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商品說明（不良營商手法）（修訂）條例》
實務講座
《2012 年商品說明（不良營商手法）（修訂）條例》將於 2013 年 7 月 19
日生效，擴大對商戶的不良營商手法的規管，包括就貨品及服務作出誤導性
遺漏、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餌誘式廣告宣傳、先誘後轉銷售行為，以及不
當地接受付款。這些修訂會為業界的實際運作帶來影響。
協會於 6 月份舉辦有關條例的講座後，引起業界的關注和查詢。有見及此，協會將於 2013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五)舉行實務講座，邀請 高偉紳律師事務所 的代表，講解條例的要求及提供實務指引，協助
商戶認識自己的權利和責任，並盡早檢討現行的運作，作出相應的調整。
日期:
時間:
地點:
語言:
主講嘉賓:

內容






2013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五)
下午 3:00 - 5:00
鰂魚涌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9 樓演講廳 (鰂魚涌港鐵站 C 出口)
廣東話及英語 (設中文翻譯)
高偉紳律師事務所 顧問律師 Mr. Stephen Crosswell
高級律師 陳凱琳女士
註冊外國律師 Mr. Richard Sharpe

《修訂條例》適用範圍及修訂內容
執法指引內容
零售商應注意的事項及實務指引
個案分享
答問環節

費用: $50/人 (會員) |

$80/人 (非會員)

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

報名詳情






講座名額有限，座位以先報先得方式安排，如未能成功報名者，本會將個別通知。
報名一經接納，概不退款。報名者如因事未能出席，可由他人替代。
未報名參加之人士不得進場出席講座。
講座細節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告。大會對講座所有安排有最終決定權。
查詢：
惡劣天氣安排
吳小姐 2866 8311
(1) 八號颱風信號或以上／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 全日活動 (9:30am-6:00pm) 及上午活動 (9:30am-1:00 pm)
當日上午 7 時或以後仍然懸掛，活動將被取消。
– 下午活動 (2:30pm-6:00pm) 當日下午 1 時或以後仍然懸掛，活動將被取消。
如活動被取消，協會將視乎情況而決定是否另行舉辦，並保留一切有關決定權。
(2) 如遇三號颱風信號或以下 或 紅色/ 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則如期舉行。

《2012 年商品說明（不良營商手法）（修訂）條例》
實務講座
Stephen Crosswell
Stephen 是高偉紳律師事務所的顧問律師，主管香港辦事處有關反壟斷及競爭之業務，曾
就競爭/反壟斷策略、合規及爭議事宜向香港及亞太區內的主要公司提供法律意見。他曾處
理亞太區中若干最大型及最複雜的競爭法訴訟，包括不少香港現有行業競爭制度下的競爭
案件。Stephen 的專責工作包括就涉及香港《電訊條例》第 7M 條中有關具誤導性或欺騙性
行為的案件，以及就近日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為公司實施的合規計劃提供法律意見。
Stephen 是香港總商會競爭法專家工作小組成員， 也為《中國及香港競爭法》
（Competition
Law in China & Hong Kong）
（Sweet & Maxwell 出版社於 2009 年 7 月出版）中香港章節的主
要作者。 他曾為《全球競爭評論》（Global Competition Review）及其他國際刊物撰稿，更
獲《錢伯斯亞洲》
（Chambers Asia ）
、
《錢伯斯全球》
（Chambers Global）及《國際金融法律
評論》
（IFLR） 譽為於反壟斷事務具領導地位的律師。

Kanice Chan 陳凱琳律師
陳凱琳律師是高偉紳律師事務所的高級律師， 在辦理反壟斷及競爭事宜、國際仲裁、商業
訴訟及監管事宜富有經驗。她的專責工作包括就競爭/反壟斷策略、合規與爭議事宜向香港
及亞太區內的主要公司提供法律意見，她亦為就近日修訂之《商品說明條例》為公司實施
的合規計劃提供意見的法律團隊成員。陳律師乃英國特許仲裁學會（東亞分會）青年組即
屆前任主席，更曾為《Young Arbitration Review》及其他國際刊物撰稿。

Richard Sharpe
Richard 是高偉紳律師事務所註冊外國律師， 曾於倫敦擔任大律師逾 10 年， 擅長處理複
雜的白領罪案案件，以及相關收回資產的民事法律程序。他曾代表客戶於英格蘭及威爾斯
法院就近年若干最大型的商業詐騙案件應訊。 自 2013 年加入本所後，Richard 便與本所的
賄賂及貪污、國際仲裁及商業訴訟團隊緊密合作，就各類事宜向香港的主要公司提供法律
意見，當中以因具詐騙成份之失當行為而引起的事宜為主。Richard 曾於英格蘭和威爾斯以
辯方律師身份代表客戶應訊公司欺詐案件，也曾為不同機構包括英國稅務與海關總署、英
國國家邊境署、英國皇家檢察署複雜案件科及英國貿易標准局處理多項嚴重案件的檢控工
作。在香港團隊中，Richard 利用他從刑事訴訟方面積累的豐富經驗，向客戶就《商品說明
條例》所實施的合規計劃提供法律意見。

To 致:

Hong Kong Retai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10/F., First Commercial Building, 33-35 Leighton Road, Causeway Bay, HK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33-35 號第一商業大廈 10 樓
Fax 傳真: 2866-8380
Tel 電話:2866-8311

Deadline
截止日期

23/7/2013

ENROLMENT FORM 參加表格

《2012 年商品說明（不良營商手法）（修訂）條例》
實務講座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2013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五)
下午 3:00 - 5:00
鰂魚涌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9 樓演講廳 (鰂魚涌港鐵站 C 出口)
$50/人(會員) | $80/人(非會員)

Participant Information 參加者資料
Company
公司名稱
Contact Person (Mr./Ms.)
聯絡人 (先生/女士)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Position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
電話

:
Fa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Email
電郵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 following person(s) will attend the captioned seminar 出席者如下:
Name 姓名

Position 職位

E-mail 電郵

(Mr.先生/Ms.女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r.先生/Ms.女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r.先生/Ms.女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Please delete whichever inappropriate *請刪去不適用者

Payment Method 付款方法
□ Cheque Payment 支票 (抬頭「香港零售管理協會」或 “Hong Kong Retai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Ltd”)
Enclosed is a cheque for 現付上支票 HK$ __________________ for the seminar.
Signature
簽署
Name
姓名
Title
職位

聲明：

Company Chop
公司蓋印

Date
日期

本公司同意 / 不同意 協會使用以上的個人資料作各項用途，包括處理申請; 分派協會的通告、刊物、研究資料、市場資訊；推廣協會的周
年活動、研討會、講座、簡報會、會議、獎項計劃、培訓計劃及服務，以及由協會的合作夥伴所舉辦的同類活動。我們會將有關個人資料 (包括
姓名、公司名稱、職位、電郵地址、公司地址、電話及傳真號碼)儲存在協會的資料庫內。本會可能會透過傳真、電郵、直接郵遞、電話推廣及/
或其他通訊形式，向閣下進行直接推廣。如閣下不希望繼續收到協會的資料，請以書面通知協會(電郵:membership@hkrma.org 或 傳
真:2866-83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