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採訪主任： 

三大中小企年度盛事下周同期舉行  
周三舉行傳媒預展 率先預覽特色展區 

 

2012 年 11 月 29 日 – 兩項專為中小企而設的大型展覽—「國際中小企博覽」和「設計及創新科

技博覽」，將於 12 月 6 至 8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貿發局)亦將於

12 月 7 日同時舉辦「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探討知識產權營商新趨勢。 

 

「國際中小企博覽」和「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合共吸引近 700 家展商參與，透過展覽、研討

會及商貿配對服務，從企業營運、設計、實用科技等不同領域為中小企提供一站式增值和解決

方案。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將擔任博覽開幕禮主禮嘉賓。 

 

今屆「國際中小企博覽」以「轉型升級  商機在握」為主題。兩大展館－「商貿支援館」及「市

場商機館」為中小企提供營運支援服務，助中小企提升競爭力、開拓新商機。博覽期間將舉行

30 場專題研討會和論壇，邀請各地專家及企業領袖分享真知灼見。 

 

第 8 屆「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今年邀得丹麥為「夥伴國」，並以「丹麥設計社會」(Design Society 

Denmark)為題，在「創意館」展出多個設計案例及產品，展示丹麥嶄新設計及科技實力，歡迎

公眾免費參加。今年，大會在「貿易館」再度設置「知識產權貿易及研發」專區，推廣知識產

權貿易，協助企業發掘新機遇。 

 

首屆「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成績斐然，今屆論壇將匯聚逾 1,000 位業界精英、商界領袖及

知識產權服務用家，共同探討如何善用知識產權貿易拓展業務。丹麥、美國、北京和上海的政

府機構代表將於論壇舉行前一天(12 月 6 日) 與香港貿發局簽署合作備忘錄，五地攜手透過知識

產權網上服務，加強資訊交流，為有意物色合作夥伴的企業提供商貿配對，促進知識產權貿易

發展。 

  

香港貿發局將於下星期三(12 月 5 日) 安排傳媒預展，讓新聞界率先了解「國際中小企博覽」

和「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的特色展區和展品。 

 

現誠邀  貴機構派員採訪，詳情如下： 
 

傳媒預展 

日期：  2012 年 12 月 5 日 (星期三) 

時間：  下午 3 時至 4 時  

集合地點： 香港貿發局新聞中心 (會展新翼博覽道入口地下) 

主持：  香港貿發局助理總裁葉澤恩 

 

 



 

 

展覽詳情 

「國際中小企博覽」及「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 

日期：  12 月 6 至 8 日(星期四至六) 

開放時間： 12 月 6 至 7 日 上午 9 時 30 分至晚上 7 時 

           12 月 8 日  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6 時 30 分 

*「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的創意館於三天展期內開放予業內及公眾人士參觀，貿易館則於首兩

天只開放予業內人士，12 月 8 日開放予 18 歲或以上公眾人士，費用全免。 

地點：  國際中小企博覽－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 1C-E 

   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 1A-C 及 3D-E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日期：  12 月 7 日（星期五） 

時間：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15 分 

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 3B-C 

 

傳媒登記處及新聞中心 

「國際中小企博覽」及「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 

請於會展港灣道入口(舊翼)前往展覽廳 1，傳媒登記處設於通道左側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傳媒登記處設於展覽廳 3C 外 

媒體亦可於會展博覽道入口的新聞中心登記 (請出示工作證及名片) 

 

展覽網頁 

國際中小企博覽：http://www.hktdc.com/worldsmeexpo/chi 

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http://www.hktdc.com/innodesigntechexpo/chi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http://bipasiaforum.com/tc/ 

 

傳媒查詢 

香港貿發局傳媒及公共事務部： 

趙樂妍  電話：2584 4525  電郵：angela.ly.cheu@hktdc.org 

屈潔茵  電話：2584 4554  電郵：agnes.ky.wat@hktdc.org 

鄭悅朗  電話：2584 4393  電郵：gabrielle.yl.cheng@hktdc.org 

http://www.hktdc.com/worldsmeexpo/chi
http://www.hktdc.com/innodesigntechexpo/chi
http://bipasiaforum.com/tc/
https://internal.tdc.org.hk/owa/redir.aspx?C=49a9dc7b57a04ba8ad795487fcfa67e8&URL=mailto%3aangela.ly.cheu%40hktdc.org
mailto:agnes.ky.wat@hktdc.org
mailto:gabrielle.yl.cheng@hktdc.org


 

 

「國際中小企博覽」、「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及「亞洲知識產權論壇」 

主要傳媒活動 
兩項博覽及論壇期間將舉行多場研討會及活動，有關時間表請參考展覽網頁： 

國際中小企博覽： 

http://form.hktdc.com/UI_VisitorIntranet/Public/SeminarListPublic.aspx?EVENTID=d9288d78-a90b-4a90-af8f-82b6c804272f&LANGID=2 

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 

http://www.hktdc.com/fair/innodesigntechexpo-tc/s/5430-General_Information/香港貿發局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主題研討會.html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http://bipasiaforum.com/tc/info_programme.html  

 

2012年12月6日 (星期四) 

 

開幕典禮 

國際中小企博覽、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開幕典禮 

時間： 上午9時－傳媒登記 

上午9時30分－ 開幕典禮 

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博覽道入口大堂 

嘉賓：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 

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蘇澤光 

香港貿易發展局總裁林天福 

 

國際中小企博覽 

馬來西亞館開幕典禮 

時間： 上午10時正 

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1馬來西亞館 

 

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 

丹麥館開幕典禮 

時間： 上午10時20分至11時45分 

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3D至E 

主禮嘉賓：丹麥王儲腓特烈(Crown Prince Frederik)、王儲妃瑪麗(Crown Princess Mary)  

 

台灣館開幕典禮 

時間： 上午11時至12時 

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1A至C  

荷蘭館開幕典禮 

時間： 上午11時至12時 

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3D至E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知識產權策略合作項目簽約儀式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11時15分 

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室N105 

嘉賓： 丹麥專利商標局局長及行政總裁 Jesper Kongstad 

 中國技術交易所副總裁徐向陽 

 上海技術交易所副總裁趙慧林 

http://form.hktdc.com/UI_VisitorIntranet/Public/SeminarListPublic.aspx?EVENTID=d9288d78-a90b-4a90-af8f-82b6c804272f&LANGID=2
http://www.hktdc.com/fair/innodesigntechexpo-tc/s/5430-General_Information/香港貿發局設計及創新科技博覽/主題研討會.html
http://bipasiaforum.com/tc/info_programme.html


 

 

 Vicki Loise, Executive Director,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 USA 

 香港貿易發展局助理總裁葉澤恩 

 

2012年12月7日 (星期五)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活動以英語或普通話進行，設即時傳譯) 

開幕式 

時間： 上午9時 (記者登記及茶點款待) 上午9時30分 (開幕式) 

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3C 

嘉賓： 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 

 香港貿易發展局總裁林天福 

 

主題演講：環球知識產權業務：趨勢與戰略 

時間： 上午9時40分至10時45分 

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3C  

主持： 國際許可貿易工作者協會候任會長蔡映媚 

講者：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海牙註冊處品牌及設計部總監Grégoire Bisson 

 世界貿易組織知識產權部法律顧問Wolf Meier-Ewert 

 美國知識產權法律協會執行理事Q.Todd Dickinson 

 

國際中小企博覽 

與香港貿發局經濟師有約 - 邁進商貿新世代 

時間： 下午1時30分至2時30分 

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1E研討會E室  

主持： 香港貿發局研究總監梁海國 

講者： 香港貿發局研究副總監(大中華區)邱麗萍 (題目：中國在環球供應鏈的新定位 ) 

香港貿發局環球市場首席經濟師潘永才 (題目：貿易保護主義回顧、現狀與前瞻) 

香港貿發局亞洲及新興市場首席經濟師何達權 (題目：亞洲從生產基地向多元市場

演變帶來的機遇 ) 

 

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啟動‧2013香港出口展望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3時30分 

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1E研討會E室  

講者： 香港貿發局研究總監梁海國 

訪問片段：貿發局研究部訪問了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師林毅夫及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系主任

雷鼎鳴教授；林毅夫談及中國未來20年經濟增長，而雷鼎鳴教授將就香港的競爭優勢發表意見。

會上將播放二人的訪問片段。  

 

香港貿發局企業雜誌發行 45 周年酒會暨企業年刊 2013 揭幕禮 

時間： 下午5時30分至7時 

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 1D 商聚閣 1  

主持： 香港貿易發展局副總裁周啟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