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柬埔寨位於泰國和越南之間，是東盟熱門投資目的地之⼀。⾃ 90 年代內戰結束後，柬埔寨奉行自由市場經濟，力圖與泰國、越南等周邊國家建立友好關係，以融入東盟地區整合與世界貿易體系。柬埔寨現有人口約 1,617 萬，憑藉其開放的投資環境、低廉工資、年輕勞動力和優惠稅率等有利條件，持續吸引外資。加上近年泰國、越南等鄰近國家的工資快速上漲，吸引部分勞工密集產業轉移至柬埔寨。最近 20 年，柬埔寨政局相對穩定，經濟逐漸起飛。每年維持平均 7%的經濟增⻑，成為不少港商的投資熱點。  ⾺來⻄亞市場開放，經濟發展多元化，宏觀經濟管理強而有效，通脹低而穩定。金融體系運作良好、監管完善，銀行體系資本充⾜。國⺠收入創造內需，繼續推動經濟增⻑。⾺來⻄亞物流網絡完善發展，在區內和全球供應鏈扮演重要角色。吉隆坡作為⾺來⻄亞的⾸都，匯聚了⾺來⻄亞主要的⼤型商業與重要工業，是國內最現代化的城市，其繁華程度不遜於國際⼀線城市。⾺來⻄亞⼈⼝約 3,280 萬。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字，⾺來⻄亞 2018 年國內生產總值（GDP）達3,540 億美元，人均 GDP 約 10,940 美元，全球排名第 65 位。  東盟市場為企業帶來新機遇，有見及此，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生產力局）舉辦柬埔寨及⾺來⻄亞商務交流團，率團到訪兩個東盟投資熱點，拜訪當地政府官員、與當地華人商會交流、參觀工業園和已落戶企業，讓參加者可以深入了解柬埔寨和大馬的最新機遇，並親身與當地政府官員和企業互動分享。 交流團更於⾺來⻄亞特別增設技術交流研討會，並由⽣產⼒局專家隨團講解，讓參加者掌握當地的技術機遇，不容錯過。 



                                                                                                                                                                                                                                      

 

 交流團行程  日期 行程 第 1 天 2020 年 2 月 10 日 （星期⼀） KA731：香港 HKG 08:35 – ⾺來⻄亞吉隆坡 KUL 12:30 
 與⾺來⻄亞雪蘭莪州官員（State Government of Selangor, Malaysia）會面，了解投資環境 
 參觀當地⼀⾄兩間工廠 
 官方餐宴  第 2 天 2020 年 2 月 11 日 （星期二）  參觀兩間企業，了解當地自動化技術發展及營商環境 
 技術交流研討會 
 官方餐宴  第 3 天 2020 年 2 月 12 日 （星期三） MH754：馬來⻄亞吉隆坡 KUL T2 09:00 - 柬埔寨金邊市 PNH 09:50 
 參觀兩間企業，了解當地運作及營商環境 
 柬埔寨香港商會（Hong Kong Business Association of Cambodia）交流晚宴  第 4 天 2020 年 2 月 13 日 （星期四）  參觀 Phnom Penh Special Economic Zone 和園區內企業，了解園區環境、設施及營商環境 
 與柬埔寨政府官員（the 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ambodia (CDC) 會面，了解投資環境 KA209：柬埔寨金邊市 PNH 19:05 – 香港 HKG 22:35  （本局保留隨時更改行程之權利，而不作事前通知） 

 

 

 

 

 

 

 



                                                                                                                                                                                                                                      

 

 網上報名及了解詳情 
 交流團費用 團費每位港幣 13,000 元 單人房附加費：每位港幣 1,500 元 （早鳥優惠﹕凡於 2020 年 1 月 17 日前報名者，團費特惠價每位港幣 12,500 元，單人房附加費除外） 費用包括 - 四天行程內的企業參觀、會面及交流安排、組織活動費用 - 往來香港、柬埔寨及馬來⻄亞之經濟艙機票（包括機場稅、機場保安稅及燃油附加費） - 行程內三晚酒店連早餐（佔半房計） - 行程內四天的官式/商務午餐 及 三天官式/商務晚餐 - 柬埔寨及馬來⻄亞行程內的交通、導遊及司機費用 - 基本團體旅遊保險 

 費用並不包括要求特殊航班安排、機票升級、旅遊證件及簽證費用、單人房附加費及其他個人消費 
 參加者如入住雙人房，需二人同行報名，否則需補付單人房附加費 截止報名日期 2020 年 1 月 24 日（星期五） 備註 1. 參加者必須持有有效之旅遊證件（護照有效期至少半年）及自行辦理簽證（如適用）。 2. 交流團之交通及酒店，均由持牌旅行社負責安排。 3. 主辦機構將會為參加者購買基本團體，如有需要額外保險，請參加者自行購買。 4. 生產力局將安排高級顧問擔任隨團顧問，為企業即時提供技術評估及建議。 報名方法 有意參加者請先填妥報名表並電郵至留位，然後將報名表連同全額報名費用，於 1 月 24日前，親身遞交或郵寄至「香港九龍達之路 78 號生產力大樓 5樓智能製造及內地業務部魏小姐 收」。  由於活動將交由持牌旅行社負責，故費用需全數直接交予旅行社辦理 劃線支票抬頭為「JCC (HK) Travel Co. Ltd.」，支票背面請寫上申請之活動及公司名稱。 查詢及聯絡 生產力局 魏小姐  電郵﹕syngai@hkpc.org 電話﹕+852 2788 6119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考察團 參加者報名細則         1. 報名表﹝可用影印本﹞必須連同相應費用遞交，以支票核對作實，否則報名可視作無效。 2. 參加者因事未能出席/因未能申請簽証，可提名他人代替其參加本活動，惟必須於出發前30 天通知本 局。旅行社有機會收取附加費，參加者須自行承擔費用。 3. 參加者之報名接受與否，以及附加要求事項，最終由主辦機構決定。附加項目的費用將由參加者自行 承擔。本局保留在任何情況下，以任何理由拒絕任何人參團的權利。參加者之報名如未獲接受，所繳 交之全數費用獲發還。 4. 參加者在任何情況下取消報名，必須遵照以下條款： <出發前通知日期不包括出發日及通知日> 行程出發前50 天或以上通知本局退出，每位需繳付港幣6,000 元行政費。 行程出發前41-49 天內通知本局退出，每位需繳付團費之50%。 行程出發前31-40 天內通知本局退出，每位需繳付團費之75%。 行程出發前30 天或以下通知本局退出，必須負責繳付全數團費。 5. 團體機票由本局委託之旅行社安排，費用實報實銷（包括機場稅和相關燃油費用）。惟團體機票必須達指定人數方可使用，如因此情況而取消或更改安排團體機票，本局保留向參加者收取安排其他機票附加費用的權利。 6. 本局將於出發前14 天以電郵發出「活動確定通知書」予參加者，以確定是次活動如期進行及安排細則事宜。本局保留因參加人數不足或任何突發情況下之取消活動權利，若活動取消，本局將退還參加者已繳交之全數費用。 7. 本局保留在任何請況下更改考察企業、考察團內容、講者安排、參觀地點、日期及時間的最終權利。 8. 如出發前30 天因貨幣對換率及機場稅/燃油附加費調高，本局保留權利向申請者追收已調高的差額。 9. 如因人數關係而未能安排入住雙人房，參加者必須安排入住單人房並支付單人房附加費用。 10. 如參加者提出特別要求 (例如：機票、酒店房間等)，則需視乎航空公司/旅行社的安排。參加者須自行承擔航空公司/旅行社收取之附加費，並以當時的價格為準。本局保留收取因價格調整而引致差額的權利。 11. 本局為參加者購買團體基本的旅遊保險 (只限於活動單張內所訂明之考察團時段)，參加者亦可自行購買額外的旅遊保險。對於任何旅遊保險索償及賠償結果，本局概不承擔任何責任。旅遊保險的安排只適用於跟團往返者，不包括者請自行購買。 12. 海外活動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風險，參加者須自行衡量個人身體狀況及年齡是否適合參加，並自行承擔責任。 13. 如在本活動籌備及進行當中遇到任何天災，參加者須自行承擔所有責任。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 考察團⼀般條款及細則 以下條款及細則適用於外訪團： 1. 接納申請 本局具有酌情權可接納或拒絕任何申請而不須給予理由。 2. 付款 a) ⼀經遞交申請表，申請⼈須向本局/指定旅行社，並於指定日期前繳付參加費用。 b) 如申請被拒，本局/指定旅行社將向申請人退款，有關退款不帶利息。 c) ⼀經本局接納申請，申請⼈即為參加者。如最終參加者希望退出，可於外訪團出發前以書⾯通知本局， 但有關通知期限將按照外訪團單張上表明之日數計算。本局將先行從費用內扣取服務提供者所需收取不獲退還之費用；同時，本局亦會按外訪團單張之說明收取相關行政費，餘額將退還參加者。 d) 參加者須於退房時直接繳付酒店所有額外消費。 e) 所有本局安排之退款不帶利息。 3. 終止條款 a) 在不影響本局其他權利及可獲取賠償的情況下，如參加者違反任何本條款及細則內之任何條文或要求， 本局有權終止參加者參予外訪團。 b) 如全部或大部份參加者之入境簽証或入境准許不獲有關當局批出，參加者參予外訪團之權利將會自動終止。 c) 如參加者參予外訪團之權利被終止，費用將不獲發還，同時，參加者須按本局要求繳付任何因應有關終止而於終止前經由本局合理地代參加者支付之所有開支。 d) 如參加者作出任何(包括但不限於)侵權行為、不符合產品安全或環境法例之行為，或任何其他本局認為可能影響香港聲譽或形象、或對工業、外訪團或本局有影響之行為，則本局有權終止參加者參予或繼續參予外訪團或未來之外訪團。 4. 取消及/或更改 a) 本局保留權利於任何情況下取消外訪團，譬如由於參加者人數不足或其他原因。除因下述第 4(e)項提及之事件外，如本局取消外訪團，本局之責任上限僅為外訪團參加者已實際繳付之費用。 b) 在不另行通知的情況下，外訪團的日期及行程可被更改。本局保留權利使用外訪團宣傳單張以外的其他住宿、行程及交通安排。 c) 收費可因應(包括但不限於)附加費、票價、燃油或稅項的增加及匯率波動而作相應修訂，本局有權向參加者徵收因此而導致之額外費用。 d) 外訪團未有使用之部份或因參加者取消參予外訪團，均不獲發還費用。外訪團出發前，本局可酌情接納由參加者推舉之替代人代其參予外訪團，或接納更改出發或回程日期或其他交通上的安排，若本局同意更改，則該等更改導致本局需代支的額外費用將由參加者承擔。 e) 本局不會就任何不受其合理控制之原因(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事項，即不可抗力的原因、政府行動、恐怖襲擊、火災、水災、地震、風暴、海嘯、禁運、爆炸或騷亂)而導致之任何延遲、服務未能提供、損失或損毀而負上任何責任。於該等情況下，本局保留權利酌情： (i) 順延外訪團及/或更改外訪團之日期及行程而不作任何退款；或 (ii) 取消外訪團；並於扣除本局已繳付並不獲服務提供者退款的開支部份後，將費用餘額退還參加者。 5. 免責條款 a) 除非因本局違約外，本局不會就任何參加者或其人員、代表、代理人、員工或任何其三者或任何財物於外訪團期間遭受之損失、損毀或人命傷亡負上任何責任。 b) 本局不會因應外訪團期間或隨後發生於參加者及任何第三者之間的交易或引見而負上任何責任。 c) 參加者須為其簽証安排負責。如因參加者簽証問題而被拒入境，本局不會就此承擔任何責任。 d) 參加者需自行為參予外訪團投保，包括但不限於其財物及自身安全(包括旅遊及醫療保險)。 e) 參加者保証彌償本局因參加者或其人員、代表及僱員於外訪團期間或因外訪團觸發之行為、疏忽或過失而引致之任何責任、訴訟、索償、損失、開支及其他費用。 6. ⼀般事項 a) 申請表及本條款及細則為雙方就有關外訪團之所有協議，並取代所有在此之前經口頭或書面就外訪團議定的協議、諒解或安排。 b) 本局保留權利更改及修訂任何本條款及細則並就此不時釐定附加規條及規則(包括但不限於參加者手冊) 以便適時安排外訪團。參加者將獲知會修訂後之條款及細則及附加規條及規則，並即時生效。參加者會被視為收到通知及同意有關修訂。參加者確認本局有權詮釋本條款及細則，及附加規條及規則及相應修訂。所有本局就此作出之詮釋均為終局，並參加者同意受制於此。 c) 本條款及細則謹遵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