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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東莞市領導代表團暨參觀會員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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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門市政企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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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調整重大技術裝備進口稅收政策的通知》

珠江—西江經濟帶有望上升為國家戰略

《關於外貿綜合服務企業出口貨物退(免)稅有關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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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總署公告 2014 年第 20 號(關於正式實施中韓

港澳居民在橫琴工作個稅差額補貼兌現

海關「經認證的經營者(AEO)」互認的公告)
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印發廣東省火災高危
單位消防安全管理規定的通知

廣東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訪談－商事登記及企業融資難

廣東省人民政府關於印發實施粵港合作框架協定
2014 年重點工作的通知

珠三角工業協會網站 新平台 新商機

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印發廣東省 商務廳

加入珠三角工業協會

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 編制規定的通知

關於提供或更新內地公司聯絡資料的通告

《廣東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關於工商登記制度改革
的實施辦法(暫行)》

誠邀加入協會微信平台
珠三角工業協會聯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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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東莞市領導代表團暨參觀會員企業
2 月 21 日，工總主席劉展灝率 40 多名會員代表拜會了東莞市委副書記、市長袁寶成，雙方就加強合作、推
動在莞港企紮根發展深入交換了意見。賀宇副市長、鄧浩全秘書長、葉冠強副秘書長，東莞外經貿局黃冠球局長
和經信局、科技局、財政局、外事局、環保局、東莞海關等多個職能部門領導參加了會見。
袁寶成市長對工總的到訪表示歡迎並介紹了東莞在扶持港資企業加快轉型升級，鼓勵企業紮根東莞長期發展
的政策措施。他指出，面對企業發展困境，近年來，東莞通過降低企業營商成本、為企業提供更好的政務服務和
改善社會環境等，支持企業轉型升級。袁寶成市長強調，東莞會繼續支持港資製造業在東莞經營發展，並將根據
東莞產業特點配套發展現代服務業，希望港企通過政府支持進一步加快轉型發展。
劉展灝主席感謝袁寶成市長的熱情接待，他表示，東莞是港商在珠三角最集中的地區，工總將鼓勵和支持港
商就地轉型升級，並希望東莞政府能提供更多優惠政策，幫助港企轉型升級。會談中，袁寶成市長就工總關心的
招工難、生產自動化改造和清潔生產等問題進行了答覆，並要求相關部門進行對接解決。
會後，工總代表團參觀了偉易達通訊設備有限公司，並與偉易達集團主席黃子欣博士進行座談，深入瞭解港
企轉型升級經驗及探討營運心得。參與是次活動者還包括駐粵辦主任朱經文、工總副主席嚴志明、葉中賢博士、
工總理事張煒傑博士、廣州分部主席譚偉豪博士、東莞分部副主席劉達邦、東莞分部執委勞應海博士、黃日榮、
徐鳴翔博士、陳祖恒、洪啟輝、王博文、陶偉洪及呂偉等。

劉展灝主席送紀念品予東莞政府致

袁寶成市長向工總代表團致送紀念品

代表團與嘉賓合照

惠州分部執委會議聯誼晚宴暨拜會惠州市外經貿局
3 月 4 日，惠州分部舉行執委會聯誼晚宴，會議由主席林長泉主持，秘書長張潤冰、執委洪光椅、林東亮、
朱浴龍、黃運桂、鄧紀文、黃紫虹等出席了是次會議。會上就惠州分部 2013 年工作進行了總結，並討論 2014 年
工作方向和活動計劃，對 2014 年「香港珠三角工商界合作交流會」在惠州舉行事宜進行討論，並就工會經費、
集體工資協商等問題作交流。
3 月 5 日，主席林長泉及秘書長張潤冰、執委朱浴龍及鄧紀文等前往拜會惠州市外經貿局局長王廣軍。雙方
就 2014 年的「合作交流會」進行了溝通和交流，為籌備活動的工作做了良好開端。

舉行惠州執委會會議現場

拜訪外經貿局局長王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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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門市政企交流會
3 月 5 日，協會與江門國際商會、外商投資企業協會、江門市出口產品創意設計協會等機構聯合主辦｢江門市
政企交流會｣。江門市委書記劉海等多位市領導與 200 多名企業家共聚一堂，共商發展。會上，政企雙方進行溝
通交流，彼此交換了對江門發展的看法。劉海書記解讀了 2014 年經濟工作思路，重點介紹了大廣海灣經濟區發
展總體規劃。他指出：今後政府在工作中要致力於幫助江門的企業家們把企業做強，把｢蛋糕｣做大。要加快行業
協會的整合，打造行業聯盟，以此提升江門的行業發展水準。江門副市長吳國傑總結了 2013 年外經貿工作並分
析了今年的發展形勢；江門貿促會會長李漢高介紹了外經貿有關政策。江門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協四大
班子領導、江門相關職能部門等多位領導出席與企業家溝通交流，共促發展。工總理事吳慧君、協會佛山分部主
席鄭麗嬋博士、惠州分部主席林長泉、江門分部副主席馮廣源、秘書長張潤冰等出席了是次活動。
次日，林長泉主席等還拜訪了江門和台山市外經貿局，尋求新的發展商機。

劉海書記發言

協會領導與外經貿局局長周文合照

林長泉主席等拜訪台山外經貿局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 年)，是根據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精神、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
年規劃綱要》和《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編制，按照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鎮化品質的新要
求，明確未來城鎮化的發展路徑、主要目標和戰略任務，統籌相關領域制度和政策創新。
詳情請參閱：http://www.clssn.com/html/Home/report/95587-1.htm
2014/3/17

國務院印發《國務院關於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意見》
國務院印發了《國務院關於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意見》
（以下簡稱《意見》）。人社部
發布消息，經國務院同意，人社部、財政部聯合印發了《城鄉養老保險制度銜接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
辦法》）。《暫行辦法》明確規定，城鎮職工養老保險與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只要滿足一定條件即可自由銜接轉
換，且無論如何轉變，都將個人帳戶全部儲存額隨同轉移，累計計算權益。這是繼國務院統一城鄉居民基本養
老保險制度之後出台的又一項重要政策，主要是解決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與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兩大制度
的銜接問題。
詳情請參閱：http://www.jy510.com/a/gwyzc/2014/0303/10625.html
2014/3/3

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布《關於加快推進工業強基的指導意見》
工業和信息化部 2 月 14 日發布《關於加快推進工業強基的指導意見》（工信部規〔2014〕67 號），提出加
快推進工業強基，提升關鍵基礎材料、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先進基礎工藝、產業技術基礎（簡稱工業
「四基」）發展水準，夯實工業發展基礎，推進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變。
詳情請參閱：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2843926/n13917012/15906741.html 201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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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調整重大技術裝備進口稅收政策的通知
根據近年來國內裝備製造業及其配套產業的發展情況，在廣泛聽取產業主管部門、行業協會及相關企業等
方面意見的基礎上，決定對重大技術裝備進口稅收政策有關規定和目錄進行調整。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執行，
符合規定條件的符合所列裝備或產品而確有必要符合相關條件的進口所列商品，免徵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
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對相關所列項目和企業進口本通知《不免目錄》中設備，一律照章徵收進口稅收。
詳情請參閱：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2843926/n13917042/15903564.html
2014/2/28

關於外貿綜合服務企業出口貨物退(免)稅有關問題的公告
外貿綜合服務企業以自營方式出口國內生產企業與境外單位或個人簽約的出口貨物，同時具備相關要求
的，可由外貿綜合服務企業按自營出口的規定申報退（免）稅，外貿綜合服務企業是指：為國內中小型生產企
業出口提供物流、報關、信保、融資、收匯、退稅等服務的外貿企業。
詳情請參閱：http://www.chinatax.gov.cn/n2226/n2271/n2272/c670348/content.html
2014/2/27

海關總署公告 2014 年第 20 號（關於正式實施中韓海關
「經認證的經營者(AEO)」互認的公告）
中韓兩國海關正式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和大韓民國關稅廳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企業分類
管理制度與大韓民國進出口安全管理優秀認證企業制度的互認安排》
。近日，兩國海關完成了互認正式實施前
的試點工作，並決定自 2014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該互認安排。雙方海關相互給予對方 AEO 企業的進口貨物
如下通關便利措施：降低進口貨物查驗率；簡化進口貨物單證審核；進口貨物優先通關；設立海關聯絡員，協
調解決企業通關中的問題；非常時期的優先處置。
詳情請參閱：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564/info697981.html
2014/3/5

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印發廣東省火災高危單位消防安全管理規定的通知
通知規定了相關列為高危火災場所的條件，並明確火災高危單位應建立健全消防安全管理組織機構，確定
一名單位負責人作為消防安全管理人，層層簽訂責任書，落實消防安全責任制。每季度開展一次消防安全自我
評估，每年委託具有資質的機構開展一次消防安全評估，並在每年度 12 月 10 日前將年度評估報告報當地公安
機關消防機構備案。
詳情請參閱：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403/t20140312_484280.html 2014/3/6

廣東省人民政府關於印發實施粵港合作框架協定 2014 年重點工作的通知
通知提出支持企業跨境貿易以人民幣計價，鼓勵廣東駐港企業、外貿企業以及廣東企業與香港關聯公司之
間的交易使用人民幣計價。繼續支援在粵的港資加工貿易企業轉型升級和開拓內銷市場，實施《廣東省推進加
工貿易轉型升級三年行動計劃（2013-2015 年）
》
。完善粵港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專題專責小組機制，保持兩地政府
密切聯繫，共同探討支持業界的措施。
詳情請參閱：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402/t20140226_480389.html 2014/2/21

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印發廣東省商務廳主要職責內設機構
和人員編制規定的通知
《廣東省商務廳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已經廣東省政府批准印發。這意味著，廣東省商務廳
正式成立，原廣東省外經貿廳將在保持原有職責的基礎上，增加原屬於廣東省經信委的商貿流通管理、經濟協
作職能。在職責調整方面，將原省外經貿廳職責劃入省商務廳；將省經信委的商貿流通管理、經濟協作職責劃
入省商務廳；根據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要求需要調整的其他職責。
詳情請參閱：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402/t20140226_480389.html 2014/2/21

廣東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關於工商登記制度改革的實施辦法（暫行）
實施辦法規定公司實行註冊資本認繳登記制，公司的實收資本不作為工商登記事項。公司申請登記時，無
需提交驗資證明，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除法律、行政法規、國務院決定對特定行業註冊資本最低限額另有規
定的外，取消限制。營業執照「經營範圍」欄統一括弧標注「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
展經營活動」
。辦法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詳情請參閱：http://www.gd.gov.cn/govpub/bmguifan/201403/t20140314_195050.htm 201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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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3 月 13 日閉幕
一年一度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3 月 13 日閉幕，為期九天的會議主要是支持共產黨加快經濟改革的政策。
會議通過了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並批准 2014 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將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確定為與去年相
同的 7.5%。政府工作報告強調了切實治理嚴重大氣污染等環境問題的姿態。民眾抱怨極大的官員腐敗問題也將
受到嚴厲處理。
詳情請參閱：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4/0314/360401.shtml#g360165=1 2014/03/14

全國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閉幕
3 月 12 日，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完成預定的各項議程，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幕。 會議共收到提案 5,875
件，經審查，立案 4,982 件。提案重點聚焦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強污染防治和生態文明建設，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等方面建言獻
策。其中，委員們提交的推進城際列車公交化，整治客貨運車輛嚴重超速、超員、超限超載行為，落實強制安
裝安全防護欄要求減少交通安全隱患，突破快遞末端派送「最後一公里」等涉及交通運輸領域的提案，對加快
「四個交通」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詳情請參閱：http://jt.chinadaily.com.cn/jtyw/2014-03-13/515867.html 2014/03/13

李克強：今年將取消 200 項審批事項 建權力清單制度
李克強：深入推進行政體制改革。進一步簡政放權，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
事項 2OO 項以上。深化投資審批制度改革，取消或簡化前置性審批，充分落實企業投資自主權，推進投資創業
便利化。確需設置的行政審批事項，要建立權力清單制度，一律向社會公開。清單之外的，一律不得實施審批。
全面清理非行政審批事項。
詳情請參閱：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2014lianghui/content-3/detail_2014_03/05/34439396_0.shtml 2014/03/06

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於 3 月 15 日起實施
通過網購等方式購買的商品，消費者有了「七天後悔權」
，但也列明瞭四種不宜退貨的情形：消費者定做
的；鮮活易腐的；線上下載或者消費者拆封的音像製品、電腦軟體等，交付的報紙、期刊；其他根據商品性質
並經消費者在購買時確認不宜退貨的商品，不適用無理由退貨。同時，退貨的商品應當完好，但包裝可以拆封。
消費者還需要為「反悔」買單，承擔退貨運費
詳情請參閱：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4-03/17/content_7283113.htm 2014/03/17

商務部長確認廣東申報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
高虎城在全國兩會記者會上說，建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大家非常關注的熱點，包括廣東等一些地區也
提出了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申請，商務部已經與有關部門和相關省區市有密切的聯繫和溝通。另據《羊城晚
報》報導，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徐少華前天在接受採訪時稱，廣東申報自貿區的涵蓋範
圍是南沙、橫琴、前海以及廣州白雲國際機場的保稅區共四個區域，具體名稱還沒獲批。
詳情請參閱：http://gd.qq.com/a/20140308/004146.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 2014/03/10

省域經濟競爭力江蘇首超廣東排第一
2014 年《中國省域競爭力藍皮書》6 日在北京發布。該份藍皮書顯示，在中國省域宏觀經濟競爭力排名中，
江蘇首次超越廣東居第一位。據統計，2012 年全國經濟綜合競爭力處於上游區(1 至 10 位)的依次是：江蘇、廣
東、北京、上海、浙江、 山東、天津、遼寧、福建、四川，與 2011 年相比，廣東和江蘇的排名發生了對調。
詳情請參閱：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4-03/07/content_20319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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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合作聯席會議部署落實推動前海南沙橫琴新區發展
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 19 次工作會議 10 日上午在香港特區政府總部舉行。會議由廣東省副省長招玉芳與香
港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共同主持。會議就今年粵港合作定下的 100 項合作重點工作做了階段性總結，並就
推動前海、南沙、橫琴三個新區的發展，加速實現兩地服務貿易自由化進行了技術層面協商。會上，林鄭月娥
和招玉芳簽署了落實《框架協議》的《2014 年重點工作》。
詳情請參閱：http://www.tetimes.com/content/2014-03/11/content_9202674.htm 2014/03/11

粵外貿前兩月降15.3%
海關廣東分署 17 日發布最新一期廣東外貿統計資料。2014 年前兩個月，廣東外貿進出口總值 8,905 .7 億元
人民幣，比上年同期(下同)下降 15.3%，同期全國增長 0 .9%，佔同期全國外貿總值的 23%。其中，出口 5,239 .8
億元，下降 14.2%；進口 3,665.9 億元，下降 16 .9%；順差 1,573 .9 億元，收窄 7 .3%。值得注意的是，進入 2014
年，廣東外貿數據已連續兩月同比均出現下降。
詳情請參閱：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4-03/18/content_2037775.htm
2014/03/18

汽車製造業生產提速，通信電子、電氣機械行業增幅有所放緩
廣東規模以上工業生產增幅比上年同期小幅回落。省統計局 17 日發布的資料顯示，1-2 月規模以上工業生
產累計完成增加值 3,501.86 億元，同比增長 7.8%，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 0 .5%，比上年末回落 0 .9%。其中工業
出口增幅延續上年震盪走低的態勢，增速進一步放緩。從幾大支柱行業來看，汽車製造業生產提速，通信電子、
電氣機械行業增幅有所放緩。
詳情請參閱：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4-03/18/content_2037774.htm 2014/03/18

珠江—西江經濟帶有望上升為國家戰略
相關規劃已上報國家，在國務院七個計劃審批的區域發展規劃中排名第一。廣州、佛山、肇慶、雲浮四市
納入規劃範圍。2012 年，四市面積合計 3,3911 平方公里、佔全省 18.9%，人口合計 2,650 萬、佔廣東省 25%，
GDP 合計 22,274 億元、佔廣東省 39%。
詳情請參閱：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4-03/18/content_7283603.htm 2014/03/18

粵新業態企業成經濟增長新極
來自廣東省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13 年，廣東省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2,5453.93 億元，同比增長 12.2%，
增幅同比提高 0.2%。消費數據的看好，與廣東出台一系列具體政策措施密不可分。這一年，廣東堅持開展「廣
貨全國行」
、
「廣貨網上行」等活動，積極擴內需、促轉型，推動廣貨「觸網」促銷，力推電子商務這一新興業
態的發展，使得一批新業態企業得以迅速成長。
詳情請參閱：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4-03/14/content_7282819.htm 2014/03/14

粵全面深化價格改革 將重點推進居民階梯水價氣價
19 日，廣東省發展改革系統黨風廉政建設暨價格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會上提出，加快資源環境價格改革，
構建充分反映市場供求、資源稀缺程度、生態環境損害成本和修復效益的價格形成機制，對於調結構促轉型具
有重要作用。要積極運用價格杠杆，推動形成有利於促進自主創新和內生增長的價格機制和利益導向，釋放經
濟增長新動力。同時，要加大清費治亂減負力度，力促營商環境優化。
詳情請參閱： http://news.southcn.com/g/2014-03/20/content_95415187.htm 2014/03/20

港澳居民在橫琴工作個稅差額補貼兌現
據瞭解，為吸引港澳高端人才到橫琴創業和發展，進一步促進內地與港澳經貿交流和人員往來，經國務院
批復同意對在橫琴工作的香港、澳門居民實際繳納的個人所得稅稅款與其個人所得按照香港、澳門地區稅法測
算的應納稅款的差額給予補貼。在橫琴實際繳納的個稅與其按港澳稅法測算的應納稅款的差額將可獲得全額補
貼。3 月 19 日，該項政策正式落地兌現，橫琴新區成為全國首個對港澳居民實行個稅補貼的地區。
詳情請參閱：http://news.southcn.com/d/2014-03/20/content_95410999.htm
2014/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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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訪談－商事登記及企業融資難
問：廣東省商事登記改革後，在加強企業後續監管方面，工商部門有哪些具體措施呢？
答：廣東商事登記改革後，實行「寬進嚴管」。
「寬進」以後就是「嚴管」
，為落實「寬進嚴管」
，實現商事
登記制度實施後對市場主體的加強管理，目前制定了如下措施：
（一）建立「誰審批誰監管」的行業監管體制機制，強化部門協同監管。按照「誰審批、誰監管」和行業歸
口管理的原則，進一步釐清各部門監管職責，經營專案涉及多個部門審批的，各許可審批部門依據法律法
規的規定，履行各自職責範圍內的監管責任；對沒有領取營業執照擅自從事一般經營專案的，由商事登記
部門負責監管查處，對應當取得而未取得許可審批擅自從事相關經營活動的，由許可審批部門負責依法予
以查處；對於應當具備特定條件的住所(經營場所)，或利用非法建築、擅自改變房屋性質等從事經營活動的，
由國土、規劃、建設、房屋管理、消防等部門依法管理。
（二）改革工商企業年度檢驗制度。將年檢驗照制度改為商事主體年度報告備案，商事主體通過業務平台每
年向商事登記機關提交年度報告，申報登記備案事項變化情況、公司股東（發起人）繳納出資情況、資產
狀況等，企業足不出戶就可以完成整個年報工作。工商部門將企業的年報資料，通過信用資訊公示平台對
外公示，加強引導規範企業重視信用，主動履行法律責任和義務。
（三）實行企業經營異常名錄製度。工商部門設置經營異常名錄，對於存在不按規定申報年度報告、未在核
准住所從事經營活動的和登記（備案）事項發生變化未及時辦理變更登記（備案）等違法行為的企業，載
入經營異常名錄，通過公示平台對外公示，並納入信用監管系統，實施信用約束管理，限制其辦理登記、
年報和獲得良好信譽的活動。
（四）加快資訊平台建設，強化信用監管。實行公司註冊資本認繳登記的「寬進」制度，配合實施市場主體
登記資訊公示，才能強化社會監督，防止認繳濫用，保護交易安全。
問：在商事登記資訊平台上，企業的資質資訊、年檢情況和企業信用這些資訊，是否都可以查詢到？
答：是的。目前的網站可以為群眾提供企業基本登記資訊的查詢。企業信用資訊網開通使用後，還將實現
三大效果：
一是彙集全省企業資訊，便利群眾查詢。長期以來，企業信用資訊的開放程度相對較低，群眾要瞭解企業
情況，需要到工商窗口查詢。而信用網對全省企業資料進行有效整合，突破地域限制，只需輸入相關企業名稱，
手指輕輕一按，就可以知道企業登記資料、信譽及有無違法行為等，誠信狀況一目了然。
二是強化信用約束，優化社會管理。信用是社會管理的重要手段，信用資訊公示是企業信用體系建設的重
要組成部分，根據廣東省《企業信用資訊公開條例》和工商總局《企業信用分類監管的辦法》，工商部門依法
有序地公示企業基礎資訊、良好資訊、違法資訊，有效落實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制度。
三是支撐商事登記，建立現代化監管制度。信用約束手段是商事登記改革的一大創新，是「寬入」之後「嚴
管」措施的重要手段。商事登記制度將在全省分步實施，建設企業信用平台，大力構建信用監管體系，改變過
去的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實施監管，更加注重運用資訊公示、資訊共用和信用約束，推動強化社會監督、部門協
同監管，和促進商事主體自律自治，有效提高監管效能，為群眾創造更加公平有序的市場環境。
問：獲得「實用新型專利」開辦公司時，有沒有優惠政策？
答：專利資格屬於國家承認和保護的智慧財產權，根據有關法律和政策規定，工商部門在辦理企業登記時，
允許使用專利資格等智慧財產權作為非貨幣出資。享有專利資格的個人或企業可以通過資產評估公司對專利進
行估價，就可以作為註冊資本進行登記了。
問：工商部門在鼓勵創業，擴大融資管道，幫助企業解決融資難方面還有其他一些具體措施嗎？
答：除了「實用新型專利」
，工商部門還允許公司股東還可以將股權、債權、智慧財產權、非專利技術等
可以用貨幣估價並可以依法轉讓的非貨幣財產作價出資，拓寬企業投融資管道，提高資本的運行效率。比方說
「股權出資」：投資人可以將其持有的有限責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權作價出資，投資設立新公司或擴
充被投資公司的註冊資本。還有「債權轉股權」：債權人可以將其依法享有的對在中國境內設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債權，轉為公司股權。
另外，工商機關通過為企業辦理股權出質登記、商標專用權出質登記（總局商標局登記）
、動產抵押登記，
作為出質人獲得貸款的擔保，都能夠起到緩解企業資金壓力作用。同時，也鼓勵發展融資擔保機構、小額貸款
公司，為中小企業提供更多的融資管道。
詳情請參閱：http://app.gd.gov.cn/live2/client/olclient.htm?skin=../skin/gov.swf&id=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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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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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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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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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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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出臺政策法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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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