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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第 171 期） 

 

主要動態  

香港資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 

 

2021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以完

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發展適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實際情況

的民主制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出的決定包括：  

 

 選舉委員會由工商、金融界，專業界，基層、勞工和宗教等界，

立法會議員、地區組織代表等界，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

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和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

的代表界等五個界別共 1,500名委員組成；  

 

 行政長官候選人須獲得選舉委員會不少於 188名委員聯合提

名，且上述五個界別中每個界別參與提名的委員不少於 15名；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每屆 90人。通過選舉委員會選舉、

功能團體選舉、分區直接選舉三種方式分別選舉產生；及  

 

 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並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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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委員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人和立法會議員候選人

的資格。  

 

詳情請參看 : 

http://www.npc.gov.cn/npc/kgfb/202103/e546427083c944d484fef5482c56f9fb.s

html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3/11/P2021031100445.htm?fontSize

=1 

 

 

香港特區政府歡迎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2021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年遠

景目標綱要》（《十四五規劃綱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十

四五規劃綱要》是國家未來五年經濟社會發展的藍圖和行動綱

領，並高興見到有關香港的內容分別載於第六十一章保持香港、

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和第三十一章有關積極穩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的部分，其中不少內容吸納了特區政府過去一年多經研究後

提出的具體意見，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堅定支持。  

 

在經濟發展方面，《十四五規劃綱要》一如既往支持香港提升國際

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強化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

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區

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支持香港服務業向高端高增值方

向發展。此外，《十四五規劃綱要》加入了支持香港提升國際航空

樞紐地位、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區域知識產權貿易

中心，以及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詳情請參看 :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3/11/P2021031100460.htm 

http://www.npc.gov.cn/npc/kgfb/202103/e546427083c944d484fef5482c56f9fb.shtml
http://www.npc.gov.cn/npc/kgfb/202103/e546427083c944d484fef5482c56f9fb.shtml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3/11/P2021031100445.htm?fontSize=1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3/11/P2021031100445.htm?fontSiz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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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資訊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教育部、科學技術部等《關於加快推動製造服務

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 

 

2021年3月23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教育部、科學技術部等

發布《關於加快推動製造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以加快推動

製造服務業高質量發展。《意見》提出力爭到2025年，製造服務業

在提升製造業質量效益、創新能力、資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的作用

顯著增強，對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支撐和引領作用更加突出；以

及重點領域製造服務業專業化、標準化、品牌化、數字化、國際

化發展水平明顯提升，形成一批特色鮮明、優勢突出的製造服務

業集聚區和示範企業。  

 

詳情請參看 :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3/t20210323_1270129.html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延長部分稅收優惠政策執行期限的公告》 

 

2021年3月23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布《關於延長部分稅收

優惠政策執行期限的公告》，以進一步支持小微企業、科技創新和

相關社會事業發展。《公告》明確16個文件規定的稅收優惠政策凡

已經到期的，執行期限延長至 2023年 12月 31日，包括財政部、國

家稅務總局《關於設備  器具扣除有關企業所得稅政策的通知》、

《關於金融機構小微企業貸款利息收入免徵增值稅政策的通

知》、《關於延續動漫產業增值稅政策的通知》，以及財政部、國家

稅務總局、科學技術部《關於提高研究開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比

例的通知》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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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參看 : 

http://szs.mof.gov.cn/zhengcefabu/202103/t20210322_3674181.htm 

 

 

財政部、國家知識產權局《關於實施專利轉化專項計劃 助力中小企業創新

發展的通知》 

 

2021年3月22日，財政部、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關於實施專利轉

化專項計劃  助力中小企業創新發展的通知》，以進一步深化知識

產權運營服務體系建設，促進創新成果更多惠及中小企業，提升

高校院所等創新主體知識產權轉化率和實施效益。  

 

《通知》明確三項地方開展的工作和三項中央支持政策。前者包

括拓寬專利技術供給渠道、推進專利技術供需對接，以及完善配

套政策和服務措施；後者包括擴大數據開放、提供綠色通道，以

及給予資金獎補。《通知》提出通過三年的時間，專利轉化運用的

激勵機制更加有效，中小企業創新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有力支

撐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創新發展。  

 

詳情請參看 :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1/3/22/art_75_157912.html 

 

 

商務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財政部等《關於擴大跨境電商零售進口

試點、嚴格落實監管要求的通知》 

 

2021年3月22日，商務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財政部等發布

《關於擴大跨境電商零售進口試點、嚴格落實監管要求的通知》。

《通知》明確將跨境電商零售進口試點擴大至所有自貿試驗區、

跨境電商綜試區、綜合保稅區、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範區、保稅

物流中心（B型）所在城市（及區域）。同時，訂明各試點城市（區

域）應切實承擔地區跨境電商零售進口政策試點工作的主體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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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嚴格落實監管要求規定，全面加強質量安全風險防控，及時

查處在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外開展“網購保稅+線下自提”、二次銷

售等違規行為。  

 

 

詳情請參看 : 

http://cws.mofcom.gov.cn/article/xxfb/202103/2021030304624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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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經貿快訊  

 

上海市  

 

1. 《2021年上海市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要點》  

 

2021年3月5日，上海市政府網站發布上海市政府辦公廳關於印發《 2021

年上海市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要點》的通知。《工作要點》的目的

是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加快建設上海國際一流營

商環境，為推動高質量發展、創造高品質生活、實現高效能治理提供有

力支撐。主要內容包括：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進一步降低准入門檻；

更大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切實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秩序；為市場

主體和群眾辦事增添便利；支持重點區域改革先行先試；強化改革支撐

保障。  

 

詳情請參看 : 

http://www.shanghai.gov.cn/nw12344/20210305/56ad4290e52c4666bfd15e5a66b15b5

0.html 

 

 

2. 《關於促進本市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意見》  

 

2021年3月 4日，上海市住房和城鄉建設管理委員會等3部門發布《關於

促進本市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意見》，以進一步加強上海市土地

市場和商品住房市場管理，著力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確保上海市

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主要內容包括：強化住宅用地供應管理；深

化完善房價地價聯動機制；嚴格新建商品住房價格備案管理；強化商品

住房交易管理；進一步加強房地產中介管理；嚴格規範企業購買商品住

房；實施住房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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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參看 : 

http://zjw.sh.gov.cn/gztz/20210304/68a1f9e0ca1b42f9886d5834e4444f68.html 

 

 

3. 《關於本市“十四五”加快推進新城規劃建設工作的實施意見》  

 

2021年3月2日，上海市政府網站發布上海市政府印發《關於本市“十四

五”加快推進新城規劃建設工作的實施意見》的通知。上海將位於重要

區域廊道上、發展基礎較好的嘉定、青浦、松江、奉賢、南匯等 5個新

城，培育成在長三角城市群中具有輻射帶動作用的綜合性節點城市，形

成多中心、多層級、多節點的網絡型城市群結構的重要戰略空間。目標

包括：到 2035年，5個新城各集聚100萬左右常住人口，基本建成長三角

地區具有輻射帶動作用的綜合性節點城市。到 2025年，5個新城常住人

口總規模達到 360萬左右，新城所在區的GDP總量達到1.1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基本形成獨立的城市功能，在長三角城市網絡中初步具備

綜合性節點城市的地位。該實施意見自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詳情請參看 : 

http://www.shanghai.gov.cn/nw12344/20210302/6c8561a91a67478899a5eb51aa612d7

8.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4411/20210303/cd743a6170a5498082ba06fa8ea86249.

html 

 

 

4. 《上海市加強改革系統集成持續深化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建設行動方

案》  

 

2021年3月2日，上海市政府網站正式公布《上海市加強改革系統集成持

續深化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建設行動方案》(即上海優化營商環境 4.0版 )，

以持續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加強改革系統集成，持

續深化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建設，整體提升上海營商環境的國際競爭力。

http://www.shanghai.gov.cn/nw12344/20210302/6c8561a91a67478899a5eb51aa612d78.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12344/20210302/6c8561a91a67478899a5eb51aa612d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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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圍繞優化政務環境、提升企業全生命週期管理服務、營造

公平競爭市場環境等5方面提出31項任務，共207條舉措。  

 

詳情請參看 : 

https://www.shanghai.gov.cn/nw12344/20210302/34bc120e2bf84c5e8a51e98d32235d

bf.html 

https://www.shanghai.gov.cn/nw42229/20210302/542f829501ac49de9125b59045a711

c5.html 

http://sh.people.com.cn/n2/2021/0303/c176738-34603044.html 

 

 

5. 《上海市知識產權保護條例》  

 

2021年3月1日，《上海市知識產權保護條例》正式實施。《條例》為上海

市首部知識產權保護綜合性地方法規，為全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推進

落實國家知識產權戰略，激發創新創造活力，營造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

和創新環境提供強有力的法治保障。《條例》涵蓋專利、商標、版權、

地理標志、商業秘密、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等各類知識產權。 

 

詳情請參看 : 

http://sh.people.com.cn/BIG5/n2/2021/0301/c176737-34598742.html 

http://sipa.sh.gov.cn/ywzx/20210104/7102d59813ad439bb0699d8ce3bad1bb.html 

 

 

安徽省  

 

6. 《關於促進旅遊民宿發展的指導意見》  

 

2021年 3月12日，安徽省政府網站發布，安徽省政府辦公廳已印發《關

於促進旅遊民宿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到 2025年，實現安徽省旅遊民

宿從規模到質量的全面提升，力爭超過 10,000家，推出一批精品旅遊民

https://www.shanghai.gov.cn/nw12344/20210302/34bc120e2bf84c5e8a51e98d32235dbf.html
https://www.shanghai.gov.cn/nw12344/20210302/34bc120e2bf84c5e8a51e98d32235dbf.html
https://www.shanghai.gov.cn/nw42229/20210302/542f829501ac49de9125b59045a711c5.html
https://www.shanghai.gov.cn/nw42229/20210302/542f829501ac49de9125b59045a711c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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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打造一批特色民宿集群，大幅提高接待能力和服務水平。《意見》

對開辦旅遊民宿的基本條件、治安管理和衛生安全條件、消防安全條件

作出詳細規定。其中，利用閒置的文物古建築開辦旅遊民宿，應當按照

文物的級別報相應的公布機關審批同意後方可開設，不得改變文物古建

築整體結構和風貌，確保文物整體安全。  

 

詳情請參看 : 

http://www.ah.gov.cn/zwyw/jryw/553964551.html 

 

 

7. 《關於大力推動全省金融改革創新  促進金融業高質量發展  加快提

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的指導意見》  

 

2021年 3月10日，中國政府網站發布，中國人民銀行合肥中心支行印發

《關於大力推動全省金融改革創新  促進金融業高質量發展  加快提升

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的指導意見》。《指導意見》在推動科創金融改

革、實施綠色低碳金融行動、推動鄉村振興金融改革等方面提出 22條主

要措施，全面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以及金融業持續健康發展水平。《指

導意見》明確推動科創金融改革，助力安徽省打造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科

技創新策源地。  

 

詳情請參看 : 

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0/content_5591932.htm 

 

 

8. 安徽省發布“證照分離”改革涉企經營許可事項清單  

 

2021年3月5日，安徽省政府網站發布，安徽省市場監管局已發布“證照

分離”改革涉企經營許可事項清單，從改革內容、許可條件、材料要求、

程序環節、監管措施等方面，逐項細化改革舉措，推動照後減證和簡化

審批，進一步完善市場准入。共涉及市場監管領域 18項涉企經營許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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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不含知識產權和藥品監管事項）。其中，食品經營許可（僅銷售預

包裝食品）在安徽自貿試驗區內由審批改為備案，在安徽省其他地區（除

安徽自貿試驗區外）實行告知承諾。各級市場監管部門對“直接取消審

批”和“審批改為備案”的事項，不得再實施審批管理，已受理的企業

申請要依法終止審批程序，改為備案的要及時納入“多證合一”改革；

對“實行告知承諾”的事項，已受理的企業申請要允許企業自願選擇審

批方式；對“優化審批服務”的事項，已受理的企業申請要按調整後的

辦事規則和材料規範進行審批。  

 

詳情請參看 : 

http://www.ah.gov.cn/zwyw/jryw/553962271.html 

 

 

江蘇省  

 

9. 《關於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機制改革的實施意見》  

 

2021年 3月12日，江蘇省政府網站發布《關於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

流動體制機制改革的實施意見》，通過築牢社會性流動基礎、激發社會

性流動活力、拓展社會性流動空間、增強向上流動能力等四個部分十四

條政策舉措，構建促進江蘇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的政策體系。  

 

詳情請參看 : 

http://www.xhby.net/zt/sqfb/202103/t20210310_7005853.shtml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21/3/12/art_60096_9701150.html 

 

 

10. 《 2021年江蘇省深化“放管服”改革優化營商環境工作要點的通

知》  

 

2021年 3月 5日，人民網網站發布，江蘇省政府辦公廳近日印發《 2021

http://www.xhby.net/zt/sqfb/202103/t20210310_7005853.shtml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21/3/12/art_60096_97011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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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江蘇省深化“放管服”改革優化營商環境工作要點的通知》，部署 40

項重點任務，以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為實現“十四五”良好開局、建設

“強富美高”新江蘇提供有力保障。  

 

40項重點任務涉及四大方面，包括深化簡政放權，放寬市場准入，激發

市場活力；強化放管結合，規範市場秩序，提升監管效能；持續優化服

務，助力企業發展，便利群眾辦事；持續優化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

營商環境。  

 

詳情請參看 :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21/3/16/art_46144_9704830.html 

http://js.people.com.cn/n2/2021/0305/c360301-34607449.html 

 

 

11. 《江蘇高水平大學建設方案（ 2021－ 2025年）》  

 

2021年3月3日，人民網網站發布，江蘇省政府印發《江蘇高水平大學建

設方案（2021－2025年）》。《方案》明確，江蘇省通過高水平大學建設，

推動高校加快實現內涵式發展，不斷提高人才培養質量，顯著增強服務

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江蘇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進一步提升綜合實力、

核心競爭力和影響力。《方案》的主要任務包括培養高質量創新人才及

開展高層次科學研究。  

 

詳情請參看 :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21/3/2/art_46143_9684676.html 

http://js.people.com.cn/BIG5/n2/2021/0303/c360307-34603073.html 

 

 

12. 《關於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的若干措施》  

 

2021年3月2日，江蘇省政府網站發布，江蘇省政府辦公廳印發《關於支

http://js.people.com.cn/BIG5/n2/2021/0303/c360307-346030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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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多渠道靈活就業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從鼓勵個體經營發展、增

加非全日制就業機會、支持發展新就業形態、提供低成本場地支持、加

強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強化落實社保補貼政策等 14個方面支持多渠道靈

活就業。  

 

《若干措施》明確，對下崗失業人員、高校畢業生、農民工、就業困難

人員等重點群體從事個體經營的，按規定給予稅收優惠、創業補貼、貸

款貼息等政策支持。《若干措施》進一步降低個體經營者線上創業就業

成本，提供多樣化的就業機會；鼓勵發展各類小型微型網絡經濟體，積

極支持個體文化創意經濟、網紅經濟、直播經濟等新經濟形態發展；通

過互聯網平台開展經營活動的經營者，可使用網絡經營場所登記個體工

商戶。  

 

詳情請參看 :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21/3/2/art_46144_9684774.html  

http://js.people.com.cn/n2/2021/0303/c360301-34602917.html 

http://js.people.com.cn/n2/2021/0311/c360302-34615337.html 

 

 

山東省  

 

13. 山東省科學技術廳發布關於落實 2019年山東省中小微企業創新競技

行動計劃支持政策的通知  

 

2021年 3月16日，山東省科學技術廳發布關於落實 2019年山東省中小微

企業創新競技行動計劃支持政策的通知。根據《第八屆中國創新創業大

賽（山東賽區）暨2019年山東省中小微企業創新競技行動計劃實施方案》

的有關要求，組織開展2019年山東省中小微企業創新競技行動計劃相關

支持政策落實工作。  

 

詳情請參看 :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21/3/2/art_46144_9684774.html
http://js.people.com.cn/n2/2021/0303/c360301-34602917.html
http://js.people.com.cn/n2/2021/0311/c360302-346153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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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kjt.shandong.gov.cn/art/2021/3/16/art_13360_10286694.html 

 

 

14. 山東省自然資源廳發布關於高質量推進礦產資源國情調查工作的通

知  

 

2021年3月5日，山東省自然資源廳發布關於高質量推進礦產資源國情調

查工作的通知，該通知從嚴格落實調查工作責任、紮實做好內業調查工

作、有序開展外業調查工作、確保調查數據客觀真實及做好相關工作的

銜接等幾個方面展開。  

 

詳情請參看 : 

http://dnr.shandong.gov.cn/zwgk_324/xxgkml/ywdt/tzgg_29303/202103/t20210310_3

547188.html 

 

 

15. 中共山東省委辦公廳  山東省政府辦公廳印發《關於促進文化和旅遊

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2021年2月25日，中共山東省委辦公廳  山東省政府辦公廳印發《關於促

進文化和旅遊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該通知為推動文化

和旅遊產業融合發展、高質量發展，助推全省新舊動能轉換，服務構建

新發展格局，制定了實施文化和旅遊消費促進活動、推行國有景區“三

權分置”改革、提升“好客山東”品牌影響力、推動鄉村旅遊提質升

級、建設康養旅遊發展高地等 12項措施。  

 

詳情請參看 : 

http://whhly.shandong.gov.cn/art/2021/3/5/art_100579_10286270.html 

 

 

浙江省  

 

16. 浙江將全面啟動 18周歲以上居民新冠疫苗免費接種  

http://kjt.shandong.gov.cn/art/2021/3/16/art_13360_10286694.html
http://dnr.shandong.gov.cn/zwgk_324/xxgkml/ywdt/tzgg_29303/202103/t20210310_3547188.html
http://dnr.shandong.gov.cn/zwgk_324/xxgkml/ywdt/tzgg_29303/202103/t20210310_3547188.html
http://whhly.shandong.gov.cn/art/2021/3/5/art_100579_102862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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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3月15日，浙江省政府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浙江已全面啟動 18周歲

以上居民免費接種疫苗工作，採用行業、單位計劃安排和個人預約的方

式進行。現階段浙江省內 18歲及以上符合接種條件的居民都是本次接種

服務對象，不分是否為浙江戶籍、是否參加醫保、是否為重點行業人員。 

 

目前，浙江共設立了1,967家新冠病毒疫苗接種單位，截至 3月14日已累

計接種超過334萬劑次，已有超過 139萬人完成兩劑次的接種。  

 

詳情請參看：   

https://zj.zjol.com.cn/qihanghao/101175167.html 

 

 

17. 今年前兩個月  浙江進出口增長 42.4%  

 

2021年3月12日，杭州海關發布統計資料，浙江外貿延續去年 3月以來的

持續向好態勢，今年1-2月，全省進出口總值 5,714.6億元，增長 42.4%。

其中，出口4,235.5億元，增長 50.1%；進口1,479.1億元，增長24.1%。  

 

1-2月，浙江省進出口、進口增速分別高於全國 10.2和 9.6個百分點，是

東部沿海主要外貿省市首位，出口增速與全國持平。同期，全省進出口、

出口和進口佔全國份額，分別為 10.5%、 13.8%和 6.2%。其中，進出口

和進口份額較去年同期分別提升 0.8%和 0.5%，進出口規模升至全國第

三。  

 

詳情請參看：   

https://news.hangzhou.com.cn/zjnews/content/2021-03/13/content_7927147.html 

 

 

18. 浙江省出口轉內銷，銷售過千億  

 

2020年浙江對外貿領域的出口轉內銷出台專項扶持政策《關於推動外貿

企業開拓國內市場的若干意見》，創新出台 10條舉措，扶持外貿企業拓

https://zj.zjol.com.cn/qihanghao/1011751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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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同時，亦成立了出口、消費兩個專班，專題推進外貿企業開拓國

內市場。浙江省通過省市縣聯動，全年各地舉辦 309場專場促銷活動，

參加企業23,658家，實現銷售 1,035億元。  

 

詳情請參看：   

http://www.zj.gov.cn/art/2021/3/6/art_1554467_59085653.html 

 

 

19. 浙江省寧波公布《寧波市外商投資企業投訴處理辦法》  

 

《寧波市外商投資企業投訴處理辦法》將於 2021年4月1日起施行。2004

年4月發布的《寧波市外商投資企業投訴處理辦法》同時失效。《辦法》

共28條，主要規定了投訴主體和投訴事項範圍，投訴處理工作原則和主

管部門、投訴處理機構及其職責、投訴人權利義務、投訴處理常式和規

範等內容。  

 

詳情請參看：   

http://www.ningbo.gov.cn/art/2021/3/15/art_1229095999_1631833.html 

 

 

20. 浙江省延續減免“房土”兩稅  

 

為進一步支持市場主體應對疫情渡過難關，幫助市場主體紓困發展，浙

江省將繼續減免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簡稱“房土”兩稅）。該政

策執行期延續至 2021年6月30日。  

 

去年，為精准幫扶嚴重受困行業及小微企業，浙江省財政廳聯合浙江省

稅務局出台了應對疫情影響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減免政策，全年為

15.3萬戶納稅人減免“房土”兩稅高達 89億元。今年，住宿餐飲、文體

娛樂、交通運輸、旅遊四大行業企業和符合條件的小微企業將採用退坡

方式減免“房土”兩稅，即 2021年第一季度按 100%減免，第二季度按

50%減免。據測算，該政策延續實施半年將為企業減負 33億元。  

 

http://www.zj.gov.cn/art/2021/3/6/art_1554467_59085653.html
http://www.ningbo.gov.cn/art/2021/3/15/art_1229095999_16318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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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參看：  

http://www.zj.gov.cn/art/2021/3/3/art_1554467_59085208.html 

 

 

 

 

二 . 經貿數據  

 

 

 

省/市 

地區生産總值 

（億人民幣） 

 

進出口總額 

（億人民幣） 

2020年 

1月至12月 

與2019年同期相

比 

2021年 

1月至2月 
與2020年同期相

比 

上海市 38,700.6 +1.7% 5,505 +13.9% 

江蘇省 102,719 +3.7% 7,282.3 +30.1% 

安徽省 38,680.6 +3.9% 903.9 +38.5% 

山東省 73,129 +3.6% * 22,000 ** +7.5% 

浙江省 64,613 +3.6% 5,715 +42.4% 

(數據錄自各省市政府相關網站 )  

* 2020 年 1 月 -12 月數據  

** 與 2019 年同期相比  

 

三 . 經貿活動  

 

上海市： 
時間  活動  地點  主辦機構  網址  

2021 年 4 月 14

至 16 日 

2021 慕尼黑上

海電子展 

上海新國際博覽

中心（SNIEC） 

慕尼黑展覽（上

海）有限公司 

http://www.electr

onicachina.com.c

n/zh-cn/ 

2021 年 4 月 15

至 17 日 

中國（上海）國

際技術進出口

交易會 

世博展覽館 商務部、科學技術

部、國家知識産權

局、 上海市政府 

https://www.csitf.

com/home/index/i

ndex 

2021 年 4 月 20

至 22 日 

2020 第二十二

屆中國環博會 

上海新國際博覽

中心（SNIEC） 

慕 尼 黑 博 覽 集

團、中國環境科學

學會、全國工商聯

http://www.ie-exp

o.cn/Home 

http://www.zj.gov.cn/art/2021/3/3/art_1554467_590852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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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時間  活動  地點  主辦機構  網址 

2021 年 3 月 17

至 7 月 29 日 

「國際採購匯」
2021 

線上（2021 年 3

月17至7月29日）

香港會議展覽中

心（實體展，2021

年 7 月 17 至 7 月

29 日） 

香港貿易發展局 https://isshow.hktdc

.com/online/tc/inde

x.html 

2021 年 4 月 28

至 5 月 2 日 

時尚購物展 香港會議展覽中

心 

香港貿易發展局 https://event.hktdc.

com/fair/lifestylesh

oppingfest-tc/ 香港

貿發局時尚購物展
/ 

 
有關更多在香港舉行的展覽會議信息，請參閱以下網站：  

http://www.hktdc.com/info/trade -events/EX/tc/展覽事務 .htm 

環境商會、中貿慕

尼黑展覽（上海）

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7

至 30 日 

第二十三屆中

國國際焙烤展

覽會 

上海新國際博覽

中心（SNIEC） 

中國焙烤食品糖

製品工業協會 

http://www.baker

ychina.com 

http://www.hktdc.com/info/trade-events/EX/tc/展覽事務.htm
http://www.hktdc.com/info/trade-events/EX/tc/展覽事務.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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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通訊》簡介  

本《通訊》自 2007 年 2 月起出版，上載至駐滬辦網站中的「駐滬辦通訊」欄目： 

網址： https://www.sheto.gov.hk/tc/newsletter/index.html 

其他經貿信息網頁  

如欲獲取駐滬辦服務範圍外的其他省份的經貿信息，請瀏覽以下網頁： 

(1)香港特區政府工業貿易署「商業資料通告-內地商貿資料庫」網頁 

網址：http://www.tid.gov.hk/sc_chi/trade_relations/mainland/cic.html 

(2)香港特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網頁 

網址：http://www.bjo.gov.hk/ 

(3)香港特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網頁 

網址：http://www.gdeto.gov.hk/  

(4)香港特區政府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網頁 

網址：http://www.cdeto.gov.hk/ 

(5)香港特區政府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網頁 

網址：http://www.wheto.gov.hk/  

(6)香港貿易發展局「中國貿易」網頁 

網址：http://china-trade-research.hktdc.com/tc/  

 

 

 

 

 

 

 

 

 

 

 

免責聲明  

《香港特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通訊》是駐滬辦爲公衆提供的資訊服務，資料搜集自相關網站、報刊

媒體及其他機構等管道，僅供參考之用。所載資料已經力求準確，駐滬辦對於因使用、複製或發布該通訊而

招致的任何損失，一概不負任何責任。 

歡迎訂閱  

如有興趣訂閱駐滬辦的《香港特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通訊》，歡迎提供相關資料（包括：商會、機構

或公司名稱、電子郵箱、聯絡人及聯絡方式），電郵至：yukizhang@sheto.gov.hk 通知本辦。所提供的資料只

供發放本《通訊》之用。 

 

http://www.tid.gov.hk/sc_chi/trade_relations/mainland/cic.html
http://www.bjo.gov.hk/
http://www.gdeto.gov.hk/
http://www.cdeto.gov.hk/
http://www.wheto.gov.hk/
http://china-trade-research.hktdc.com/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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