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 7 月 22 日

Ref No.參考編號：2014-142
致全體會員備忘錄
問卷調查 - 珠三角港資企業經營現況

全球經濟前景仍充滿挑戰。由於美國及內地在年初增長動力較緩慢，可能影響港
商接單情況。另外，今年 4 月裕元鞋廠工潮事件之後，傳媒報導多間東莞及深圳工廠
相繼發生工人爭取社保的罷工事件。

工總擬備一問卷以瞭解珠三角港商的經營現況，敬請會員回覆。請在 7 月 28
日(星期一)前以傳真(傳真號碼：2721 3494）或電郵(jeffreys.tsang@fhki.or.hk)把問卷
交回工總。問卷所得企業的個別資料，工總會嚴守保密。調查結果會以綜合形式公
布。期望各位會員大力支持是項問卷調查，踴躍回應。如有查詢，請聯絡曾志聰（電
話：2732 3197）。
政策、研究及傳訊科 謹啟

附件：問卷
MEMORANDUM TO ALL MEMBERS

22 July 2014

Survey on HK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in the PRD
The global economic outlook remains challenging. The pace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inland apparently has slowed dow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which
may affect Hong Kong manufacturers in getting new orders. On the other hand, following the
incident of strikes in Yuen Yuen Factory in April 2014, there are media reports on some labour
unrest incidents in Dongguan and Shenzhen recently related to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In order to gauge the business situation of HK manufacturers operating in the PRD, we are
conducting a membership-wide survey. Members please complete the attached questionnaire
(Chinese version only) and return it to the FHKI by 28 July 2014 (Monday) via fax (Fax No: 2721
3494) or email (jeffreys.tsang@fhki.org.hk). Individual company’s response will be kept
strictly confidential and will be aggregated when the survey report is compiled.
We look forward to receiving your reply and your support is crucial to the success of the
survey. For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Jeffreys Tsang at 2732 3197.
Policy, Research & Communications Division
Encl.: Questionnaire
如 閣下不想收到我們的傳真，請註明 貴公司的傳真號碼 ___________，傳真至 2721 3494 。日後的會員通訊，請 [
] 電郵 *至
_________________；或 [
] 郵寄 *。(請以剔號顯示您的選擇) If you don't want to receive faxes from us, please note your fax no
here____________ and fax to 2721 3494. Please send upcoming members' circulars to us through [
] email* at _____________; or [ ] by
mail. (Please indicate your choice by a tick) 香港工業總會九龍 長沙灣 長裕街八號 億京廣場三十一樓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Industries, 31/F, Billion Plaza, 8 Cheung Yue Street, Cheung Sha Wan, Kowloon. 電話 Tel: 2732 3188 傳真 Fax: 2721 3494 網址 Website:
www.industryhk.org 電郵 Email: fhki@fhki.org.hk.

「珠三角港資企業經濟現況」問卷調查
請把填妥的問卷在 7 月 28 日前交回工總政策、研究及傳訊科
傳真號碼：2721 3494，電郵：jeffreys.tsang@fhki.org.hk，查詢電話：2732 3197

1. 貴公司在珠三角設廠的城市：_________________從事工業:_____________________
2.

3.

貴公司今年上半年接獲訂單的總價值：
□ 比去年理想，同比增幅約_______%
□ 與去年同期相若

□ 比去年差，同比減幅約________%

貴公司對今年下半年出口業務的預測：
(請圈出 增加 “+”或 減少 “–” 及填上變化的百分比，若維持不變，則填“0%”)
與去年比較的變化百分比
1. 出口總值：

+/–

%

2. 個別國家：
(i) 美國

+/–

%

+/–
+/–
+/–

%
%
%

(ii) 歐盟
(iii) 亞洲國家
(iv) 其他地區（請説明）__________

4.

貴公司對今年在內地銷售的產品業務的預測：
□ 比去年理想，同比增幅約_______%
□ 比去年差，同比減幅約_______%
□ 與去年同期相若

5.

貴公司今年會否增加開拓內銷市場的投入：
□ 會增加資源，同比增幅約_______%
□ 與去年同期相若

□ 比去年少，同比減幅約______%

6 (i) 今年貴公司有否發生員工追討拖欠社保及公積金糾紛？
□ 否
□ 有，涉及員工佔總員工人數的________% ，追討金額逹________元人民幣。
有關事件已否解決？
□ 事件仍未解決，己歷時__________月

(ii)

□
□
□
□

事件已經解決，解決的方法為：(可選多項)
補繳全數拖欠金額
□ 補繳部分拖欠的數目
解僱涉事的工人
□ 請求政府/其他機構協助調停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企業是否需要補繳社保及公積金？
□
□

(iv)

否
是，涉及金額逹________元人民幣，佔企業 2013 年營業額__________%

就補繳社保及公積金，貴公司有否因此出現財政困難？
□ 沒有財政困難，可如期補繳有關款項
□ 短期資金緊絀，要分期補繳有關款項
□ 未能應付補繳有關款項，需要借貸

7. 企業受工潮困擾的情況
(i)

今年上半年，貴公司有否出現工潮？
□

(ii)

有，涉及員工佔總員工人數的________%

□

否

如有，工人的要求是什麼？(可選多項)
□ 增加工資
□ 改善勞工福利
□ 應工人要求改變企業的政策
□ 追討社保及住房公積全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貴公司的工潮已否解決？

□ 工潮仍未解決，己歷時__________月
□
□
□
□
□
(iv)

(V)

工潮已經解決，解決的方法為：(可選多項)
增加工資
□ 改善勞工福利
應工人要求改變企業的政策
□ 讓工人參與企業的决策
解僱參與工潮的工人
□ 請求政府/其他機構協助調停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地政府有否介入平息工潮？
□ 向企業提供協助
□ 向企業施壓接納工人要求

□

沒有干預

貴公司估計今年發生的工潮令企業損失共_____________元人民幣。

聯絡資料
公司名稱：

電話：

聯絡人：

電郵：

所有收集的資料絕對保密，只作綜合分析用途
問卷完，多謝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