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日至 3 月 2 日 2022 年度「最佳中小企業獎」、「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及
「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現已接受報名 

   詳情請向秘書處查詢 

各位會員：  
 
落筆之際，香港正迎來第五波疫情，確診⼈數多日破百，限聚令進⼀步收緊，

不少中小企業盼望農曆新年能延續去年第四季度小陽春的希望破滅，⼀衆中

小企業苦不堪言。 
 

變種病毒的傳播力固然驚⼈，但各種防疫措施例如限聚令、關閉處所等措施，

對面向本地市場中小企業來説更爲驚⼈，甚至致命。 
 

對於⼀衆以海外市場爲主的香港中小企業，雖然香港的出⼝在 2021 年錄得

理想增幅，但整體狀況仍未回到疫情前的水平，加上疫情持續下，為對全球

貿易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其中物流瓶頸和運輸成本上升等問題，包括貨運

延誤、港⼝關閉或堵塞的情況不斷出現，加上海運需求激增導致費用暴漲，

都令以出⼝業務爲主的香港中小企業大失預算而造成損失。 
 

對於⼀眾在内地設有廠房的香港中小企業東主來説，雖然内地疫情受控，特

區政府有 「回港易」安排，但由於香港疫情⼀直未能受控，導致内地與香港

⼀直未能正常通關。每次進入内地接受介乎 14 至 21 天的隔離，除大大增

加中小企業東主及管理層每次往返内地的時間及隔離住宿成本外，更衍生不

少家庭問題。 
 

本會作爲香港中小企業界的代表團體之⼀，⼀直在香港中小企業面對困難的

時刻致力為業界爭取權益，去年政府順應本會要求推出「消費券計劃」，向

逾 630 萬名成功登記⼈士發放總額約 300 億元的消費券，根據特區政府數

據顯示，去年第三季食肆總收益價值在低比較基數下按年上升 43.9%，而同

季私⼈消費開支按年也錄得 7.1%增⻑，可⾒消費券計劃有助帶動本地消費

氣氛，達致預期效果。 
 

 

續下⼀⾴ 

JAN, 2022 



 

 

 

 

 

 

但與此同時，亦有會員向本會反映，由於大型連鎖店在消費券推出期間，紛

紛推出各項優惠「吸客」，對採購議價能力有限的中小企業來説，他們未能

跟隨連鎖店推出優惠向客戶提供相應優惠，相對削弱消費券對他們的幫助，

至於部分以出⼝業務爲主的中小企業則表示，由於收入來源非以本地市場爲

主，故此消費券的推出並未能幫助他們提高收入。 
 

再者，特區政府在多輪資助下財政儲備持續下跌亦值得社會關注。故此，雖

然本會認爲新⼀輪「消費券計畫」有助刺激整體經濟，但特區政府推出新⼀

輪抗疫基金資助的同時，應以提高資助效益為目標，故此本會於早前向特區

政府提交的預算案建議中提出以配對⽅式發出電⼦消費券，例如市⺠每消費

1 元，可獲⼀元的電⼦消費券，配對上限仍為 5,000 元，以此進⼀步刺激市

⺠的消費意欲，亦可將政府資源發揮最大效益。至於消費數據例如消費項目、

金額及地區等，亦應在政府平台公開，令更多企業能根據數據調整銷售策略，

爭取商機。 
 

另外，不少香港中小企業在疫情下飽受業務減少帶來的損失，在連鎖反應下，

不少向本地企業提供服務的中小企業也受到影響，本會亦建議特區政府可向

本地合資格的中小企業發放每月 5,000 元，為期半年的「企業電⼦消費券」，

用於支付企業日常營運開支如辦公室用品採購，生財工具採購等，減輕企業

的營運負擔。 

除此以外，本會亦向特區政府提出多項建議，包括緩繳暫繳稅項、進⼀步加

快政府審批中小企業申請資助的進度、為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及中小企融

資擔保計劃提供還款假期等。 
 

為保持財政穩健，本會亦建議特區政府在財政狀況尚在健康狀態的時候發行

債券，將融資所得投放於創新科技、交通基建等具⻑遠投資價值的項目，以

保留更多資源應對中短期在抗疫⽅面的開支，使特區政府在財政儲備的運用

上更具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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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香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本會相信香港中小企業均樂⾒特區政府推出

更多幫扶措施，支援中小企業渡過眼下難關。不過與此同時，本會更相信絕

大部分的香港中小企業其實更希望有⼀個更健康的市場環境，從而爭取更多

商機，故此本會促請特區政府採取更加強而有力的措施遏制疫情，令特區政

府承諾的「動態清零」得以兌現，早日恢復與內地正常通關，提振旅遊業，

為香港中小企業創造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最後，在金虎年來臨之際，本⼈謹代表商會仝仁，祝願香港新⼀年「虎進金

來」，各位會員身體健康、家庭幸福！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會⻑ 

 
 
 
 

 
會⻑  周嘉弘  謹啟 
 

編撰小組 
顧問：陳國威、吳宏斌、丁鐵翔、林國良、巢國明 
主編：林汛玲 
撰寫：黎綺婷 
美術：黎綺婷 

秘書處職員 
總經理：          林汛玲 (Pion) 
高級活動策劃主任：黎綺婷 (Hetty) 
活動策劃主任：    盧欣欣 (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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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 日 –「開心工作間」標誌頒發典禮 2021  
開心工作間推廣計劃由香港提升快樂指數基金主辦，並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執行，香港品牌發展局擔

任支持機構之一。宗旨在於提升香港企業及機構對「開心工作間」的認同感，共同提高香港人的工作快

樂水平。當日假香港麗港酒店舉行,本會會長周嘉弘以支持機構身份出席,以及獲頒「開心工作間」標誌。 
 

 
    

9 月 8 日 – 香港貿發局_香港鐘表展 2021 開幕典禮 

由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表廠商會有限公司與香港鐘表業總會有限公司合辦的第 40 屆香港貿發局香港

鐘表展和第 9 屆國際名表薈萃，於 9 月 3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舉行，合共吸引約 4,900 名業內

買家及逾 2.36 萬名公眾人士入場觀賞及選購名表。本會會長周嘉弘亦榮幸獲邀出席開幕典禮。 



 

 
9 月 9 及 16 日 – 2021「中小企攻略訪問」 
本會製作名爲《中小企攻略》錄影節目，每集均透過本會 Youtube 平台及 Facebook 平台發放. 是次

錄影為 2021 年度之「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及「最佳中小企業獎」得獎企業,更首次 Crossover 拍檔獎

及中小企業獎企業拍攝,一同分享營商經驗及策略,務求為大家帶來新沖擊及啟發. 

 



 

 
9 月 23 日 –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_香港星級品牌 2020-2021 頒獎典禮 
由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主辦，香港貿易發展局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協辦,為表揚本地企業在積極發展下

創建香港星級品牌，並將其成功個案與社會各界分享，藉以鼓勵有志創業人士及年青一代建立可持續發展

的自家品牌，同時加強香港企業與各地企業之間的交流，打造更多高質量和高效益的產品及服務。本會會

長周嘉弘亦以支持單位身份出席頒獎禮。 
 
 
 
 

 
 
 
 
 
 

9 月 23 日 –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_第十二屆會董就職典禮創會二十五周年

會慶 
本會會長周嘉弘、永遠榮譽會長兼常務顧問陳國威及副會長兼秘書長王廣漢,於 9 月 23 日代表本會出席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第十二屆會董就職典禮創會二十五周年會慶，假香港麗思卡爾頓酒店舉行，場

面熱鬧。 
 



 

 
9 月 27 日 – 香港中華總商會_香港工商界同胞慶祝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2 周年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 
香港工商界同胞慶祝國慶籌委會今天(27 日)假港島香格里拉大酒店舉行「香港工商界同胞慶祝大會，慶

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2 周年暨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署理行政長官李家超、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譚鐵牛、駐港國安公署副署長李江舟、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楊義

瑞、解放軍駐港部隊副司令員譚志偉、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以及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擔任主禮嘉賓，聯同籌

備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工商及社會各界友好逾 350 位嘉賓共同為國慶與黨慶送上祝賀。本會會長周嘉

弘亦獲邀出席慶祝大會。 
 
 
 
 
 

10 月 1 日 –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2 周年升旗儀式暨國慶酒會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政府高層官員十月一日（星期五）

出席升旗儀式和國慶酒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七十二周年。升旗儀式上午八時在灣仔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會展）外的金紫荊廣場舉行。升旗儀式結束後，

特區政府在毗鄰金紫荊廣場的會議展覽中心三樓大會

堂舉行國慶酒會，特首為酒會主禮。本會會長周嘉弘亦

榮幸獲邀出席升旗儀式暨國慶酒會。 

 



 

 
10 月 5 日 – 積金局_2020-21 年度「積金好僱主」嘉許計劃 – 嘉許典禮暨疫

後營商分享會 
積金局於 2021 年 10 月 5 日舉行 2020-21 年度「積金好僱主」

嘉許典禮暨疫後營商分享會，表揚本年度獲嘉許的 1,740 間機

構。活動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及勞工處處長孫玉菡

先生擔任主禮嘉賓。當日有逾 200 位嘉賓現場出席，包括積金

好僱主、支持機構的代表，以及業界人士等。本會會長周嘉弘

亦代表本會出席嘉許禮。 
  

 
 
 
 

10 月 10 日 – 香港咖啡紅茶協會_金茶王 (港式奶茶) 大賽 2021 
「香港咖啡紅茶協會」成立的目的為聯結咖啡和紅茶從業

員、業界人士、商家及愛好者提供一個廣闊的交流平臺、

提昇會員及行業的水平，幫助增加及維護其在市場的競爭

力。第 13 屆國際金茶王大賽以「非遺耀國際 創意展灣區」

作比賽主題，新增《大灣區金茶王大賽 2021（港式奶茶）》，

希望令更多人認識香港獨特的奶茶文化。本會副會長兼財

務長劉定志亦代表本會應邀出席。 
 
 
 
 
 
 



 

 
10 月 26 日 – 2021 年「友商有良」嘉許典禮(網上直播) 
由本會創立之「友商有良」嘉許計劃，2009 年開始，今年已踏入第 12 年，一直以來都得到各界商

會的支持。為鼓勵本地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聘用及提供實習機會予本地院校學生及畢業生，使他

們可累積工作經驗，培養積極正面的工作態度，以提升他們在市場上之競爭力。計劃為更好地表揚

關心社會的企業，自 2014 年起，更把聘請類別擴展至殘疾人士、再培訓人士、資歷架構人士、更

生人士、退休人士及少數族裔，從而傳達香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信息，建立共融社會。今年參加

企業近 500 間，獲此佳積，感謝各方嘉賓、商會、機構、院校及企業多年來的大力支持。 

 
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社會經濟出現下行情況。為表揚在此「疫」境中仍增聘僱員之企業， 

繼續特別為今年增設了「增聘全職或兼職僱員」項目，合資格之企業同樣獲得「友商有良」嘉許殊

榮。 

本會於 2021 年 10 月 26 舉行了【2021 第十二屆「友商有良」嘉許典禮】網上直播，亦非常榮幸，

早前能拜訪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 GBS, JP 辦公室作拍攝錄影並於當日播放，鼓勵及讚揚

各企業之社會共融精神。當日除宣讀獲嘉許企業外，更舉行了分享會，邀請了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

司僱主代表及職業訓練局畢業生校友代表(共 3 位代表)，分享當中經驗及得著，令網上出席者更了

解聘用不同類別人士的相關資訊。 
 



 

 
10 月 28 日 – 渣打香港中小企領先營商指數《中小企業復甦之路‧優化行業新

趨勢》網絡中小企智囊論壇 
本會周嘉弘會長以支持機構身份應邀出席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生產力局）與渣打銀行（香港）於 10 月 28 日舉辦之《中

小企復甦之路 · 優化行業新趨勢》中小企智囊論壇 2021。全

球消費行為及營商模式在 2019 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下面臨前

所未見的 變化，因此論壇將聚焦討論如何透過數碼科技，實

現創新及可持續發展的業務，迎接新機遇。 
 

10 月 30 日 – 我們單車節「希望之聲」籌款 
本會「一路愛單車隊」於 2021 年 10 月 30 日，舉行了一項名為我們單車節「希望之聲」籌款，當日共

40 位單車好手一同騎行 40 公里，並籌得港幣約$104,900 元予「香港希望之聲少兒慈善基金會」。 

「希望之聲」為基層家庭兒童提供免費的音樂培訓機會。讓

受惠兒童參與少兒弦樂團和合唱團的活動形式，通過小組學

習和團體訓練，培養他們對音樂的興趣；教育他們樹立良好

的個人品格；讓他們在踏足表演舞台的歷練中提升個人的自

信和質素，得到成功的喜悅和精神的富足，使他們可以在看

到自己的希望中追求積極的人生。 
 



 

11 月 16 日 –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_二十五周年慶典及第十四屆理事會就

職典禮暨 2021「最佳中小企業獎」、「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及「鵬程中小企

青年創意創業獎」頒獎典禮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二十五周年慶典及第十四屆理事會就職典禮

暨 2021「最佳中小企業獎」、「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及「鵬程中小

企青年創意創業獎」頒獎典禮已於 11 月 16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新翼會議廳舉行。 

今年大會口號為「同舟互勉迎銀禧  科創興業再傳奇」。當天大會邀

請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 , 大紫荊勳賢 , 

GBS, MH, JP、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大紫荊勳賢，GBS，MBE，JP、中

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協調部徐小林副部長、中

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國際組織部王琪主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

百里, JP、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處孫玉菡處長、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秘書長(工商)何小萍女士, JP 及

工業貿易署署理副署長衛懿欣女士及多位政府與商界精英撥冗到賀。當晚陣容鼎盛，冠蓋雲集，場面盛

大。 
 
 
 
 
 
 
 
 
 

 
 
 
 
 
 



 
 
 
而今年在完善選舉制度之中，選舉委員會中特別開設了「中小企業界」界

別分組，令中小企業的聲音得以透過選舉委員會這個平台表達。本會亦有

幸成為表列團體之一，連同會長及其餘四位總商會成員有幸成為「中小企

業界」的選舉委員，將會無負各位的重托，積極為香港中小企爭取應有權

益。除此之外，在成立 25 週年的大日子，對商會來說亦有另一個重要意

義，商會自置的永久會址，在籌備超過十年之後終於在今年落實了，位於

紅磡商業中心的新會址，除了辦公設施之外，亦具備多功能會議室，以履

行職責及提供更好的配套。 

 
「中小企奬」頒獎典禮共頒發了 57 個「中小企奬」，當中包括 19 個「中小企業最佳拍檔金奬」、7 個「中

小企業最佳拍檔奬」、18 個「最佳中小企業奬」及 13 個「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奬」。今年繼續設有

「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大奬」，由評審於獲獎企業中，選出一名最具創新意念及可持續發展的企業，

可額外獲獎金港幣$20,000 元正。 

2021 年度「最佳中小企業獎」、「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及「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 

得獎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中小企業最佳拍檔金獎」 

1. 德國寳(香港)有限公司 

2. 恒生銀行有限公司 

3.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4. 職業訓練局 

5. 香港生産力促進局 

6. 香港理工大學 

7.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8.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9. 公司註冊處 

「最佳中小企業獎」 

1. 星妍國際有限公司 

2. 歐達家具有限公司 

3. 沛達管綫及專業測量有限公司 

4. 中大中鳴(香港)有限公司 

5. 香港攀石訓練學會有限公司 

6. 同昌環保顧問有限公司 

7. MCL品牌策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8. 派概念設計有限公司 

9. 信華集團有限公司 



 
 
 

10.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11.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12.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13. BCT 銀聯集團 

14.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15. 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16.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17. 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 

18.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 

19. 香港郵政 
 

「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 

1.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2.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3. 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4. 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5. Federal Express (Hong Kong) Limited 
6. 新世界設施管理有限公司 

7. AXA 安盛 

 
 

10. 智能電子鎖有限公司 

11. 東華搬屋服務有限公司 

12. 雅士能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13. 盛德樂電子有限公司 

14. 美味棧國際有限公司 
 

「中小企業奮鬥精神獎」 

15. 聰誠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16. 進業清潔器材有限公司 

17. 名策專業商務有限公司 
18. OWL SQUARE GROUP HOLDING LTD 

「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大獎」 

1. 覓光遠程醫療有限公司 
 
「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 

1. ARICAL LTD. 
2. 朝創科有限公司 
3. BOARDWOOD INNOVATION LTD. 
4. 小君子有限公司 
5. JPER TECHNOLOGY LTD. 
6. MARKET MAKER LTD. 
7. MIDAS FMS LTD. 
8. 樂旼共融教育有限公司 

9. 星格創意藝術有限公司 

10. 天盛道場 

11. 研先創展有限公司 

12. 永續生活有限公司 
 

 
 
 
 
 
 



 
  

「中小企業最佳拍檔金獎」及「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得獎企業 
 

「最佳中小企業獎」得獎企業 
 

 
「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得獎企業 

 



 

 
11 月 24 日 – 中華電力「Smart Energy Award 

Ceremony 2021」 
中華電力於 11 月 24 日舉辦了創新節能企業大獎頒獎禮，此獎項

為表揚在節能及能源管理方面有卓越成就的香港機構，評審團從

630 多個參與單位中選出 49 間節能表現突出的獲獎機構。本會

周嘉弘會長亦應以支持機構身份應邀出席頒獎禮。 
 

11 月 26 日 – 香港醫護學會_最受醫護人員歡迎健康品牌大獎 2021 
香港醫療護理發展協會與醫護組織及專家，舉行「醫護之選-健

康品牌成就大獎」，透過不同媒體及平台，以鼓勵及表彰企業過

往一年於健康領域及推動健康文化的貢獻，推動公司持續發展

及健康品牌在業界的地位。本會周嘉弘會長亦應邀出席頒獎禮。 

11月 26日 – 香港珠寶製造業廠商會_【第十七屆執行理事會就職典禮暨 JMA

國際珠寶設計比賽頒獎典禮午宴 
本會周嘉弘會長應邀出席「JMA 國際珠寶設計比賽 2021」頒獎典

禮,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室順利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得獎設計

師及贊助公司代表人皆撥冗出席是次盛宴，與各商會會及各珠寶同

業聚首一堂，並共同分享各得獎者之喜悅。 

 

11 月 26 日 – 互聯網專業協會_2020-2022 年度常務理事會就職典禮 
互聯網專業協會（iProA）22 周年會慶暨 2021-2022 年度常

務理事會就職典禮，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主禮嘉賓有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及中聯辦青年工作部部長張志華

等，逾 200 人出席，本會周嘉弘會長應邀出席，場面熱鬧。 



 

 
11 月 29 日 – 香港汽車零部件工業協會_2021 年度週年晚宴 暨 第十一屆理

事會就職典禮 
香港汽車零部件工業協會於 11 月 29日舉辦了_2021年度週年晚宴暨第十一屆理事會就職典禮, 協會成

功協助有興趣投入汽車零部件工業發展的本地工業家，探索及開拓汽車零部件業務；並與國內及海外汽

車工業界和有關機構建立緊密的聯繫及合作關係。本會常務副會長黎卓斌應邀代表高會出席就職典禮。 

12 月 1 日 – 第十一屆「國際中小企高峰論壇」 
「國際中小企高峰論壇」是中小企業界一年一度盛事之一，目的

為世界各地與香港中小企建立交流平台，部署互利共贏、可持續、

穩定、健康發展的戰略。 

去年，由本會主辦之「國際中小企高峰論壇」已於 2021 年 12

月 1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會議室 N101B，以實體及網上

直播形式順利舉行。國家《十四五規劃》積極支持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中地位獨特、貢獻重大、所

發揮的作用不可替代。在「十四五」時期，中央將繼續支持香

港發揮國內大循環的參與者、國內國際雙循環的促成者的角

色，香港需要準確把握《十四五規劃》的要義和重點，更積極

發揮香港所長，為香港中小企業找準發展機遇，共享中國的廣

闊市場和發展機遇。 

 
 
 
 
 
 



 
 
 
本會非常榮幸邀請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JP 擔任主禮及發表講話，為論壇揭開序幕。 

另外，本會亦邀請到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爲民教授、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研究主任（政

治、經濟）方舟博士，及香港科技園公司行政副總監業務發展簡依雯女士為主講嘉賓。 

在國家政策及世界變局推進下，誠邀學者專家與商界代表為大家分析和深入探討研究，面對 2021 年國

際新格局之趨勢的見解和意見。 

 
 
 



 

 
12 月 1 日 – 第十一屆「國際中小企高峰論壇」之午宴分享會 
本會於香港灣仔香港萬麗酒店，成功舉辧了「午宴分享會」。當日，很榮幸邀請到《香港經濟日報》前

執行董事、副社長兼研究部主管石鏡泉先生為主講嘉賓，也非常多謝中小企合作伙伴阿里雲香港及澳門

區及 F5 Inc.鼎力支持。 



 

 

 
12 月 6 日 – 香港工業專業評審局_第十一屆榮譽院士及資歷院士證書頒授典

禮暨第十一屆評審局執委會就職典禮 
「香港工業專業評審局 2020 榮譽院士及資歷院士證書頒授典禮、2020-2022 第十一屆執委會就職典禮

暨聯歡晚宴」於 12 月 6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廳舉行，是次活動邀得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

百里博士, JP 及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議員，大紫荊勳賢, GBS, JP 作為主禮嘉賓。本會會長周嘉弘亦獲邀出

席就職典禮。 
 
 

 
 
12 月 8 日 – 創意創業會_第九屆董事局就職典禮暨週年晚宴 
本會會長周嘉弘亦榮幸獲邀出席「創意創業會第九屆董事局就職典禮暨週年晚宴」，晚宴於 12 月 8 日

假紅磡香港嘉里酒店舉行。當晚各個業內翹楚、官商名人到場支持和祝賀,場面盛大。 
 
 
 
 
 
 
 



 

12 月 10 日 – 參觀王淑筠副會長開設「La broderie 繡飾．度人」一周年 
本會理事們於 12 月 10 日,一同前往恭賀本會副會長王淑筠女士開設的「La broderie 繡飾．度人」刺

繡工藝店一周年。 
 
介紹：「La Broderie 繡飾．度人」專注於傳承刺繡工藝的尊貴與匠心，著眼於融合中外刺 繡精髓，

在不同生活細節展現，細嚐由一針一線所演繹的優雅生活品味。 

我們帶來純香港製造的頂級刺繡作品與專屬配飾訂製品，亦搜羅質素卓越的圍 巾為顧客添上細緻

的刺繡花樣，帶來獨一無二的個性點綴。透過 La Broderie，必能享受到刺繡藝術最優美的風采。 

 

12 月 15 日 – 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拜訪商會 
積金局致力建立香港市民珍而重之的退休儲蓄制度，

專責規管及監督強積金及職業退休計劃的運作。同時

關心員工、愛護環境及關懷社群，努力建設可持續發

展的未來。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女士銅紫荊星章，太

平紳士拜訪商會，共同研究推動改良公積金計劃，使

計劃更具效率、更簡便，更貼近中小企業僱主及就業

人士需要之方向。 



 

 

 
12 月 20 日 – 2021 年會員周年大會及晚宴 
本會於 12 月 20 日順利舉行了「2021 年會員周年大會」。一如以往，由周嘉弘會長向大家匯報過去

一年的工作及通過財務報告外，為加強會員之間的認識及交流，本會於會後安排了晚宴，一同慶祝

過去一年努力的成果及與 12 月生日之星舉行生日會，共渡愉快的晚上。 



 

 

強積金制度實施 21 載 積金局全力推動改革         

強積金制度實施已 21 年，截至 2021 年 9 月底，強積金總資產近$12,000 億。展望未來的工作目標，

積金局除了透過構建中的積金易平台改善制度的整體效率以及減低收費，提升強積金的充足度亦是

重中之重的工作。 
 
提升強積金的充足度，關鍵在於以下幾大因素： 
 
(一)投資回報 

坊間不時擔心退休人士單靠強積金未足以維持原有生活水準。事實上，透過持續不斷的供款，配合

複合效應和平均成本法的投資機制，強積金由實施直至 2021 年 9 月的年率化淨回報為 4.4%，高於

同期的 1.6%通脹率，反映制度持續穩健增長。 
 
積金局未來會繼續研究擴大強積金投資範圍，協助僱員把握投資機遇及作有效的資產配置，並透過

多元化投資分散風險。例如研究便利強積金投資內地發行的政府及政策性銀行債券的措施。另外，

局方亦正檢討目前可供選擇的強積金基金，以計劃成員的預期回報為本，促進業界開發更多類型的

退休投資方案。 
 
(二)基金收費 

大家一直希望強積金收費有下調空間，局方過往透過不同途徑，令收費逐步下降，包括提升基金收

費透明度、提供價格比較工具以及推出「僱員自選安排」及「預設投資策略」促進競爭。在業界的

共同努力下，平均基金開支比率已由 2007 年的 2.1%降至目前的 1.43%，減幅超過三成。 
 
為創造進一步減費空間，我們現正全力推展積金易平台項目。積金易平台將會按收回成本的原則運

作，令強積金計劃成員直接受惠於減省的計劃行政開支。當平台正式運作後，僱主便能全面以電子

化方式管理僱員的強積金，包括登記強積金計劃、處理供款、提交相關文件及資料等，大大簡化目

前繁瑣的強積金工序，減少因為手民之誤導致逾期供款而須交附加費的情況，亦有助僱主提升運作

效率和減省經營成本。我們呼籲僱主及早進行數碼轉型，以電子方式處理強積金行政。 
 
(三)供款額 

目前，僱主及僱員雙方均須按僱員有關入息的 5%作出強制性供款，供款額則受最低及最高有關入

息水平所限，若僱員的入息低於最低有關水平就無須供款，原意是減輕有關僱員的負擔，但結果卻

減少了他們的退休儲備。隨著積金易平台全面運作後，政府會為低收入僱員代供強積金，讓基層僱

員都可以有每月 10%的供款。 
 
 
 
 
 
 



 
 
 
(四)自願性供款 

積金局一直鼓勵計劃成員作自願性供款。自政府於 2019 年 4 月推出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後，成員反

應正面。在 2020-21 財政年度，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共$22 億，按年增加三成。截至 2021 年 9 月，共

有 56,000 個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帳戶，可見愈來愈多僱員認同以自願供款壯大退休資產的理念。 
 
作為重視僱員的僱主，也可以考慮為僱員作自願性供款，一方面吸引人才，另方面協助僱員增加退

休儲備。  
 

積金局  

熱線： 2 9 1 8  0 1 0 2  
w w w. m p fa . o r g . h k   

Fa c e b o o k  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mpfa.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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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香港中小企領先營商指數 

「渣打香港中小企領先營商指數」（渣打中小企指數）調查由渣打銀行（香港）有限公司贊助，是一項針對
香港中小型企業營商狀況的季度調查。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的調查團隊每次訪問不少於 800 家來自製造業、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零售業、住宿及膳食服務、資訊和通訊、金融及保險業、專業服務、以及地產業的本地
中小企，瞭解他們對來季表現的展望。調查範圍包括中小型企業來季的營業狀況及盈利表現，對投資及人員
招聘的意向，以及環球經濟情況對他們的影響。 

2021 年第四季度指數                                        發佈日期: 2021 年 11 月 11 日 

 
2021 年第四季「渣打中小企指數」調查，綜合營商指數上升 1.6 至 48.2，再創三年以來新高，逐步邁向 50 

中性水平，反映本地中小企於 2019 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放緩下，營商信心復甦步伐仍然緩

步向前。 

是次調查結果的重點如下： 

1. 五大分項指數中四項均有上升，其中兩項錄得 50 以上的正面 水平，居首的「招聘意向」錄得 51.7，

創兩年半以來新高， 其中 16%受訪中小企預期來季將會提高薪金；而招聘意欲最 強的行業包括「住

宿及膳食服務業」、「資訊及通訊業」以及 「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2. 三大行業指數中，除了「零售業」持續上升 2.8 至 49.7 外， 其他兩大行業指數均較上季輕微下跌，

分別為「進出口貿易 及批發業」（42.1）及「製造業」（42.9）； 

3. 就「投資意向」方面，受訪中小企預期來季只會加大「產品 及市場推廣」的投資，其他範疇的投資

意向均下跌，其中 「庫存（包括原材料及產品）」投資意欲最低； 

4. 受訪中小企預期來季原材料成本及貨價均會繼續上升，其中 多達 65%中小企預計原材料成本上升，

是今年四季調查以來最高； 

5. 是次專題調查探討中小企對 2022 年的發展方向及創新意念的部署； 

6. 受訪中小企於 2022 年度計劃投放資源的方向，首三位依次 為「開發或提升產品／服務」、「降低

營運成本」和「提升員 工競爭力／人才管理」；而投放資源最少的方向為「環保、綠 色可持續發展」

及「發揮創新意念」； 

7. 中小企最想透過創新來達到「降低成本」及「提升效率」的 效果，而在發揮創新意念時，遇到的最

大障礙包括難以預計 效益、擔心創新成本太高或欠缺資金，以及認為創新不切合 公司的業務性質。 
 

請按此下載最新的「渣打香港中小企領先營商指數報告」。 

(以上資料由渣打銀行提供) 

 
 

 

https://av.sc.com/hk/zh/content/docs/hk-scb-sme-index-report-2021q4-zh.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