
。文件中提出推動加工
貿易產業增量提質、推動加工貿易產業增加值提升、推動加工貿易傳統產業改造等「10 項增效」
（共 40 條具體措
施）
。包括：到 2015 年末東莞建設全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試點城市要取得更大成效，實現規模以上加工貿易企業
工業增加值率年均增長 10%、提高 R&D 水準、建設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支援服務中心等內容。
詳情請參閱：http://www.investdg.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tzdg/pdgxw/201401/718750.htm 2014/01/28

南沙金融創新19條上報國務院 力度向上海自貿區看齊
南沙金融創新「19 條」政策正上報國務院審批，將重點發展國際金融、航運金融、離岸金融等特色金融業，
構建人民幣國際化試驗區，創新政策力度向橫琴、前海、上海自貿區看齊。
詳情請參閱：http://www.gd.gov.cn/tzgd/gdtzdt/201401/t20140128_192903.htm 2014/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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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同意深圳鹽田綜合保稅區申報方案
國務院於 1 月 22 日正式批復同意深圳鹽田綜合保稅區的申報方案。新獲批的鹽田綜合保稅區整合了海關特殊
監管區域的所有功能政策，主要表現為：國外貨物入區保稅、國內貨物入區退稅、園區具備保稅倉儲、國際貿易、
國際分撥、國際中轉、檢測維修、保稅展示、研發製造、港口作業等功能。
詳情請參閱：http://www.toutiao.com/a3080636042/ 2014/02/10

穗11條（段）地鐵全面開建2017年新建成260公里線路
廣州市今年將推進 10 項重點工程，其中地鐵被列為 1 號市政工程、1 號民生工程、1 號廉政工程。隨著新一
輪軌道交通線網建設徵地拆遷工作的基本完成，2014 年將有 11 條（段）地鐵將全面開建。地鐵公司表示，力爭
到 2017 年，新建成 260 公里線路，屆時廣州軌道交通累計開通里程將超過 500 公里。
詳情請參閱：http://www.gd.gov.cn/tzgd/gdtzdt/201402/t20140212_193525.htm 2014/02/12

惠州舉報環境違法獎金提高20倍
新近修改的《惠州市公眾舉報環境違法行為獎勵辦法》(下稱《獎勵辦法》)，將舉報最高獎勵從 500 元一下提
高了 20 倍，最高可達 10,000 元。據悉，通過撥打 12369 專線電話，市民可向環保部門舉報 11 種環境違法行為。
《獎
勵辦法》明確，環境違法可舉報的範圍涵蓋了市內的企事業單位和個體工商戶，與老辦法只能舉報工業企業的規
定相比，舉報範圍大大拓寬。
詳情請參閱：http://gd.qq.com/a/20140212/003622.htm 2014/02/12

深圳已統一城鄉居民養老保險 月均養老金 353 元
深圳市社保局透露，深圳早已統一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深戶參保人參加的是職工養老保險和城鎮居
民養老保險。據介紹，2003 年 10 月，深圳決定將寶安、龍崗兩區農村實行城市化，農村村民轉為城市居民。當
年 11 月，相關辦法實施，原有居民參加本市養老保險。目前，深圳已沒有單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根據《深
圳經濟特區社會養老保險條例》第二條規定，深圳市社會養老保險包括職工社會養老保險和居民養老保險。
詳情請參閱：http://gd.qq.com/a/20140212/004522.htm 2014/02/12

4 月 1 日起 深圳某些人的醫保費由工傷保險基金繳納
從 4 月 1 日起，深圳市認定為一至四級工傷的傷殘退休人員，參加本市基本醫療保險一檔的，將由工傷保險
基金繳納其醫療保險費用。為了維護工傷傷殘人員的合法權益，根據《廣東省工傷保險條例》規定，從 2004 年 1
月 1 日國家《工傷保險條例》實施後，由本市工傷保險基金按月發放傷殘津貼，且已辦理傷殘退休的一至四級工
傷人員，參加本市基本醫療保險一檔和地方補充醫療保險，由工傷保險基金按其傷殘津貼的 11.5%和 0.2%按月繳
費，並享受相應醫療保險待遇。
詳情請參閱：http://city.shenchuang.com/city/20140213/28643.shtml 2014/02/13

拱北關區去年無紙化報關單佔總數 61% 日均 4,380 份居全國前列
據瞭解，去年 7 月，拱北海關通關無紙化改革已實現了在關區各口岸的全覆蓋。在該模式下，拱北海關以企
業分類管理和風險分析為基礎，直接對符合條件的企業通過電子口岸錄入申報的報關單及隨附單證的電子數據，
進行無紙審核、驗放處理。去年，拱北關區的珠海、中山兩市，參與改革的企業猛增到 56,331 家，日均無紙化單
量上升到 4,380 份，全年拱北海關共驗放通關作業無紙化報關單 103 萬份佔報關單總量 61%，這一比例位居全國海
關前列。
詳情請參閱：http://www.zhuhai.gov.cn/xxgk/xwzx/zhyw/201402/t20140213_5500730.html 2014/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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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勞務派遣暫行規定》將於 2014 年 3 月 1 日實施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26 日發布消息稱，
《勞務派遣暫行規定》已於 2013 年 12 月 20 日經人社部第 21 次部
務會審議通過，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主要內容如下：
一、規定明確，用工單位應當嚴格控制勞務派遣用工數量，使用的被派遣勞動者數量不得超過其用工總量的
10%。用工單位在規定施行前使用被派遣勞動者數量超過其用工總量 10%的，應當制定調整用工方案，於規定施
行之日起二年內降至規定比例。用工單位未將規定施行前使用的被派遣勞動者數量降至符合規定比例之前，不得
新用被派遣勞動者。
二、規定明確，用工單位應向被派遣勞動者提供與工作崗位相關的福利待遇，不得歧視被派遣勞動者。勞務
派遣單位跨地區派遣勞動者的，應當在用工單位所在地為被派遣勞動者參加社會保險，按照用工單位所在地的規
定繳納社會保險費，被派遣勞動者按照國家規定享受社會保險待遇。
三、勞務派遣單位未在用工單位所在地設立分支機構的，由用工單位代勞務派遣單位為被派遣勞動者辦理參
保手續，繳納社會保險費。
四、規定還明確，被派遣勞動者在用工單位因工作遭受事故傷害的，勞務派遣單位應當依法申請工傷認定，
用工單位應當協助工傷認定的調查核實工作。勞務派遣單位承擔工傷保險責任，但可以與用工單位約定補償辦法。
五、被派遣勞動者退回後在無工作期間，勞務派遣單位應當按照不低於所在地人民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
向其按月支付報酬。
詳情請參閱：http://gz.bendibao.com/life/2014127/150130.shtml

協會網站 www.prdcouncil.org 於 2013 年 8 月以全新的面貌，為企業和機構提供更多更新的資訊服務，特別是增加
了「發聲與回應」功能，歡迎企業向我們反映營商時遇到的問題。同時，企業可透過這平台推介公司產品和服務，
拓展宣傳管道。廣告客戶可根據公司的需求，選擇相應的廣告投放。廣告具體要求詳見網址：
http://www.prdcouncil.org/index.php/xhdt/xhxx/xhtg/245-2013-08-28-07-53-36
若有興趣投放廣告或有任何查詢，歡迎與珠三角工業協會秘書處聯絡：
廣州：黃杏貞 電話：(86 20) 8956 2390 傳真：(86 20) 8956 2360 電郵：sabrina.huang@fhki.org.hk
江門：尹振傑 電話：(86 750) 356 0823 傳真：(86750) 3560623 電郵： jack.yin@fhki.org.hk
香港：黃婉華 電話：(852) 2732 3108 傳真：(852) 27213494
電郵： camise.wong@fhki.org.hk

「珠三角通訊」是向會員提供的一項資訊服務。歡
迎會員國內/香港員工加入「珠三角通訊」的通訊名
單。請把欲新加入的電郵位址寄送到 prdc@fhki.org.hk
或傳真致﹙852﹚2721 3494 珠三角工業協會收。此外，
為了使通訊辦得更好，歡迎提出您的寶貴意見或建議。

關於提供或更新內地公司聯絡資料的通告
為將資訊及時通知會員，並加強協會與會員之間的
溝通聯絡，使會員更好地享受協會的支援與服務，
希望會員提供/更新香港及國內公司聯絡資料。協會
將妥善管理貴公司提供的聯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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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珠三角工業協會－協會自 2004 年成立以來，開
展了一系列服務及活動，得到了港資企業的熱烈響
應。現在入會年會費只需 1,100 港元；一次性繳納三
年年費為 3,000 港元。網上入會申請：
http://www.prdcouncil.org/index.php?option=com_ckforms
&view=ckforms&id=1&Itemid=6

享受更便利服務—珠三角工業協會設有各地區
支援熱線和電郵（詳見頁尾），會員若遇有商務問
題，請將問題發送到各地郵箱，我們收到後會及時
聯絡相關部門或人員給予受理及回應。

聯絡資料
分部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郵

香港

黃麗萍

﹙852﹚2732 3102

﹙852﹚2721 3494

alice.wong@fhki.org.hk

香港

黃婉華

﹙852﹚2732 3108

﹙852﹚2721 3494

camise.wong@fhki.org.hk

深圳

趙冬梅

﹙0755﹚8218 6550

﹙0755﹚ 8218 6496

alana.chiu@fhki.org.hk

深圳

彭

堅

﹙0755﹚8218 6485

﹙0755﹚ 8218 6496

kevin.pang@fhki.org.hk

東莞

曾

理

﹙0769﹚2276 4501

﹙0769﹚ 2276 4502

davids.zeng@fhki.org.hk

廣州
佛山/肇慶

黃建棟

﹙020﹚8956 2390

﹙020﹚8956 2360

next.huang@fhki.org.hk

中山

楊小惠

﹙0760﹚8861 5387

﹙0760﹚8861 5357

sunny.yang@fhki.org.hk

惠州

呂

﹙0752﹚256 0041

﹙0752﹚256 0045

jane.lv@fhki.org.hk

江門

楊小惠

﹙0760﹚8861 5387

﹙0760﹚8861 5357

sunny.yang@fhki.org.hk

珠海

黃杏貞

﹙020﹚8956 2390

﹙020﹚ 8956 2360

sabrina.huang@fhki.org.hk

潮汕

彭

﹙0755﹚8218 6485

﹙0755﹚ 8218 6496

kevin.pang@fhki.org.hk

潔

堅

免責聲明
「珠三角通訊」是香港工業總會珠三角工業協會為會員提供的資訊服務，旨在向會員介紹協會的活動、最新動態及最新
出台政策法規，資料搜集自有關網站、報刊及其它管道，並僅供參考之用。本協會對因使用、複製或發布該「通訊」而
導致的損失，一概不負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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