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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商会＂简称（香港

商会HKCCC），经国家商务部批准，在民

政部登记注册，于1993年在北京成立。香港

商会是非牟利性、集商务及社交为一体的社

会团体。目前，除北京、上海（1996年成立）

和广东（2000年成立）外，天津、武汉、青

岛、成都、杭州、沈阳和哈尔滨均已成立香

港商会。

我们的宗旨是：促进香港与国内经济贸

易合作和文化交流，加强与国内有关政府机

构及企事业单位间的联系，并组织联谊活

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驻华商会在经济及

文化方面进行交流。



2016 Happy Hour
每周三晚上，与你相约小聚

为方便各位会员朋友随时相聚，2016年1月起，会员聚会开启全新自动模式，每周与各位相约相聚。无论商务约会、

小酌交流、老友相聚，我们都期待您的到来。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215号  电话：020-6683 9999

1月6、13、20、27日
2月3、17、24日

5pm~8pm
BAR ONE 独壹酒吧/广州天河希尔顿酒店 1F

5月4、11、18、25日
6月1、8、15、22、29日

5pm~8pm
G bar/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

3月2、9、16、23、30日
4月6、13、20、27日

5pm~8pm
Wilber's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农下林路竹丝岗二马路62号  电话：020-3761 1101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12号 电话：020-8396 1234

消费前需出示会员卡/会员卡仅限会员本人使用

凭有效会员卡参与聚会，阁下可尊享： ● 全场饮品买一送一      ● 赠送小食 

查询请致电香港商会  电话：（8620）8331 1653   电邮：info@hkcccg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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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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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月

五
六
月

会长　杜源申先生
Mr. Sonny Doo

伟博儿童福利基金会

杜源申            会长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东

刚迎接2016年的到来，马上又是

春节。首先恭祝各位读者丙申年万事胜

意！财源滚滚！

灵猴将至、新春万物萌芽，会刊本

期以“创意、创新、创业＂为主题，内容丰

富。我们可以看到子承父业的企业，如何

在创下世界纪录后，继续于产品使用和

销售渠道上进行革新。也可以看一下年

轻人利用创意、创新来帮助自己创业，在

陌生人社交平台奠定自己的位置。

谈到创业，当下给到香港人的其中

一些最佳机会，应该在前海和南沙两个

自贸区。会刊特别访问了前海周大福全

球购物中心的陈世昌，讲述在前海开发

的经验和港商如何参与。同时，还有前

海自贸区和深港青年梦工场的介绍，我

们还去南沙了解当地的最新发展。这三

篇关于自贸区的文章，值得细读。

人物专访，本期访问了苏富比亚洲

区行政总裁程寿康，具有两百多年历史

的公司在互联网+的年代做了哪些改

变?艺术品拍卖的市场最新的情况是什

么?各位在文章中可以找到答案。

就港商和在国内发展的朋友有兴

趣的话题，我们也有专业的文章，包括

人民币获纳入SDR货币篮子的影响、由

资深分析专家撰写的2016投资目标选

评、未来投资规则、福布斯公布的2015

中国最佳商业城市排名等，都是很精辟

的文章。

我们同时照顾女读者，本期推出黑

眼圈汤疗的介绍。精彩内容当然还包括

香港商会广东以及全国各地香港商会

活动的精彩瞬间。

我们期待更多精彩，让我们在新的

一年里，无论身体抑或业务，都能像灵

猴般活力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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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名誉会长

荣誉会长

杨钊 博士
Dr. Charles Yeung

香港中华总商会  会长

彭耀佳 先生
Mr. YK Pang

香港总商会 主席

李秀恒 博士
Dr. Li S H, Eddy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 会长

梁伟浩 先生
Mr. Eddie Leung

得利钟表集团 执行董事

李惠森 先生
Mr. Sammy Lee

李锦记集团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林卫智 先生
Mr. Lam Wai Chi

香港艺柏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主席

名誉会长

邓朱锦韶 博士
Dr. Una Tang

银辉鞋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曾智明 先生
Mr. Ricky Tsang

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
副主席兼行政总裁

理事局

会  长

杜源申  Sonny Doo 伟博儿童福利基金会  发起人

副会长

陈英诒  Glenn Chan  广州美而廉茶餐厅  总经理

梁泽锵  Billy Leung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行长

梁振声  Albert Leung 电讯盈科信息技术(广州)有限公司  总经理

梁美卿  May Leung 代表作亚洲有限公司  总经理

宋博宏  Raymond Soong 亚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董事

彭浩贤  Kevin Pang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  合伙人

刘慧诗  Grace Lau 广州天河希尔顿酒店  总经理

凌伟文  Edgar Ling Strategic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Limited  董事  

秘书长 

何建荣  Ronald Ho 香港贸易发展局  华南首席代表

常务理事

黄少媚  Echo Wong 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  副董事总经理

陈建荣  Rio Chan 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合伙人

林智生  Stanley Lam 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  行政总监-餐饮

李冠智  Henry Lee 康富来集团-广州市康富来国医馆  总经理

叶永健  Ben Yip 广州纳川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利瑞轩  Nicholas Li 威格斯资产评估顾问有限公司  董事及南中国区总经理

萧硕彬  Benson Xiao 大成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陈莉娟  Gwyneth Chan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重点企业客户部副总经理

郑子康  Wesley Cheng 广州宝芝林食品有限公司  业务发展总监

廖圣瑜 Larry Liu 创域（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

顾问

陈栢桓 David Chan 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  总经理

萧亮有 Henry Siu 栢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邝碧珠 Thomas Kong 嘉宏国际有限公司  董事长

法律顾问

曾报春 Rose Zeng 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理事

区俊文 Faraday Au 经纬物业（中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伟安 Simon Cheung 前海高略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长

缪晴辉 Catherine Miao 君合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麦伟强 Sammy Mak 艾迪亚意念有限公司  总裁

郑文聪 教授
Prof. Daniel  Cheng

香港工业总会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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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ni在成为香港人广泛认识的品牌之前，2013年所创造的健力士纪录——“世界最薄胶乳橡胶安全套＂成为

香港人的骄傲。大明集团成立20多年来，在香港和国内不断发展，目前安全套的年产量达2亿只。集团以质量过

硬、技术创新著称，成为安全套行业的领航者。接棒家族企业的第二代陈维德先生正密锣紧鼓，扩大生产规模，

拓展海外市场。

从世界纪录出发
奥妮逐步开拓国际市场

陈维德  DM Group大明集团董事总经理

Contact:Aoni品牌这个名字，有什

么特别的意思吗？

陈:Aoni是由我父亲，也是大明集团创始

人Jacky命名的。Aoni来自拉丁语Omni,

有全能之意，取其谐音为Aoni。集团在

1992年创立，专注于安全套业务。

Contact :一个香港的企业，怎么到了国

内发展？

陈: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正值大陆改

革开放，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的变革中。当时安全套作为一种国家监

控的计划生育用品。“大明＂敏锐地洞察

到国内安全套市场的巨大空白及潜藏需

求，因而决定进军国内安全套市场。

Contact ：是什么触发你要做到世界最

薄的安全套？

陈:当时我们遇到一个问题，从消费者

客观的态度来看，每个产品似乎都在卖

同一种东西，而为了宣传都宣称自己的

产品是最薄的。由于这种现状的出现，

加上中国消费者的心态，导致对国外产

品的质量抱有一种更大的期望，甚至主

观地认为只有外国的产品才能做到最

薄。但这种情况在2013年被打破了，日

本品牌冈本向健力士申请了“健力士世

界最薄安全套纪录＂，并以0.038mm的

薄度打破了这个纪录。从那时开始，安

全套的薄度便有了一个衡量的标准。作

为一家以专业研发生产安全套产品的

企业来说，自我挑战也好，同行良性竞

争也罢，既然有了一个对薄度衡量的标

准，我们一定不会错失良机，所以在我

们得知冈本打破纪录之后，便即刻开始

着手去挑战这个纪录。研发的过程必定

是困难重重，甚至有人会认为我们是没

可能挑战成功的。但是这些因素并没有

影响我们继续挑战，并且，我们以多年

积累的生产经验，加上专业研发团队的

努力，最终不负期望，以0.036mm的薄

度成功打破了冈本创造的纪录，成为健

力士世界薄度纪录保持者。可以说，这

个纪录既挑战了我们企业，也正因为我

们成功挑战了这个难以突破的纪录，不

仅给我们的企业带来了荣誉与机遇，也

彰显了企业研发团队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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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可以透露是如何做到世界最

薄吗？

陈:这是一个长期科研投入积累到的经

验，利用先进的工艺及成熟的技术制

造出的心血结晶。为了打破这个纪录，

企业在资金、人员上都投入了巨大的成

本。虽然看起来，在0.038mm的基础上

降低到0.036mm的薄度距离差别只有

0.002mm，但当技术去到将近极限时，

超越0.002mm的突破足以让人有飞上

月球的喜悦。要做更好、更薄、更安全

的安全套，质量一定要出类拔萃，从原

材料的选择到配方调制的把控、数据

采集，每一个细节都不能有丝毫偏差，

直至将原料上机生产，所要面对的是数

百万的数据分析和监控。更大的困难

是，每次从调整到出结果都需要很长一

段时间，这对技术人员的耐心与信心来

说都是一种莫大的考验。同时，这个等

待结果的时间，我们足以生产出数以万

计的产品，而研发最薄的这些产品可能

都是废品。由此可见，每一次挑战的失

败，不仅仅是心理的打击，也是经济上

的损耗。所以，在创造纪录这一年当中，

企业的投入和研发团队所付出的心血

是无法言喻的。

由于现时市场上有些产品以数字

00多少开头作为招徕，坊间很多消费者

被误导那是实际安全套的厚度，借这个

机会科普一下，001只是做到最薄的技

术代码。

Contact :Aoni是如何保证生产质量的？

陈:首先，我们使用的是国内首个30万

级 无 尘 生产车间，以高于国家、国际

标准的Aoni标准严格控制产品生产过

程。其次，所有产品均采用指定的国外

优质产源胶乳、仿生润滑剂、食用级香

精等天然原材料，由数字化智能设备生

产，生产全过程监控，产品通过100%的

电子针孔检测。

Aoni安全套的生产，执行Aoni标

准，这是比ISO4074和GB7544更高的

标准。

 

Contact ：Aoni在照顾消费者方面，又

有什么考虑？

陈:Aoni的定位是 “性爱体验专家＂，

首先需要细心观察消费者的需求，通过

不断创新以求超越消费者的期望。

从消费者的信息反馈中，新时代女

性由于工作压力等原因，会有分泌物较

少的问题，造成性生活的不协调甚至疼

痛，针对这种情形，我们推出了新一代

的产品——“胶原超薄001＂。这是一种

很好的医疗级添加剂，可以帮助补水、

润滑，以减少伴侣在性爱过程中的摩

擦。目前，这是Aoni的独家产品。

另外，为了防止女性伴侣在性爱过

程中免受细菌的感染，我们融合纳米银

的健康功效和Aoni超薄001的先进工

艺，研发出的“纳米银超薄001＂便成为

了消费者们所推崇的产品。纳米银是一

种世界领先的抗菌技术，纳米银粒子能

有效阻隔病菌，杜绝交叉感染，而且对人

体健康没有任何副作用，甚至能清洁性

爱伴侣双方的分泌物，拥有杀菌的功效。

Aoni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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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针对呵护女性的产品外，我们

在摈除药物的前提下，采取物理延时的

方法，帮助男性伴侣延长性爱时间，更

好地控制性爱表现。“OT Combo＂产

品中附带的OT环，达到了这个效果，采

用医学硅胶，其特点是在过紧的时候能

自动反弹，不会产生危险。

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我们响

应全球环保的提倡，使用过后的Aoni产

品百分百可降解，绝对符合环保要求。

使用安全套的体验是从外至内，因

此，我们在Aoni的包装盒设计也非常

讲究，我们打破传统的竖向包装方式，

采取横向的包装设计，只需轻轻地向上

揭开便能快捷取出安全套，实用性强，

可以重新合上。结合环保意识，Aoni安

全套使用纸膜包装，从任何方位都很容

易打开，从而提高使用者的性爱体验。

外盒包装设计简洁、辅助清新的色调，

贴近大自然，可让顾客在购买时避免尴

尬的局面。

Contact ：在质量控制和与消费者互动

的环节上，Aoni有哪些新猷？

陈：我们自主研发了获得专利的“奥妮

码＂技术，这一技术将打开生产界的质

量“黑盒＂。安全套的生产和飞机不一

样，“黑盒＂不能等出事之后才利用。这

种不成功，便成“人＂的安全套产品，让

消费者在购买时徘徊踌躇，使用“奥妮

码＂后便能让产品质量一目了然。

受北京医疗器械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的邀请，我们到北京推广介绍了这

一项专利技术，政府管理机构亦希望借

鉴这项技术，让医疗器械行业得到更好

的质量控制，并选定“奥妮码＂为试点

技术。我们很荣幸，可以与医疗器械行

业的行家分享我们的技术。

Contact ：创造世界纪录，为Aoni带来

了什么机遇？下一步有什么发展计划？

陈:从创造世界纪录的那一刻开始，直

到新闻发布会，吸引了中外三百多家媒

体的目光，让Aoni得到很大的曝光，成

为各界人士瞩目的焦点。这两年来我们

也陆陆续续接到多家媒体的采访，促使

Aoni知名度得到了提升。

现在，Aoni的产品已经在澳门全面

上架，即将在香港公开发售。并且，集

团香港元朗的科研基地也会在短期内

投产，这将是世界上第一台最高度自动

化，高度可控的安全套研生设备，将大

大提升Aoni的质量，为开拓更广阔的

海外市场作支撑。

海外市场现在主要通过线上销售，

有amazon、ebay等销售渠道，由Aoni

的团队运营。目前产品已远赴欧洲、美

洲、东南亚等地区的数十个国家，下一

步将向其他各州市场乃至全世界进军。

目前，我们发展运营安全套自动售

卖机项目，除了售卖安全套，还同时售

卖其他相关产品。中国售卖机项目目前

没有国外做得好，但现时有多种线上支

付的形式，我们加以结合，这是一个具

有发展潜力的市场，同时也是我们企业

发展的机遇。

Aoni Q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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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请问是如何走上创业之

路？

Yolanda：做了将近十年的媒体人，我

活在了一个个用户逐渐对传统媒体失

去兴趣与关注的年代，有一种紧迫感促

使我对互联网及新兴行业的深度关注，

机缘巧合下，我的一个多年朋友，也是

我们项目的主创，一名知名的前少年

黑客，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一起走上了

KIND项目的创业之路。

重新定义你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
专访KIND APP联合创始人张书华
采访、撰文_梁振声

本期会刊的主题是“创业、创新、创意＂。Contact看到主题第一时间想到当今极具争议性的话题“全民创业＂，进

入2016年，创业的队伍进一步扩大，创业方式和途径也越来越多。无论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是已经有几年工作

经验的职场老手，都不断萌生创业的冲动。我们与新兴创业者一起探讨如何快乐有效的创业。

关于KIND

KIND品牌下有“开聊＂“开拍＂两

款APP以及KIND PLANET卡通品牌。

开聊是一款基于兴趣主题的交友应

用，在芸芸的社交软件海中，KIND开聊的

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纯聊天应用，而非男女

相约的社交品类。以兴趣聊天主题为核心

的特色功能，一人开启，六人成聊，24 小

时消失。在2015年上线的短短1个月即成为

了各大应用市场的热门推荐，也是校园里

最火的聊天交友软件。

对于创新软件公司KIND甚至拥有自

己的卡通品牌，自2015年初推出了独篇及

系列漫画，多家平台转载。推广方面拓展了

多渠道合作，同步发布壁纸、贴图、表情及

周边。另外创新的IP授权模式与品牌定制

衍生品，包括KIND主题展览、饮用水、零

食、抱枕、主题活动等。创办一年的传播

影响力达到2000 万人次。

张书华 Yol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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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卡通

Contact：在众多初创型的创业公司中，

听说你们是属于“豪华型”的？

Yolanda：首先KIND在立项的初期，创

始人仅凭一份PPT就获得了基金公司的

青睐，轻松获得天使轮的融资，于是我

们较其他创业公司，拥有更好的硬件设

备。但我们公司被评为豪华型创业公司

是因为我们对员工“以人为本＂的很多

小细节。我们有一个豪华茶水间，从早餐

的无限量豆浆到全天专人泡茶，以及冰

箱有喝不完的饮料及零食。逢周五都会

安排豪华下午茶，总让其他团队羡慕不

已。再者是我们还请来了烹饪经验丰富

的阿姨给员工制作安全卫生住家午餐，

其实一直贯穿于人类社交行为中，而且

是重要的一部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这种需求通过网络产品被引导和释放，

已经成了刚需。每一次的相熟，都是从

最初陌生人的相遇相知开始的，KIND

只是为想认识同类陌生人的人提供一

个简单快捷而又不失文艺清新的平台。

六度人脉关系理论也指出，地球上

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六层以内的熟人链

和任何其他人联系起来。通俗地讲：“你

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

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

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

Contact:陌生人社交免不了有“冷场”的

行为，KIND会因此采取相应的对策吗？

Yolanda：目前，我们推出了属于我们自

己品牌卡通形象的表情及涂鸦，增加聊

天中的多样性和趣味性。同时，内容运

营方面的同事每天都会按照聊天室的

话题类型进行总结归类，方便大家寻求

真正感兴趣的范畴。相信大家每天都会

有不一样的经验和体验，希望能与真正

懂自己的人分享。我们接下来也会有计

划地引导大家配合时下发展的话题进

行交流。当然，我们会更关注与用户的

互动和话题的策划与产生。接下来的项

目，也会运营创意的短视频内容来引发

陌生人之间的连接。

Contact: 鉴于网络交友存有黄暴等行

为，KIND将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Yolanda：KIND有专门的spam团队负

责24小时清理软件内涉嫌色情广告暴

力和反动的内容， APP内也有举报机

制，当用户遇到“猥琐蜀黍＂“刷屏代

购＂等影响体验的内容，点击举报后我

们的审核人员也将尽快核实处理。因为

老板的重视和spam团队的努力，很多

用户都在反馈里提到对我们KIND这个

小清新软件的喜爱，由此我们还吸引了

很多95后和00后的用户，而且绝大部

分都是萌妹子喔。

Contact：一家互联网公司为何会想要

打造卡通品牌？

Yolanda：一次旅行，让我们意外认识了

口味酸甜苦辣轻重都能随员工们的喜好

来调整，饭菜还是员工自选菜式。除此

之外，每周常规的集体运动、重大节日的

特别活动、年末的撕名牌比赛、温泉团

建活动等无一不站在员工立场想事情，

更是超越了普遍创业团队的待遇。

Contact：互联网中社交领域中的陌生

人社交为何兴起？

Yolanda：马克思说，交往是人类的必

然伴侣。这里的交往，除了熟人，当然还

包括陌生人。生活的本质是交际，熟人

社交只是最基本的社交行为，而陌生人

社交便是更高层次的需求。陌生人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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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卡通

梁振声副会长与Yolanda合影

日本的社交软件LINE的卡通品牌LINE 

FRIENDS，当你看到日本、泰国、韩国、

香港等地方的便利店、商店、游乐场充

斥着LINE的身影时，我们开始懂得，文

化产业与互联网有效结合而带来的巨大

经济效益。回看中国的卡通动漫产业，

低龄及母婴产品基本占据了大份额市

场，而中国其实有超过3.5亿的青年动漫

读者与观众，是全球最大的动漫目标消

费市场。多少血气方刚的少年煞费苦心

只求得一正版的卡通手办，然而国产卡

通手办却寥有问津，于是我们把卡通业

务作为战略级别对待，认真的制作内容

给青年人去消费我们。截止目前为止，我

们是第一家也是国内唯一一家，认真把

社交+卡通做下来的公司。

Contact：如何在这个快速变幻的时代

做到内容创新，形式创意？

Yolanda：公司需要在软件及卡通两个

业务上同时体现创新与创意，我与团队

无时无刻都在关注每一天最新发生的

任何热点。因为卡通业务由我主要负

责，我从招聘设计团队的开始，特别关

注候选人是否是思维活跃，性格活泼

且与时代并进。我们更多是在轻松平等

的氛围中去讨论创意，谁都可以提出更

好的想法，我们也同时关注社会热点，

“女司机＂今天被打，卡通素材今晚就

被创作出来了。鉴于我们软件更针对95

后的女性用户，为了有更好的凝聚力，

我甚至成立了“KIND女生宿舍＂这样

一个小组织，每周我都会精选一家餐

厅，带同事来尝新和拍照，一边吃一边

讨论有趣的话题，很多创意就是这样被

诞生。发展到现在甚至有吃货男同事忍

不住申请入舍。

Contact：社交体系与卡通品牌捆绑的

商业模式是如何的？

Yolanda：在过去的一年中，KIND的

总用户量增长迅速，同时也对未来打

通整个应用生态圈做了准备。与同类

比受众的卡通文化相结合，进行国际

市场拓展，进而开拓短视频业务、游戏

业务、表情贴纸、卡通形象实体商品等

等举动，去实现多元化的营收渠道。在

KIND的产品概念里面，沟通交流将会

成为社交软件店主角，卡通形象的植

入，比如短视频、贴图壁纸、动静态表

情等创新方式，增强用户的融入感，增

加了聊天的乐趣，从而产生粉丝创收效

应。另外卡通对外的项目拓展，在不同

领域不同渠道轰炸年轻人圈子，带来关

注卡通的受众与社交的受众链接，造就

环形的收益生态链。

Contact：未来会有什么更创新的动向？

Yolanda：2016年公司将着力打造的IP

互动短视频社交APP，推出国内首个主

推各类IP（卡通品牌、演艺明星、电影

主角等）互动短视频素材的APP，迎合

年轻人追求创新的喜好。IP在软件里不

但拥有好玩的短视频还能传播贴图、表

情、徽章等新新人类常用的各种功能。

让人值得期待的是，动画不再仅存活在

动画片中，而是展现在一条条可分享易

阅览的短视频中，哪天你在朋友圈看到

你的朋友使用了我们的创意素材拍摄

的短视频，可不要太惊讶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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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周大福在前海承接港货中

心这个项目，是基于什么考虑？

陈：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南巡，希望把

前海打造为特区中的特区，为这 里的

发展定调，这里将来成为金融、现代物

流、创新科技等行业的中心，发展空间

庞大。周大福集团对前海一直看好，集

团主席郑家纯对于在国内的发展也一

直大力支持。前海管理局要设立港货中

心，帮助分流、舒缓到香港购物造成的

压力，我得到这消息后向郑先生汇报，

获得郑先生全面支持，并指示务必以把

平台做好为首要任务。

港货中心对前海的发展有助力，但

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帮助香港，特别是

中小企业以及有意创业、有能力的年轻

人，为这些人士开拓商机。这个项目规

定由港人运营，港式管理，卖的也是香

港的产品，同时要求价钱与香港贴近。

中心在缓解香港接待国内游客购物压

力的同时，也为国内人士，特别是深圳

以及南珠三角一带的居民，提供购物便

利。他们对生活百货需求很大，喜欢到

香港购买化妆品、奶粉、母婴产品、食

品等消费品。到香港购物，除了价钱稍

微低一点，更重要的是信心，特别是让

小孩吃的或是抹到脸上的，都希望获

得安全有保证的产品。港货中心正好解

决这个问题。这个构思对中港两地都有

利，促成了港货中心的合作。

Contact:周大福从准备标书到港货中心

试营业，只有短短几个月时间，你们是

如何完成任务的？

陈:我们是 2 015年 4月开始 接 触前海

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他们的想法很创

新，做事很有魄力、敢为人先、办事效

率高，很值得学习。这个项目是通过正

式的招投标选择合作方，在7月开始投

标。我们只有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

标书，凭借集团内多方面专业的团队，

把占地11,000平方米项目的标书及时

完成。7月28日网上公布投标结果，周大

福投得这个项目的合作。

周大福能中标，大概因为公司背

景、实力和经验，而我们的标书从执行

计划到设计等方方面面，都比较有说服

力。项目分两期完成，中标后的工作，

比准备标书更艰巨，其中有两个比较难

完成的节点，是两期要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首先是在12月7日，将项目中不少于

3,000平方米面积的商场对外营运。换

言之，只有四个月时间，完成清理荒地、

平整、打数百条50多米的桩、再以混凝

采访_梁振声、凌伟文   撰稿_凌伟文

前海成为自贸区后，到前海注册

的公司如雨后春笋，房地产项目也密锣

紧鼓开动。在建设初期，前海受到各方

注目，但实际上并未太热闹。直至前海

周大福全球商品购物中心（又称港货

中心）去年十二月初开幕，让很多商家

对这个地区的发展潜力刮目相看。

购物中心由具备八十六年历史的

周大福精心打造，一个老牌企业在新

成立的自贸区率先启动，有什么样的考

虑？后续会有怎样的发展？这个项目的

总设计师陈世昌为大家详细解说。

前海购物中心第一期奏凯
周大福开拓O2O跨境电商
专访 陈世昌 前海周大福全球商品购物中心筹委会 董事/项目总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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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和钢结构盖好楼高三层的商场、紧

接的是精装修、招商、洽谈等工作，一

环扣一环，每一个环节都不能脱节。团

队在投标阶段已经研究过，有信心在限

时内完成任务。大家都知道，盖一个商

场不容易，光是审批图纸，可能都需要

半年，还好我们经过仔细分工，图纸、工

程、跟进、招商、装修都按照计划完成。

第一期完成的有7,000平方米，比规定

多出了逾一倍。我们要感谢前海管理

当局的支持和配合，也感谢天工造美，

在九、十月份雨季、风季之中，下雨天不

多，也只刮了一次台风，对工程影响不

大，可以说是顺风顺水。

Contact:港货中心第一期招商的过程困

难吗？进驻的商铺是如何规划的？

陈:第一期招商的难度，在于虽然大家

都觉得前海前景很好，但当时前海还是

比较荒凉，物业以办公室为主；由于住

在这里的人不多，区内显得缺乏人气，

大家都抱着观望态度，很多商家不太愿

意冒险。我们以公司的实力，和对港货

中心能良好发展的信心，让客户建立信

心。由于集团有良好商誉，我们当时约

见的潜在客户都比较愿意跟我们洽谈，

而很多有实力的香港品牌也已经进驻。

在商铺规划方面，我们通过市场调

查，研究民生百态和他们对港货的需

求。调查结果告诉我们，进驻的品牌、

产品必须是当地市民真正欢迎的品类，

而不是高大上的奢侈品。

Contact:港货中心试营业的前几天，反

应是否跟预期的一样？（访问当天，试营

业才开始了两个星期）

陈:开幕的第一个周末，到访购物中心的

访客人数之踊跃，实在是喜出望外。第

一个周末两天内，共录得访客逾30万人

次。7,000平的商场要容纳这个访客流

量，我们必需要分流、截流，才可以做

到安全的接待访客。按照标准，三层楼

加起来，访客流量在4,000人以下，购

物体验是最理想的。到了5,000以上，

访客会觉得有点拥挤，而且可能会产

生危险，因为当中有老人和小孩甚至婴

儿。安全意识是我们最关心的，丝毫不

能放松。

由于访客太多，截流期间，我们安

排了特别措施，派出同事跟轮候入场的

客户聊天，并提供饮用水、糖果给轮候

的访客、为老人家提供休息的地方等。

试营业期间，早上10点到晚上八点，星

期五、六、日到八点半，安排了循环线穿

梭巴士，免费接送访客往返地铁站。第

一个星期六，虽然南山交警大队大力帮

忙，在区内指挥交通，但开车来的访客

太多，到了无法疏通的地步。到星期天

加派人手，呼吁分流，但拥堵情况还是

持续了几个小时。其后，区政府也协助

在区内调节交通灯和交通导向，并呼吁

消费者尽量使用地铁。

港货中心第一期，目前已有21家

商户在运营，生意也很不错。化妆品我

们有莎莎、母婴产品有纷纷殿堂、食肆

有美心、服装则有佐丹奴、G2000等品

牌，这些都是香港知名品牌，也是国内

消费者所喜欢的。这些商户都很开心，

各品牌的老板和负责人纷纷亲自接受

媒体访问，表示很满意，其中ISA的老

板接受访问时，多次竖起大拇指，认为

港货中心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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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港货中心第二期什么时候对外

运营？招商是否比第一期容易？

陈 : 我 们 的 第 二 个 挑 战，是 余 下 的

13,000平放米，要在2016年五月份对

外开放。不过，有了第一期的经验，第

二期 就 相 对轻松。我们 第一期商场 3

层7,000平，除去公摊、休憩服务等占

地，实用大约2千余平。第二期商场5层

13,000平，实用约五成。我们的构思，

第二期业态，不要拷贝第一期，让消费

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目前的计划，可

能在天台设西餐厅，因为享有河景，在

天台晚餐，会相当惬意。我们也会增加

一些老香港的文化特色，让客户有更好

的体验。

第二期商场招商，已经启动。由于

有了第一期成功的展示，已经有很多商

户主动找我们，表示有意加入。事实上，

于1月6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

一场推介会，五百个席位一早就座无虚

席。我们将进行公开招标，并且会选择

更多受国内消费者的品牌进驻。因为

只有在消费者喜欢的情况下，才会有商

机。为了不让向隅的商户失望，我们安

排了录像，在线上播放，并在线上接受

客户的咨询。

Contact:港货中心试营业成功，主要原

因是什么？

陈：主要原因是我们体现关怀；我们跟

国内和区内众多商场的差异，是努力打

造“家＂的文化，从设计开始，公司已要

求必须做好消费者体验。我们不希望消

费者来这里，匆匆忙忙、风风火火的买

几罐奶粉、几包纸尿片就走。因此，我

们做很多体验的东西，比如说科技体

验、互动体验等。中心安排了很多配合

互联网+的文化，只要来到中心，访客

们可以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一天；除了购

物，我们还有很多供拍照留念和游玩的

地方，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老香港文化的

东西 - 鸡蛋仔、鱼蛋，雪糕车等，在这

里可以先享用完了再逛商场，或在购物

后到来享用。小朋友玩得特别开心，女

士们可以买到化妆品、服装，年长访客

可以选购他们需要的日用品，或给儿孙

买玩具。

港货中心除了实体店，也经营跨境

电商，也就是O2O业务。我们以会员制

运营，消费者到达后，只要登陆官网，

加手机号和实名登记，即可成为会员，

简单便捷。在网站上，消费者可以浏览

产品介绍、优惠、新品推介以及商户资

讯，还可以购物。购物分线上线下，线

上指的是跨境电商，可以采购香港的产

品，线下是方便比较焦急的消费者，他

们不想等待送货，宁愿多支付一点税，

马上提取选定的货品享用，悉随尊便。

跨境电商设有行邮税。线上商品存

放于保税区，购买的时候扫二维码，商

品将会邮到购买者家里。行邮税税制

单一，从20%到最高的50%。值得一提

的，是税金在50元以下的货品，可获得

免征税优惠。所以很多商品，特别是生

活民生百货，实际上是无需征税的，比

在境内其他地方购买完税的进口商品

便宜便捷。由于免除了海关关税、增值

税等费用，加上无需经过中文标签和卫

生检测等手续（审批时间可达半年至一

年），为消费者带来最大的便利。

此外，我们对进驻商家最 大的要

求，是价钱必须贴近香港的售价，因为

这样才会有足够的吸引力。我们有职员

专门负责查核各商户的售价和商品，务

求做到货真价实。

Contact:进驻港货中心的品牌，它们在

深圳地区的店铺生意是否会受到影响？

陈：暂时我们还没有看到对同一品牌在

深圳店铺的生意的影响。但数据只有

短短一个多星期，还不能作准。我们会

密切留意这方面的情况。估计影响不会

特别大，因为我们注意到购物中心的访

客，有来自南珠三角地区包括惠州等地

的居民，而且深圳、广州的人口加起来

三千多万，市场足以容纳这样一个购物

中心。

按照前海管理局的规划，前海将来

会有60万人口，加上20万来自全国以及

世界各地的精英上班，光是这个消费群

体已经给到我们很好的动力，再加上周

边地区的人口，前海发展的前景是很乐

观的。考虑到相关政策的支持和税务

优惠的吸引，目前已有逾4万家以上企

业在前海注册，市值十亿元或以上的企

业也逾百家。

购物中心的开业，可望加速前海的

发展。只要有新的概念、好的产品，自

然能吸引消费者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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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3年由前海管理局、深圳青联

和香港青协三方发 起成立的前

海深港青年梦工场位于前海合作区前

湾片区，是服务深港及世界青年创新创

业，帮助广大青年实现创业梦想的国际

化服务平台。前海17000多家优质企业

将作为优秀的榜样给梦工场的创业者

带来强大的动力。

梦工场以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

业、科技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及专业

服务为重点，培养具创新创业意念的

18-45岁青年，以及具高潜质的初创企

业共200家，于「梦工场」实践创业计

划，并同时探索创新创业孵化器产业化

发展的新模式。未来梦工场将凝聚国

际一流的创业资源，为创业者们提供优

质的资源和服务，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创新创业中心。

12月7日，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开园一周年

紧扣“深港合作＂主题，由香港建

筑师设计、占地5.8万平方米的梦工场

经过一年的酝酿发展，已成为创新创

业的一片“热土＂。8家创新创业孵化

器、40家专业服务机构云集，集中了智

能硬件、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多个领

域的115家国内外创业团队选择将梦想

植根于此，其中，香港团队达到52家。

在这短短一年时间里，52%的团队实现

天使轮、A轮甚至C轮融资，创业之星

火蓬勃发展成燎原之势。

“前海梦工场已经初步构建起一

个深港间创新创业的生态圈。＂前海蛇

口自贸片区管委会副主任、前海管理局

副局长何子军表示，下一步，梦工场将

继续坚持公益及公共服务属性，提升

创业服务水平，积极推动出台有针对性

的创业扶持政策，在全国示范引领“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

互联网创业团队占比过半

按照“以梦工场为主导、合作机构

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  创新创意筑梦起航

为主体＂的协同创业服务模式，前海厚

德、中科院、电信、大疆、香港互联网协

会、盈科会计事务所、等松禾资本一批

孵化、专业服务机构纷纷入驻园区。

依托这些合作机构，梦工场共计引

进深港国际创业团队115家。其中，属于

“互联网+＂行业的65家，占57%，属于

智能硬件行业的22家，占19%，属于文

化创意领域的10家，占8.6%，属于其他

专业服务领域创业的18家，占15.4%。

梦工场着重为入驻团队提供更多的“新

服务＂：从公司的注册到上市，包括投融

资、会计、法律及人力资源等范畴，入园

企业都能在此找到“一站式＂的服务。

香港青年点赞内地创新氛围

为了吸引 香 港 创 业青 年，前 海 管

理局投入了大量资源。梦工场不仅在设

计、物业、餐饮服务上引用香港团队和

公司，还组建了一支以留学归国人员为

主体的运营服务团队。与此同时，梦工场

在这一年中，联合深港两地相关机构举

办各类活动220场次，成为前海进一步

推动深港合作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

来到前海创业后，香港青年和不少

身边的香港朋友都改变了对于内地以

往的刻版印象。这里的优势不仅仅在于

成本低廉、创新创业氛围以及市场空间

大，甚至生活质量、发展速度都比香港

要更好。

香港青年来前海创业，除了可获得

一站式的创业服务，还能申请最高200

万的专项补贴资金，并获得来自顶尖孵

化器、天使投资人等创业要素资源机构

的更多关注和支持。

资料来源：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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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26日，在深圳经济特区成

立三十周年的特殊历史时点上，国务

院批复《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

体发展规划》。2012年12月7日，习近平

总书记将前海作为基层调研的第一站，

强调前海开发开放是深圳经济特区发展

的新契机、粤港深港合作的新平台。

1月8日，香港商界代表一行60多人

参与了由香港政府驻粤办组织的参观

活动，了解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的最新发

展状况。

前海展示厅

前海主导产业主要有：金融业、现

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及其

它专业服务业。凭借创新的体制机制

优势，成为国家级开发区中开放程度

最高、体制机制最新、先行先试空间最

广、产业发展潜力最大、支持措施最优

的开发区。期间代表团与前海管理局田

敏副局长、孙海伟局长助理以及香港事

务处、自贸协调处、产业促进处、企业

服务处相关负责同志座谈，了解前海蛇

口自贸片区发展情况及最新产业政策，

并就深化深港合作展开探讨。

周大福全球商品购物中心

作为深港合作的重大项目之一，前

海周大福全球商品购物中心一期7000

平方自2015年12月7日开业以来，获得

广泛关注，客流量最高峰达到了一天25

万人次。这个“港资建设、港企运营＂

的项目在使得“港人收益＂的同时，也

让深圳市民分享了自贸区发展的红利。

“跨境电商与保税展示＂相结合的商业

模式背后，反映的是前海主动对接国际

经贸规则、进一步探索对外开放的政策

方向。一期客流火爆，商家满意，二期也

将于4月投入运营。

招商局自贸商城

这是一个集合了欧美、日韩、澳洲

等国家的名品展示与高端商品直销中

心，也是一个消费体验中心。招商自贸

商城致力于打造跨境电商的F2F的模

式，即从国外的工厂（factory）、农场

（farm）、农户（family）直接送货到

消费者家中（family）的模式。通过缩

减供应链环节，利用跨境电商平台，只

需缴纳行邮税等方式，结合进口商品直

销，缩短产地与消费者的距离，实现贸

易便利化，实现F2F。

蛇口展示中心

前海蛇口片区将充分发挥深港跨

境联动优势，围绕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

中心建设，通过金融开放与创新打造深

港共同资本市场，使金融要素在深港之

间率先实现自 由流动与市场配置。重

点方向包括：允许香港有限制牌照银行

在前海设立分支机构、降低香港本土保

险公司入区准入门槛、推进实现人民币

资本项目可兑换、设立私 募产品跨境投

融资平台、探索开设具有离岸国际板功

能的证券交易所、发展科技金融和互联

网金融等创新金融方面先行先试。

前海——中国梦的梦工场
——记香港商界前海考察团

全体团员大合照 与前海管委会及投促局代表座谈

参观前海周大福港货中心

深港青年梦工场两位来自香港的创业青年分享经验

招商局自贸商城货品琳琅满目

在蛇口展示厅听取规划讲解



聚焦南沙，推动自贸区建设发展高峰论坛

2015年12月22日在广州白云国际

会议中心举办了“聚焦南沙，推动

自贸区建设发展高峰论坛＂。由中共广

州市委、市政府主办，广州南沙开发区

(自贸区)管委会承办及广州市商务委协

办。大会在论坛上介绍：南沙地处珠江

三角洲口岸，是连接珠江口两岸城市群

的枢纽性节点，港口岸线资源丰富，背

靠珠三角世界级制造业基地以及拥有

6000万人口的城市群，区位优势和资源

优势得天独厚，肩负打造广州的未来、

广东省新一轮对外开放重大平台、建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枢纽的重大

历史使命。在国家、省、市的高度重视

和关心支持下，广州南沙于2012年和

2014年相继获批国家新区和自贸试验

区，叠加“双区＂战略发展新优势，与上

海浦东、天津滨海一起站在国家新一

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形成了蓬

勃发展的良好势头。当前，南沙自贸试

验区建设开局良好、进展顺利、成效初

显。在统筹谋划方面，已制定南沙自贸

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7个区块60平方

公里，三年开发建设策划方案以及2015

年建设计划，各区块开发建设已全面铺

开及有以下几方面进展:

在对接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方

面，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

已基本建立，对外资和内资项目统一实

施负面清单管理，建立了企业登记“一

口受理＂政务系统，“一照一码＂改革在

全国率先拓展至工商、质监、海关等8

个部门。以贸易便利化为导向的大通关

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加快建设国际

贸易“单一窗口＂，实施海关快速验放

机制及国际转运货物自助通关新模式，

海关通关时效提高50%以上。

在区域交通枢纽建设方面，正在

加快推进的总投资有1561亿元的38个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推动了区域中心的

加速，正加快推进港口、轨道交通、高

快速路网和市政道路建设。

在经济发 展 势头方面，2015年

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保持13.7%以

上，增速依然在广州第一，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45.1%;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

17.8%;进出口总额近20%。今年全区新

设立企业6414家，同比增长了281%;新

增注册资本总额830多亿元，同比增长

了335%;投资额500万元以上的在建项

目371个，涉及总投资1557亿元，区域

经济引擎作用逐渐凸显。

在区域功能提升方面，按照省、市

要求全力打造“五大＂发展理念引领区

和示范区，打造广州“三中心一体系＂和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功能区，打造

广州国际航运枢纽、国际航空枢纽、国

际科技创新枢纽的主要承载区，以及建

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结合点和重要枢纽。

在产业发展方面，发展壮大临港

装备制造业和跨境电商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为重点，提升区域产业核心竞争

力。在城市建设方面，将充分利用优质

生态资源，高标准提升城市功能和城市

品质。

经过三至五年的改革试验，南沙将

努力建成符合国际高标准的法制环境

规范、投资贸易便利、辐射带动功能突

出、监管安全高效的自由贸易园区，成

为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

新高地和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

务枢纽。

撰文_梁振声

论坛嘉宾香港大学王缉宪教授(中)与香港商会代表合照

(数据来源: 广东自贸区南沙区宣传部)   

高峰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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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立足国际文化市场
逾两百年老店不断推陈出新
专访 程寿康 苏富比亚洲区行政总裁
采访、撰文_凌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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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寿康刚加入苏富比的时候，公司

在美国纽约的总部大楼外有五支

国旗，却没有中国国旗。程寿康觉得亚

洲地区对苏富比业务有重要贡献，而作

为亚洲总部的香港是三大拍卖中心之

一、也是中国的一部份，于是向全球行

政总裁提出，这五面旗帜当中，应该有

一支五星红旗吧？

一年多之后，那位全球行政总裁给

程打电话说，过几天总部要开始升起五

星红旗，并让他在首日升旗到纽约观礼。

从那天起，中国国旗就在苏富比总部外

飘扬。这是大约六年前的事，现在讲起

这段故事，程寿康有一种很自在的满足

感。他认为，这事件有不一般的意义，标

志着崛起的中国除了在经济、军事等领

域雄起，在文化领域也占一席之地。

苏富比拍卖行于1744年在伦敦成

立，程寿康觉得用「乾隆九年」让人更有

印象。这家两百多年的老店发展迄今，从

开始在伦敦进行拍卖业务，现在遍布全

球40个国家90个地点，其中9个为拍卖中

心，并以纽约、伦敦和香港为主要拍卖中

心。苏富比每年进行超过250场拍卖，物

种涵盖逾70类艺术品。苏富比股权辗转易

手，后于1988年在纽约交易所上市，成为

NYSE历史最悠久、也是唯一专注于艺术

品市场的公司。香港是苏富比在亚洲地区

的总部，对企业的销售举足轻重。

五星红旗在两百七十多年老店飘

扬，让程寿康觉得更有意思的，是中国

藏家和古董商到美国参加拍卖，都喜欢

在苏富比总部外面拍照留念。事实上，

近年收藏艺术品的国内收藏家越来越

多，他们在国际艺术收藏市场也越来越

受重视。

谈 到中国的收藏 家和古董商，程

寿康说：开始的时候，来自国内的藏家

只会买中国以前流失到国外的东西，随

着中国经济逐步转好，国家强盛，人民

富起来，自然更会追求精神上和文化上

的东西。时代转变，新一代中国人在国

外接受教育、出国的机会大大增加，对

外国的艺术品的认识和接受程度提高

了不少。今天，除了在香港举行的拍卖

会，在国际的拍卖场上推出的西方古

董、油画、当代艺术、顶级藏品，中国内

地的收藏家也会参与竞拍。

在中国拍卖品的竞拍方面，以前的

主要客源是香港人和台湾人。现在，内

地中国人开始占更大的比重，一般能占

30%左右，在字画等物品方面，更曾经

占比60%以上。这几年稍见回落，但仍

占27%左右，与港、台客人鼎足而立。

中国人收购西方艺术珍藏，过去几

年并不罕见。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华谊兄

弟的董事长王中军，以6,176万美元（约

港币四亿八千两百万元）投得梵高的杰

作“雏菊与罂粟花＂(Still Life, Vase 

with Daisies and Poppies)，其他收藏

家如上海艺术馆的刘益谦也屡有出手。

对于文物的聚散，程寿康有他的一

套看法。当一个国家势力薄弱，比如清

朝，被八国联军夺了很多文物；今天，在

中国日益强大的时候，中国人以和平方

式、强大经济能力，把当时流失了的国

宝回归祖国。文物的聚散正逐渐转移，

回到东方、特别是中国。因此，程认为，

文物保护法，除了国宝级的东西，无需

过于严控，只要国力强大，艺术品自然

会被吸收回来。

程寿康是“喇沙仔＂－香港名校喇

沙的学生，与本会会长杜源申是同班同

学。很多人要攀到顶峰，可能需要不停

的跳槽，可是他工作了三十多年，只服

务过三家公司，每家公司都留了十年或

以上。

程寿康念的是法律，很自然投身这

行业，从孖士打律师事务所开始，那大

概是当年同门师兄弟梦寐以求的起步台

阶。87-89年曾经长驻北京，与当时驻京

的“大行＂都很熟，那段时间，也是程累

积中国经验的前期。十年律师生涯后，

被富商潘迪生邀请，担任旗下集团的法

律顾问，并学习做生意，进军零售业，在

国内负责开设西武、都彭、迪生名牌世

界、Harvey Nichols等零售百货店。

在迪生集团第五年的时候，曾经发

生过一段插曲，当时苏富比正在招聘亚

洲地区董事总经理 ，猎头公司找到程，

原因是他有法律背景、对奢饰品、艺术

品又有认识。当时迪生公司拒绝放人，

老板还主动给对方打电话，表明不会让

程过档。就这样，他又在迪生发展了十

年，期间和苏富比的领导保持良好关

系。在迪生第十五年，另一家拍卖行佳

士得与程接触，希望他能易帜。这件事

没有谈成，却让苏富比听闻了；十年前

跟他接触的苏富比人力资源总监又给

程打电话，问可否恢复十年前的对话。

缘分就是如此奇妙，这次，程寿康结束

了十五年上市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律顾问

生涯，终于加盟苏富比，成为该公司亚

洲地区的首脑，转战艺术品市场。三十

多年，三份工作，对于今天很多没有一

份工作能做满三年的年轻人，有点不可

思议。

加入艺术品市场，程寿康并不需要

太多的适应，因为他本来就喜欢收藏玉

器，做律师的时候已经留意玉器和其他

艺术品，由此与苏富比等拍卖行圈里人

熟悉。加入苏富比，可能让程有更多机

会，接触艺术珍品，但对增加收藏并不

特别有利。因为苏富比是上市公司，有

严格的管理措施，对于内部员工及高层

参加竞拍，有严格规定，以免造成不良

影响。公司高层不可以参加现场竞拍，

只能在拍卖会举行前的指定时间内，以

书面形式递交竞拍书。这意味着只能开

出一个心目中的最高价，由于事前不确

定市场对这件拍卖品的兴趣以及竞拍

的激烈程度，又没有机会再出更高价，

能否拍到心头好，就看眼光和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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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军从程寿康手中接过拍得的名画。

艺术收藏被视为投资的一种，但

与其他投资项目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程

寿康以股票为例，做了很生动的描述。

“艺术品投资和传统的投资不一样。比

如说股票，我们天天都可以看到股价的

起落，很透明。艺术品的价格，今天也

很透明，主要拍卖行都会公开艺术品拍

卖的结果，但要知道拍卖价，没有股票

那么方便，不是打开电视机、报纸就可

以知道，要自己跟的很贴；现在情况稍

微好一点，互联网上有Artnet，可以看

到不同艺术品拍卖的价钱，各大拍卖行

的拍卖成绩，但始终不如股票价格那么

容易追踪。＂

另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股票可以

即日买卖，只要价钱合适就可以。但艺

术品买入后，出手需要有点耐心，大的

拍卖会一年只有两季，而且，艺术品需

要稍微有一个持有期。假如今天买，短

期内卖，别人会担心这艺术品是否有问

题，是不是被损坏了？甚至怀疑这件艺

术品是假的。艺术品off-market时间

越长，市场越觉得有新鲜感，物品就越

值钱。股票几乎一定有人接，哪怕是亏

一点，但艺术品是不可以即时放卖的。

此 外，股 票 越 多人 追 捧，股 价 越

上升。艺术品价格不需要很多人争，只

要拍卖会场内有两个人激烈竞争，竞

价出现所谓非理性炽热（i r rational 

exuberant），已经足以竞拍到天价。

投资艺术品也不会像买房产，楼房

买了，可以先租出去，得到一些现金收

入。艺术品这方面会有点欠缺。当然，现

在也有租艺术品给高端会所摆放、陈列

的，但这始终不是大生意。所以，艺术品

投资，只能是等到市场合适的时间再放

卖，才能赚钱。哪怕是今天市场不稳定，

等一、两年，市场回升，价钱又上去了。

市场有畅旺的时候，当然也有放缓

的时候。2015年，苏富比香港秋季拍卖

会，成交达到26.7亿元，今年两次拍卖

会成交总额为55亿元。与2011年比，当

年是全球艺术品和中国人购买艺术品的

高峰时期，当时香港拍卖会全年成交达

到10亿美元，占苏富比三大拍卖场总数

的三份之一。2015年比上一年下跌30%

左右，也不能跟高峰期相比，但程寿康

认为可以接受。由于中国经济这两年稍

微放缓，很多生意都受到影响。成交下

滑，不是说没有人拍，只是客人竞拍的意

愿没有那么强烈，出价没那么狠。

程寿康说，艺术品市场和大环境的

市场一样，花无百日红，总会有个高低

循环。艺术品市场的周期，跟大环境并

不同步。以往的数据说明，

大环境出现问题后，艺术品

市场会在大约两年后才受

影响。举例来说，1987年，

美国股市大 跌，十 天 跌了

600点，拍卖市场继续蓬勃

而且呈上升态势，一直维持

了两年多，到后来日本买家

退出后才回落。1998年，美

国一个杠杆基金（资金管

理公司）倒闭，引起股灾，

但艺术品市场也一直坚挺

了两年。大市转弱后艺术品

市场一般能维持两年的现

象，后来被雷曼兄弟事件打

乱了节奏。2008年雷曼兄

弟事件发生后，艺术品市场

马上 就受 影响，但却在一

年之后出现反弹，说明艺术

品有足够的因素，成为一些

投资者分散投资的工具。

2015年拍卖市场回落，从2014年

的放缓已可以预测到。但市场回落不代

表拍卖成绩就不好，主要看有什么艺术

品供拍卖。苏富比在2015年还能屡创

新高，其中「攻玉山房藏明式家具」专

场拍卖，是香港拍卖行第一次卖那么

好的家具，38件套，拍卖了2.6亿元，是

一个纪录；另一个纪录是郎世宁画的纯

贵妃像（乾隆皇贵妃），卖了1.3亿元。

中国内地的收藏家日渐增加，程寿

康认为跟社会氛围有关。他指出，在国

内的大城市，诸如广州、成都、上海、北

京都有旧货市场或古玩城。在这些市场

流连的不一定是很有钱的收藏家，他们

收的往往只是一些小件如钱币、火柴、

小人画、照片等，但各有专门追求的项

目。特别是经过清朝末年以及文革，他

们对这些传统、文化的东西，有一种渴

求。反观香港却没有这个气氛，荷里活

道的古玩店，逛的不是老外、游客，就

是爱好者。参与的人群不够庞大，市场

发展会受影响。

程寿康说，收藏家之中，很多是受

到父母收藏兴趣的熏陶，他们收藏的品

类可能跟父母不一样，但他们比较早学

习到收藏的乐趣和价值，养成爱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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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物专访，主要围绕程寿康先

生的专业领域，对于程先生的印象，或许可

以从他的一些行为，带给大家一个更立体

的印象:

一位喜欢购买新款皮鞋，却嫌尖头的

皮鞋夹脚，总是拿出圆头或不用系鞋带的

舒适款式来穿的男人。

一个有兴趣买大路牌子毛衣，却嫌质

感不够好，劝说自己要对自己好一点，退而

求其＂次＂，购买十倍价钱的名牌毛衣的成

功人士。

公司在线上销售“星战＂藏品，自己声

称看不明白星战、回到未来、盗梦空间等电

影，却愿意请假陪儿子看 “星战7＂过生日

的慈父。

侧写

现实的角度说，读书多一点，生活环境

好一点，才会有余暇欣赏艺术。小康家

庭会慢慢开始买一点喜欢的艺术品，财

富累积后会慢慢把早期买回来的卖掉，

换成价值更高的物件。

有外国人对于中国人在艺术品市

场崛起，会说他们收藏只是为了显摆，

并不懂得欣赏、更不知道收藏品的真正

价值。程寿康对于这种说法很不以为

然。以外国人买豪华轿车为例，买的人

并不一定能懂发动机的构造、运作、马

力。他们买豪车是因为有能力，觉得坐

的舒服，欣赏它的设计。欣赏是不需要

懂的。有钱就会买好一点的、大一点的

房子，慢慢沉淀出品位。他认为，艺术

收藏开始的时候是附庸，但看多了、接

触多了，品味会越来越成熟。中国近年

一些大企业的行政总裁、企业领导，也

是开始看，慢慢也买一点，并在相互影

响、比较当中不断学习，从不会到会，不

懂到懂。

有实力、聪明的学习者，会从拍卖

行的图册封面入手。拍卖行图册封面都

是当季最好的东西，买这些错的机会较

低。总买到好的，兴致会越来越好，对

艺术品的爱好也会不断增加。

又有些人批评国内的收藏家，将艺

术品炒作、投机，不懂艺术品。程寿康

认为，古今中外的收藏家，花几千万甚

至一、两亿元买一件艺术品，总会希望

它升值，本身就带有投资意味。艺术品

不可能短期炒卖，作为投资，希望它更

有价值，又有什么问题？

收藏如果纯为兴趣，到最后会出

现什么情况？程寿康说，有些收藏家到

最后会把藏品拿出来捐赠给国家、博

物馆等。也有些藏家避免儿孙分产不

匀，觉得某件艺术品比另外一件值钱，

将 来引起争产纠纷，只能忍痛出让。

艺术品转手有4D（Death, Divorce, 

Dissolution, Discretion），就是在出

现身故、离婚、破产或兴趣转移这四种

情况，艺术品就会转手。

收 藏艺术品应 如何开始?程 寿康

给出一个很实用的提示“Always buy 

the best you can afford＂(用能承受

的价钱买最好的)。  意思是如果你有五

块钱，不要买十件每件五毛钱的东西，

将五块钱买一件值得买的，这样收获才

会最大。不要纯粹为了投资买一件艺术

品，要喜欢才买。比方说，买了一幅画，

过了一两年，市场价格跌了，你喜欢的，

挂墙上看看也挺好的。如果不喜欢，

你看见它就闹心。因此， “My best 

advice is, always buy what you 

love, buy the best you can afford.＂ 

(买就买自己喜欢的，能承受的价格中

最好的)。

进入互联网+年代，历史悠久的拍

卖行也有很多方面的改变，迎接新时

代。程寿康说，以前做宣传很简单，做

个平面广告，在报章杂志甚至户外媒体

发布，或做电车车体广告，在街头不停

曝光。有了线上媒体，像WeChat（微

信），我们必须改变观念。除了一直很

受年长客户关注的拍卖品图册，我们按

照年轻一辈要求快的特性，加强微信

公众号以及其他线上平台的功能，除了

要呈现电子图录，还得具备放大甚至旋

转图片的功能。苏富比在这方面不断

努力，微信公众号现在已有36,000以

上粉丝，其他社交媒体如WhatsApp，

Twitter，Instagram，Facebook，微

博等也不断更新，官网的功能也越来越

丰富及方便浏览者。

在拍卖会方面，现在已实现了Bid 

Now，让客人可以在家中参与实际拍

卖；另一方面，苏富比也举行网上拍卖，

最近在网上就举行了一位日本收藏家

的Star Wars藏品拍卖。这方面还是刚

刚起步。苏富比更与eBay有合作，让

eBay的客户参与苏富比的拍卖。

苏 富 比 今 年 新 增 了 一 个 新 的

business model，就是在包括香港在

内的几个中心做零售，包括红葡萄酒、

钻石以至画廊。这些中心是对外开放

的，红酒有部份是苏富比独家销售，也

有很多名庄的出品。钻石则是与拥有钻

石矿场的Diacore合作，做到采矿、切

割到设计一条龙服务。画廊则会举行销

售展览，除了字画还有特别的盘栽等，

客人看中可以议价收购。

2016亚洲艺术品市场展望，程寿

康提供了一点贴士：苏富比近年新增了

两个品类的部门，包括当代水墨和无国

界（西方以及当代画/设计）部门。亚洲

当代画里面，中国当代画今年会稍微淡

静，而日韩的具体派大师作品会受到注

目。此外，西方艺术品渐受亚洲藏家注

视，应予注意。有兴趣艺术品的读者，不

妨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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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
北上广深到底谁第一？

广州

深圳
蝉联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榜首

福布斯中文版发布《2015中国大陆

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

这是福布斯中文版连续第12年发

布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

福布斯中文版使用反映城市商业

活动及决定未来发展所需要素的指标

体系，即人才指数、城市规模指数、消

费力指数、客运指数、货运指数、经营

成本指数、私营经济活力指数、创新指

数等八项指标，来综合观察中国大陆城

市的商业环境及发展潜力，每年有100

个城市入选。

在今年的榜单上，广州蝉联榜首，

上海与深圳排名互换，分列第二第三

位，延续了前两年的格局。

广州以均衡的实力继续领跑，蝉联

三年榜首。

广州不仅保持了在客运指数、货运

指数方面的绝对优势，在人才指数和

消费力指数方面也有不错提升，城市竞

争力持续增强。上海厚积薄发，排名上

升至第二位。

上海2014年的地区GDP总量达到

23,561亿元，居中国城市第一，亚洲城

市第二。

上海的城市规模稳居第一，消费力

指数排名快速提升，经营成本有所下

降，城市竞争力更上层楼。

深圳的经营成本指数上升、货运指

数下降、私营经济活力指数下滑给其整体

排名带来压力，整体排名遗憾下滑一位。

但深圳的发展不乏亮点：深圳在创

新指数方面继续保持第一；其战略性

新兴产业年均增长20%以上，增加值占

GDP比重超过3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接近50%。

北京是今年十佳商业城市中排名

进步最大的城市，比去年提升3个名次

至第4位。

北京的城市规模及人才指数一直

保持在领先的位置，同时消费力指数及

创新指数走强。

整体而言，北京在人力资源、产业

资源、社会资本方面的雄厚积累使其在

创业创投方面的实力无与伦比。

而无锡则是十佳商业城市中排名

下滑最大的城市，比去年下降4个名次

至第8位。

无锡的城市规 模 指数、消费力指

数、客运指数、私营经济活力指数的下

滑大大抵消了货运指数及经营成本改

善带来的正面效应。

同时无锡推进“人才强企＂工程，

累计引进9名诺贝尔奖得主、11名外籍

院士与民营企业共建研究院，成立“欧

美同学会＂留学报国无锡基地等战略，

使得无锡人才指数及创新指数保持了

稳定。

其他十佳城市中，杭州和南京互换

了排名，分列第5，第6位。

杭州的私营经济活力指数提高，经

营成本指数下降，电子商务、信息软件、

文化创意、休闲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增势

强劲。

而南京市整体排名继续下滑一个

名次至第6，其中客运指数及货运指数

相对其他城市有所下降是排名下滑的

主因，而南京市政府也正在做进一步交

通设施扩建、续建的规划和推进，相信

不久后将有所改善。

宁波市排名在连续两年第8之后，

今年上升至第7，得益于其城市规模指

数、消费力指数、货运指数的提升以及

经营成本指数的下降。青岛潜伏多年之

后终于挺进前十。

2014年青岛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

的步伐，GDP比上一年增长8.0%，其中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20.5%。

青岛蓝色硅谷发展规划获国家五部

委联合批复，成为全国第五个科技兴海产

业示范基地，城市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成都守住了自己第十的位置。

上海

1
2

3

江苏入选城市最多

“中国大陆最佳县级城市＂排行榜前

五名：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义乌。

“中国大陆最具创新力城市＂排行榜

前五名：深圳、北京、苏州、杭州、上海。

资料来源_《福布斯》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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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

2014年常住人口:1,308万人    2014年GDP:16,707亿元

No.1

No.2

广州 

上海

广州 到 今 年已 蝉 联 榜 首 3 年，其

2014年GDP总量为16,707亿元，居中

国城市第三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同比

上一年增加8.6%。人才指数得到提升，

客运、货运指数也继续保持双第一的优

势。2014广州全年港口货物吞吐量和

白云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均保持一定

的稳步增长；广州城市空间布局进一

步优化，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全方位推

进，海珠环岛新型有轨电车试验段通

车，公交及地铁线路快速增长。三大需

求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投资增长较快，

消费保持畅旺，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

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消费力指

数快速提升。产业结构继续调优，城市

环境持续改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

业态加快发展，升级步伐加快。其中，

生物与健康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进一步延伸，设立首家互联网小额贷

款公司，3D打印、工业机器人等新业态

加速发展。经营成本指数的下降更有

利于促成“千年商都＂成为科技创新

企业的聚集孵化地。 

2014年常住人口: 2,426万人      2014年GDP:23,561亿元

上海 今 年排 名上 升 到第二位。其

2014年的GDP总量为23,561亿元，居

中国城市第一，亚洲第二，同比上一年

增加7.0%。上海的城市规模稳居第一，

消费力指数排名迅速提升，经营成本

下降，私营经济活力继续上升。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修订出台2014版负

面清单，推进外商投资管理、境外投资

管理和商事制度改革，落实新一轮31项

对外开放措施，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

的投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上海在推进

结构调整方面，“四个中心＂功能进一步

增强。上海出台促进资本市场、互联网金

融、现代保险服务业、平台经济发展等

一批政策措施，配合启动“沪港通＂试

点，支持“上海金＂等创新产品推出，推

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国际航空仲

裁院等机构落户，基本建成国家会展中

心并成功试展。此外，上海多措并举加

强城乡建设管理和环境保护，城乡发展

一体化步伐加快。其作为国际重要金融

中心的发展实力与潜力均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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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 杭州

2014年常住人口: 889万人     2014年GDP:9,201亿元

杭州的排名上升到第五，各项指数

排名表现不俗。消费力指数快速提高，

货运及客运能力指数均得到提升，杭州

航空口岸实行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交通治堵有新成效，公共交通建设力度

加大。在经济结构优化方面，杭州建立

了都市经济圈转型升级综合改革试点，

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同时获国务院

同意创建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杭州启

动实施以发展信息经济、推进智慧应用

为主要内容的“一号工程＂。私营经济

活力指数提高，经营成本下降，电子商

务、信息软件、文化创意、休闲旅游等现

代服务业增势强劲。此外美丽杭州建设

成效明显，杭州成为首个通过省级生态

市验收地区。

No.4 北京

2014年常住人口：2,152万人     2014年GDP：21,331亿元

北京市排名持续上升，今年提升3

个名次至第4。作为首都城市，北京市

城市规模及人才指数一直保持领先的

位置，加之金融、信息、科技等知识密集

型产业的爆发性增长，使得城市创新指

数今年又上升一个名次至第2。北京市

政府鼓励创业创新，推出“先照后证＂和

“三证合一＂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及社会

资本投资越来越活跃等这些因素推动

一直局限其名次的私营经济活力指数

成上升趋势；但是北京的企业经营成本

仍然居高不下，是其制约因素。北京市

在服务、文化等第三产业的优势及该产

业的高速发展也在进一步促进消费潜

力的释放，消费力指数继续上升。

No.3 深圳
2014年常住人口:1,078万人     2014年GDP:16,002亿元

深圳今年排名第三，比去年下降一

位。2014年全年GDP为16,002亿元，比

上年增长8.8%。但经营成本指数的上

升、私营经济活力指数及货运指数排名

的下降给深圳的整体排名带来压力。深

圳地处珠三角前沿，是连接香港和中国

内地的桥梁和纽带。在对外经济发展方

面，2014年外贸进出口总额4,878亿美

元，连续三年居内地城市首位，其中外

贸出口总额已连续22年位居全国前茅。

深圳在创新指数方面继续保持排名第

一，2014年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达1.16

万件，占全国的48.5%；其战略性新兴

产业年均增长20%以上，增加值占GDP

比重超过3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

近50%。2014年深圳建设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获批，成为我国首个以城市为基

本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每年在

深圳举办的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

易会（简称高交会），被誉为“中国科技

第一展＂。同时，深圳大力推进国家科

技金融试点城市建设，出台支持互联网

金融、股权投资发展等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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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

No.7

No.8 

南京

宁波

无锡

2014年常住人口：822万人     2014年GDP：8,821亿元

南京市整体排名继续下滑一个名

次至第6，其中客运指数及货运指数相

对其他 城市在排 名上有所下降，而南

京市政府也正在做进一步交通设施扩

建、续建的规划和推进。实施《南京市

紫金科技人才创业特别社区条例》等相

关政策持续进行人才引入，南京市的人

才指数一直是其最领先的指标，同时实

施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推行网上“多证

联办＂，出台鼓励民营经济发展“1+5＂

政策文件，实现了2014年新增企业4.36

万户、增长50.6%，新增企业注册资金

2,545亿元、增长81.8%，所以其私营经

济活力指数还是有增无减。但企业经营

成本相对其他城市仍然较高。

2014年常住人口：781万人     2014年GDP：7,603亿元

2014年常住人口：650万人     2014年GDP：8,205亿元

宁波市排名在连续两年第8之后，

今年上升至第7，这主要得益于城市货

运指数的继续提升。2014年宁波市着

力改善交通设施，铁路货运北站建成投

用，三门湾大桥及接线、机场三期综合

交通枢纽等项目开工建设。继2014年

之后，宁波市在2015年继续推出39个

无锡市去年上升1个名次之后，今

年出现大幅下降，下降4个名次至第8，

客运指数的下降及消费力指数的走低

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2014年无

锡市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涨幅偏低，居民的消费潜力下降，

但是无锡市航空口岸扩大，国际快件中

心正式投用，这都有助于城市货运指数

重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城乡居民

收入水平、居住环境、生活条件得到改

善，城市消费力指数随之提高。另外政

府积极吸引国内外资本的的进入，私营

经济活力指数有明显增加，而且企业经

营成本也有降低趋势。

继续保持上升的趋势，另外无锡实施创

新驱动战略，推进“人才强企＂工程，引

进9名诺贝尔奖得主、11名外籍院士与

民营企业共建研究院，成立“欧美同学

会＂留学报国无锡基地等这些措施使得

城市人才指数及创新力指数保持了稳

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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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9 青岛
2014年常住人口：905万人     2014年GDP：8,692亿元

青岛今年首次进入排行榜前十名。

2014年青岛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

伐，GDP比上一年增长8.0%，其中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20.5%。2014年

青岛经营成本指数有所下降，居民年人

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较

上一年分别增长8.7%和8.8%，带动消

费能力指数和私营经济活力指数大幅

上升。青岛蓝色硅谷发展规划获国家五

部委联合批复，成为全国第五个科技兴

海产业示范基地，城市创新能力显著增

强。2015年青岛继续激发市场活力，促

进对创新产业的投资。

No.10 成都
2014年常住人口：1,443万人     2014年GDP：10,057亿元

成都今年保 持了第10的排名，连

续两年进入排行榜前十名。作为中西部

地区的特大中心城市，成都以“改革创

新、转型升级＂为总体战略，全年经济

总量突破了万亿大关，较上一年增长

8.9%。成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9%和12%，

带动消费力指数的上升，私营经济活力

增强。2015年上半年成都交通运输总周

转量同比增长8.5%，城市客运能力进一

步加强。受惠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以及改革制度红利的不断释放，成都经

济有望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作为中西部地区排名最高的城市，

成都深入实施“改革创新、转型升级＂总

体战略和五大兴市战略，及时出台了稳

增长二十二条措施，促使全年经济总量

突破了万亿大关，同时促其成为中国大

陆地区第9个地区GDP过万亿的城市。

从经济区域分布上看，入选城市仍

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

区域共有48个城市入选，与去年持平。

长三角地区共有31个城市入选（比去

年增加1个），其中12个上升、3个持平、

16个下降，整体喜忧参半。长三角地区

经营成本持续高企，但胜在私营经济活

跃、创新能力突出。

珠三角地区10个城市入选，其中1个

上升、2个持平、7个下降，珠三角整体陷

落趋势明显。珠三角地区的消费力下滑

的同时，私营经济活力下降更是雪上加

霜。京津冀和东北地区表现整体弱势。

其中京津冀7个入选 城市中，2个

上升、5个下降；东北地区7个入选城市

中，无一排 名上 升。而中部地区后劲

十足， 15个入选城市中11个上升、4个

下降；西部地区的表现同样耀眼，11个

入选城市中，7个上升、1个持平、3个下

降。较高的人才素质、较低的经营成本

是中西部地区奋起直追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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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11月初公布人民币(RMB)符合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可自

由使用＂货币标准后，IMF执行委员会

现已正式决定自明年10月1日起，将人

民币纳入其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

子中。

中国已采取史无前例的措施开放

资本市场，对于关注这一情况的人来

说，入篮并非意外。

这一事件对人民币而言，是一项无

可估量的里程牌，将促进大量资金逐渐

流入人民币——这将永久改变全球货

币格局，央行、主权财富基金(SWF)及

多边机构将重新调整其资产负债表。

许多机构不会等到明年再采取行

动——实际上，已有多达70家央行开始

动用部分储备投资在岸或离岸人民币。 

为了符合加入SDR的资格，中国

采取了彻底的改革措施——对公共部

门投资者而言，人民币已经可以全面

转换，是否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CIBM)或对其投资的规模丝毫不受限

制，而市场在关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时，基本上忽视了这些方面。 

在全球十大央行中，有五家迄今仍

限制投资CIBM。然而，鉴于中国近期

的改革措施，这些央行及许多其他公共

部门投资者开始审视自己的立场，未来

它们可能会显著地、逐步地加大其投资

力度。

最终，我们预计人民币占全球储备

的份额将达到两位数——流入量将从

8000亿美元增至超过1万亿美元——

但这可能需要多年时间。即使按保守估

计，每年重新分配约1%的全球储备，那

么年流入额将达到约800亿美元——更

别提总流入额了。  

除了央行纷纷行动外，一定规模的

主权财富基金也将加大投资力度。虽

然难以作出普遍预测，但以挪威的主权

财富基金为例，其固定收益基准是加

权GDP，而分配至CIBM的份额可能达

400多亿美元之巨。

从现在起，尚有10个月的人民币入篮

实施过程，这无疑也会引发人民币再平衡

或对冲需求，不过这也可能逐步实现。 

与普遍观点不同的是——鉴于央

行在IMF成员国的总体SDR持股/资产

（约2800亿美元）与SDR配置/负债等

额——人民币加入SDR篮子实际上不会

触发全系统的对冲需求，但看多或看空

SDR的一些国家可能会对冲其仓位。 

相反，从目前来看，人民币入篮对

货币流动造成的最显著的直接影响将

来自多边机构。 

IMF的自有投资账户及其“减少贫

困和增加信任＂机制的投资将需要重新

平衡，以纳入人民币。 

同样，国 际 清算银 行、非 洲 发 展

银行、伊斯兰开发银行、阿拉伯货币基

金及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等机构均拥有

SDR货币计价的资产负债表，这将需要

再平衡。 

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对世界

上最贫穷国家的部分投资以SDR货币

计值，因而也将受 到影响。这些多边

机构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总规模超过

6000亿美元，因此人民币流量可能超

过600亿美元。

私营部门投资者尚未享受到与公

共部门投资者相同的人民币自由投资待

遇，但中国在过去一年的改革速度和强

度，清晰表明中国有意加快资本账户的

全面开放。开放速度可能远快于目前的

预测。 

关于人民币的“猜测＂和“异议＂

就此偃旗息鼓。如果尚未制定人民币战

略，那么现在就是时候。

SDR决定——打开人民币的大门
预计在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消息公布后，人民币将迎来
流入热潮

S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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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将于本文内分别对 香 港 恒 生

指数、原油期货、黄金期货以及

欧元兑美元期货以技术分析方法，简

单评论它们在２０１５年的表现及展望

２０１６年的走势，供各位读者参考及

学习技术分析之用。

香港恒生指数

图一是 香港恒 生指数（以下简称

恒指）自2005年1月至2016年12月终的

月线图，笔者用红色的阳烛和蓝色的阴

烛分别代表上升和下跌的月份。若读

者们有留意去年恒指的走势，应该发

现其波幅自2011年债务危机以来是最

大的一年，年内最高点为出现在4月份

的28588点，继而连续5个月下跌，至9

月份做出年内最低点20368点，幅度达

8220点，实是大起大跌的一年。

笔者在图中用两条橙色斜线代表

一条由2008年恒指见底后维持数年的

上升通道，可见指数的上上落落皆游走

2016年投资目标选评
分析及撰文_简宗扬

作者简介：简先生（人称简师兄）

为一资深技术分析专家，涉猎港、美股市、各地期指、全球期货、外汇、期权等多种投资工具及市场，早年毕
业于香港大学电机及电子工程系，其后于澳洲悉尼科技大学获取工程硕士，并取得证券及期货从业员资格考
试全年杰出考生美誉，创办一目论坛及市场冷读术，从事程序交易软件开发及培训，经常在社交媒体分享准确、

精癖的走势分析，绝非事后诸葛，亦为私人客户代理操盘，以争取丰硕回报为目标。此外，简师兄也提供风水
术数服务，逾二十年经验，案例过千。

于通道内，每一次跌市的低位仍然是一

底高于一底，总体走势是向上为主。但

是，自去年8月份指数跌穿上升通道底

轴之后，虽然在10月份作出约2000点

的反弹，指数亦未能重新站回上升通道

内，随即回跌。

跌穿上升通 道底轴除了继 续下跌

外，也可以走横行调整，最起码见底回

升的机会是最低的。所谓鉴古知今，读

者们可回看图中在2007年的另一个高

位及其后的一年走势，是否觉得现时的

情况有点相似呢？只是幅度较细而已。

因此，笔者对于恒指在2016年的

走势整体上是看淡的。要出现重大转

变，恒指必须向上突破介于23455点与

24344点之间的阻力区，并站稳其上才

能收复失地变回升市；若然恒指迅速突

破下方介于17592点与19864点之间的

支持区，则极有可能于2016年内做底。

如果前两者皆未能实现，恒指将持续横

行数月。

原油期货

图二是原油期货连续合约（下称

期油）的周线图。2015年期油继续跟随

2014年的下滑走势，跌穿近年35美元

低位，2016年是否见底回升呢？

由图中可见，笔者划了一条橙色的

下降趋势线，去年整体为下跌走势。期

油于去年初做出双底反弹，曾一度于年

中回升至60美元水平，但于下半年后劲

不继，调头回跌，于40美元获支持反弹

至50美元，随后又恢复下跌走势，直至

上月做出35美元低位才稍为喘定。单一

年的下跌幅度比2014年收窄不少。

笔 者 依 技 术 分 析 判 断，期 油 在

2016年作出Ｖ型反弹的机会渺茫，反而

出现下跌机会较高。虽然期油自去年10

月不断挑战下跌趋势线，尝试突破并站

于其上，但是每次皆是徒然，此即所谓

假突破，接连发生假突破，笔者解读为

淡友诱惑好友以为见底回升，好友随即

被套牢及认赔，利淡味道更浓厚。

另外，图中亦已标示出近期的阻力

及支持区。若然期油价格下破36.06美

元而不能重返其上，即表示继续急速下

跌，初步支持在30美元大位。相反，期

油要止跌回升则必须先行站稳于40.45

美元楼上，在大型阻力区整固后再上破

49.63美元阻力区顶部，才能转守为攻，

向60美元进发。

黄金期货

图三是黄金期货连续合约（简称期

金）的周线图，其价格于去年是越走越

低，并于去年12月份，曾再度跌穿1050

美元大位，与期油走势类近。图一：香港恒生指数月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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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两条橙色线代表下降信道，期

金价格于信道内上上落落已逾两年之

久，唯每次高位皆比上一个高位低、每

次低位亦差不多比上一个低位低，很明

显是一个长期下跌走势，现时仍徘徊下

降通道底轴。

大体而言，连续阴烛的枝数与次数

比连续阳烛更多，表示弱势未除。近期

阻力介乎于1136.6至1145.6美元区间，

支持则在1056.2与1065.0美元之间，

截至完稿时为上，期金正准备下试支持

区。假若真正跌穿该支持区底部将触发

新一轮下跌，预期2016年内有机会下试

重要心理关口1000美元。相反，要确认

见底的最基本条件为价位要成功重返

1200美元楼上，但依目前走势判断，机

会甚微，除非有特别利好消息出现，另

作别论。

欧元兑美元期货

最后谈一谈汇市，选取世界两大货

币美元及欧元作比对。图四是欧元兑美

元（下称欧元）期货连续合约的周线图。

读者们读过之前的期油及期金分

析，面对此图应该也能猜出一二了。欧

元自2014年中开始由1.4000美元持续

下滑，至去年第一季才能稍稍站稳在

1.0000美元之上，进入横行走势，曾数

次尝试突破1.1400美元阻力未果，亦未

能成功穿越橙色的下降趋势线，现于

1.1000美元水平振荡。

以型态强弱而言，欧元比期油及期

金强，理由为欧元于去年曾做过双底，每

次下试1.0500美元后随即反弹，可见好

友于该水平屯重兵驻守。近期阻力区介

乎于1.0983至1.1366美元之间，预期欧

元将继续向上挑战该区间，因此在2016

年横行走势的机会较高。转为上升趋势

则至少要成功升破1.4000美元才能初现

曙光。向淡的话，欧元需跌穿1.0484美

元，并向大位1.0000美元进发。

结论

笔者综合以上对恒指、期油、期金

和欧元的技术分析作出总结，预期香港

恒指下跌比横行的机会高，以道氏理论

区分，应属熊二至熊三阶段，出现下跌

走势亦比横行阴干为佳，于2016年见

底可期。至于期油及期金，预期跌势持

续，底位是否在2016年内出现仍是未

知之数，需要持续关注及分析它们的走

势，才可看出端倪。最后，欧元的表现

应优于期油及期金，上半年可继续向上

消化供应，当到达1.4000美元水平，将

会遇上重大供应，是否能再走上去，要

看当时情况定夺。

笔 者 于本 文 内 纯 粹 为 技 术 分 析

分享，绝 非 提 供任 何投资意 见。市场

先 生 永 远 可 以有出 乎意 料之 外 的 行

为，任 何 事皆 可发 生，请 读 者们务必

做 好风险管 理。另外，笔者在 此 特别

鸣谢MetaStock和Kinetick提供分

析数据，以及声明本文所有图表皆由

MultiCharts或NinjaTrader制作。

图二：原油期货连续合约周线图

图三：黄金期货连续合约周线图

图四：欧元兑美元期货连续合约周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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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 去 几 年 里，世 界 各 国 企 业已

开始披露更多的非财务信息，包

括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绩

效。其中，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简称GRI)的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多年来一直为

各地的企业采用作为非财务信息的标

准指引。2013年，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 IIRC)发布《国际综合报告框

架》，至今全球已有超过1,500所企业

跳出了传统财务披露的框框，采用同时

披露财务和非财务绩效，并能简明表述

企业战略和前景的综合报告格式。

无论是受到监管法规的驱动，还是

对竞争优势的急切渴望，又或是为了满足

重要利益关联方的要求和期望，披露非

财务信息这一重要趋势正在改变全球范

围内的商业行为。如果投资者能够懂得

使用这些信息，尤其是对于长期投资者

而言，将可为其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

安永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服务

部门始终致力于为企业提供最新的投

资趋势及管理信息。我们最近对全球

163家机构投资者进行了抽样调查，其

中包括投资组合经理、股权分析师、首

席投资官及常务董事，以获取其对于当

前投资决策实践和未来需求的相关见

解。本次调查旨在获取他们关于企业非

财务信息的有效性和质量方面的观点，

并了解他们在投资决策流程中是否重

视并使用了这一类信息。本次调查中超

过半数的受访者任职于管理股权资产

规模超100亿美元的机构。

本次调查为以下数条问题提供答案：

·投资者对于非财务绩效信息的重

视程度如何?

·他们在哪个投资阶段使用这类

未来投资规则
——机构投资者对非财务绩效信息的观点
撰文＿何智权（安永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业务总监 (中国华南、香港、澳门地区)）

信息?

·投资者如何使用非财务绩效信息? 

·投资者需要何种类型的非财务

信息? 

我们的主要发现如下：

投资者重视非财务信息

·投资者普遍关注企业在环境和

社会方面的非财务绩效信息。九成投资

者发现，非财务绩效信息在他们过去12

个月的决策当中，至少发挥了一次关键

作用。

·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在制定其投

资决策时，会对非财务信息进行一定程

度的评估。其中，约半数投资者使用较

为规范的评估方法，如根据内部指引文

件或“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等指南进

行评估。然而，亦有不少的受访者在评

估这些因素对于价值创造和风险的影

响时，他们更多地依靠自身对环境和社

会数据进行判断。 由此可见，尽管对这

类信息的评估已经开展，但范围并不广

泛，而且所使用的方法也并不一致。

·对于投资者而言，最有效的非财

务绩效信息来自于企业本身，通过年报

或综合报告获得，而非来自于第三方。

投资者向我们表示，他们越来越多地使

用这些企业报告中的非财务信息评估

风险。他们希望能够使用这一信息帮助

其估值。大部分投资者认为综合报告在

决策制定中起到关键或重要作用。

·投资者对于从企业获得的信息数

量及详细程度各有偏好。一些投资者表

示，他们想要较聚焦的、具重大性的非

财务信息。但亦有规模较大的投资机构

更关心原始数据，而认为经处理后的数

据价值不大。因此，企业需要根据不同

投资者的需要提供多种信息点，而综合

报告框架可使这一流程变得更为简单。

企业将报告对其具有重大性意义的内

容，但也可提供进一步信息，指出投资

者在哪里可以找到原始或未经删减的

数据。

·对于投资者而言，考虑环境、社

会及管治绩效的一个关键动力是识别

风险。超过八成的投资者在调研行业动

态和法规环境及在审视投资风险及时

间表时，会纳入对环境、社会及管治绩

效因素的考虑。这也意味着投资者会在

这些阶段中需要重大性非财务信息。

·这些发现进一步说明，环境、社

会及管治信息最可能与一般风险权重

评估相结合。调查发现，大部分投资者

经常或偶尔因识别出的环境、社会及管

问题：以下哪一种说法最好地说明了你和你的投资团队与评估公司业绩相关的环 境和社会

等方面的非财务信息披露的方式?  

投资者认为来自于企业本身的非财务信息比来自第三方的信息更有助评估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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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绩效风险而调整其估值。

·绝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如果该企

业没有一个在短期、中期及长期创造价

值的明确策略，那么很有可能不考虑或

重新考虑投资。在当前报告框架下，许

多企业并未提供足够关于企业预期的

未来绩效，及其短期和长期价值创造计

划的信息。相反，他们更多地披露企业

的过往绩效。这一差距可能是导致大多

数非财务信息被用于风险最小化而非

价值创造的原因。

·投资者需要何种类型的非财务

信息? 调查发现，除了了解企业的风险

之外，投资者希望透过企业的非财务绩

效信息了解企业如何为他们和其他利

益相关者创造价值。

·近三分之二的投资者认为，企业

披露针对其行业情况的与非财务风险

相关的预期绩效指标有助他们作投资

决定；但投资者同样乐见企业能够作出

与非财务风险相关联的未来展望表述，

又或是阅读能够将财务和非财务绩效

关联起来的综合报告。

·另一方面，超 过一半表 示从 未

使用非财务信息的受访者解释，他们

不使用非财务信息的原因是尚未明确

这些披露是否具有重大性或会产生财

务影响。一些国际机构正在试图解决

这一问题，例如GRI的可持续 发展报

告框 架 要 求 编 制 非 财 务 报 告 的 企 业

需列出重大性议题，并对重大性议题

进行具体解释。可持续 发展会计准则

委员会(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简称SASB) 绘制了

SASB 3  重大性议题分布图，按行业权

衡了可持续发展议题的优先性，旨在帮

助企业了解他们面临的特定环境、社会

及管治风险。

·随着对环境、社会及管治分析的

理解日益加深，投资者愈发关注企业所

提供的环境、社会及管治信息的质量和

效用。大多数投资者认为，无论是靠审

计委员会监督可非财务数据披露，还是

以由董事会监督或股东批准年度非财

务信息披露，企业董事必须对其非财务

信息披露进行一定级别的问责。部分受

访者表示，那些对其自身环境、社会及

管治数据承担高度责任的企业才可获

得其信任。

·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近

年调查指出，80%的投资者认为应对非

财务信息披露进行独立核证。企业应

考虑到，核证不仅有益于提高信息可信

性，并向使用此类信息的企业提供充分

的支持，还可以防止第三方对企业的环

境或社会影响作负面的猜度。

总结

我们发现，无论是通过企业的年度

报告、综合报告还是企业官网，投资者

更愿意从企业自身获取其非财务绩效

信息。诸如可持续发展报告和指数等其

他资源的有用性较低，因为这类资源并

未将企业的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相

关联。

大部分投资者表示他们使用非财

务信息进行风险评估。然而，也有一些

投资者表示会使用同样的信息识别企

业的增值潜力。非财务信息评估是一个

问题：在制定投资决策时，你认为如下哪种非财务信息最有用?  

投资者认为风险管理是在投资时考虑环境、社会及管治绩效的主因，但亦希望透过企业披露

了解企业创造价值的策略

問題：在如下投资决策制定阶段中，你會否考虑非财务绩效?  

投资者需要与财务绩效相关的、具重大性的非财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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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以下各个报告或披露对你的投资决策是否有用?  

投资者希望董事会对非财务信息披露问责

问题： 以下的问责制度對可持续发展绩效报告是否重要? 

如欲了解更多是次调查的发现，

请 参 阅 安 永 研 究 报 告《未 来 投 资 规

则 ─ ─ 机 构 投 资 者 对 非 财 务 绩 效

观点的全 球 调查 报告》( Tomor row 

Investment Rules – Global survey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on n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本材料是为提供一般信息的用途编制，并非旨在成为可

依赖的会计、税务或其他专业意见。请向您的顾问获取具

体意见。

安永对企业报告的编制者有以下建议：

投资于非财务报告

非财务数据和信息在各地正被广泛使用。这表明，企业能够从更加透明的环境、社会及管治披露中获得重

大价值。调查显示，投资者和分析师常常运用主观判断决定贵公司是否符合预期。投资于非财务报告并为

报告进行第三方鉴证，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客观而可信的非财务信息，进而做出合适的投资决定。

披露并强调那些对贵公司绩效具有

重大性意义的信息

投资者无法确定当前可用的大部分信息对长期价值创造是否具有重要性。了解关键利益相关方期望对贵公

司可持续业务发展具有根本作用，对于确定统计、管理和报告的内容也至关重要。

紧跟国际动向

随着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GRI G4)和IIRC的《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的发布，以

及SASB的非财务会计准则等规则的进一步制定，报告领域正在迅速变革。了解这些领域是企业获取竞争

优势和紧跟最新动向的关键。

马上行动，否则将陷入不利境地
认为投资者没有主动向您的企业索取非财务信息是自欺欺人的做法。投资者正设法获取数据，并以此对您

的企业进行评估。

优化公司管理
大多数投资者表示，他们认为企业的非财务绩效应接受审计委员会的监督并加以复核。因此，应考虑最有

效地建立非财务绩效的监控和管理流程，并考虑让第三方审计师参与非财务绩效的核证。

有发展前景的领域；一旦理解了这一领

域，分析师和投资者可通过降低企业价

值的折现率提高企业的溢价。

投资者将缺乏一致的非财务信息

比较框架视为一项重要问题。这可以通

过综合报告的出现得以解决，但目前对

于综合报告的本质仍存在不少疑惑。这

项研究表明，投资者认为综合报告不过

是将非财务信息整合入年度报告而已。

但如果IIRC的框架指明了这类报告的

本质，则事实上综合报告应是一份整合

了所有重大性方面的文件，其概述了企

业如何通过其商业模型在短期、中期和

长期创造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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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业发展：促教育、建品牌
美业领航人物罗小林对行业的忠告

罗小林

深圳好木成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深圳美合传祺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深圳市威德福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美商投资集团董事长 

花觉生物技术公司董事长

北京大学美容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

好木成林千人讲师团创始人与课程首席导师

深圳大学特区经济研究院MBA专业委员

香港好木成林知识管理国际商学院院长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美容化妆品业商会理事 

中国国际SPA协会名誉会长 

中国美容业教育委员会委员

资深皇冠培训激励导师

中国美业学习型论坛发起人

罗小林已不再满足于做“千人团＂

讲师，他如今思考的是如何通过

教育，颠覆美容行业的思维，解决美容

店良莠不齐的混乱发展，人才流失和消

费者断层等种种难题，进而掀起一场美

业革命。

16年，军人转身美业领袖

从退伍军人转身成为美业领航人

物，罗小林用了16年，其中的艰辛与挑

战，已 难以细 数。十几 年的创业守业

路，罗小林严于律已，对懒散零容忍。

在罗小林召集举办的三亚“花觉·中

国美业年会＂上，有人低头玩手机、或拍

相片，他心里想，“你们花几千块飞来，

又交了会费，是为了玩手机的吗？＂他不

能忍受人来了，心不在，浪费学习的时

间。他坦言，“本可以视而不见，反正交

了费＂，但他过不了良心一关。

于是，他走上台，诚恳又自信，“放

下手机，伸出双手，和身边的10个人拥

抱。我不让你把手机放下，我就是个小

人。＂这番话调动起全场600人，他们鼓

掌、喝彩，对于这位斥责他们的导师，

表露出莫名的尊敬。

这位美业界的领军人物，想当年也

曾迷茫，他当过特种兵，成绩名列前茅

却无法入职理想单位；当时女友又离他

而去，咽不下这口气，想出人头地，罗小

林一气之下退伍。他记得当时全身只有

68元，却花了25元拍了张相片，“不是

臭美，是告诉自己没有退路。＂

拿着退伍证的罗小林误打误撞进

入美容行业，“那是97、98年，美容就

是一间小店，两三个员工，四五张床，女

士们躺着做面膜。＂回忆当时，美业极

少男性，罗小林记得有美容店老板娘骂

他流氓，威胁“再来就打断你的腿。＂交

通不便，又不想花钱坐车，罗小林每天

十几公里来回走。买不起好鞋，一天走

下来累不说，脚会臭，“跟人推销的时

候坐都不敢伸直腿，生怕失礼人。＂

幸好，从军经历不仅锻炼了罗小林

不怕苦累的敢闯精神，还让他积累了文

案策划和公关技巧的经验。这不仅让罗

小林在销售上获得成功，更为他创办美

业培训教育企业奠定基础。

别人一 天 跑 五六家，他 就 跑十几

家；他细心帮美容店把毛巾叠成豆腐

块；一有时间还教店员怎么站得更挺

拔。与美容店建立了良好关系，罗小林

业绩上去了，很快便获提拔为经理、总

监，工作一年七个月后，他已经是总经

理了。

美业发展危机四伏

赤手空拳在美业摸爬打滚近二十

年，罗小林发现中国美业发展之路开始

危机四伏，需要及时调整，要回归服务

本质，走合理的经营之道。

过去十几年，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

春风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美容行

业一路高歌。即使价格虚高，消费不透

明，美容店仍野蛮生长。

然而，市场开始饱和后，美容店良

莠不齐，逐 渐恶性竞 争，导致 行业混

乱，进而流失大批人才和消费者，大量

美容店纷纷倒闭。数据显示，2015年中

国倒闭的店有近20万家。

罗小林分析，互联网飞速发展，对

美容业造成极大挑战。以前网络不发

达，行业闭塞，价格不透明，现在网上可

以查，店与店间相互对比。其次，现在

电商发达，护肤品价格低，美容店产品

没竞争力。同时，消费者出现断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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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小林曾获奖项/荣誉

罗小林的花觉·美约汇团队

们有数据，消费群体中，50后占5%，60

后占15%，70后为75%，80、90后占5%。

三、五年后，50、60后不会做了，70后变

老了，80、90后才是目标。但是这一代压

力大，没那么多钱去美容。而且她们是

互联网原生代，消费习惯完全不一样，对

美容的需求，甚至对店面装修要求都不

一样。＂然而，消费者断层了，可美容店

却还是盲目追求暴利，死守住老去的消

费者，并不懂得培养新的消费者。

除了内忧，还有外患。罗小林指出，

美容院的成本逐年增长，利润却越来

越薄。“物价、房租在上涨，员工成本也

上涨。＂网购、直销业务、大型日化线连

锁品牌扩张，掠走了大量美容院零售资

源，也导致美容代理商加快消失，代理

商干不下去，依附代理商生存的美容院

也活不下去。当下，中国对医学美容态

度越来越开放，整形连锁越来越多，专

业的整形医院和医疗机构会分走一大

部分美容群体，挖走很多中小型店的高

端客户。

此外，政府对美容行业的监管力度

加大，对其规范发展提出要求，罗小林

举例，政府出台了政策对美容预付卡进

行了额度调节，同时对大项目、高端消

费进行监督，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办卡

消费。“种种现象显示，美业已经危机

四伏，需要及时调整。＂

发展美业教育和行业品牌

归根 到底，罗小 林认 为美 业基础

教育缺失才是导致行业没文化，混沌生

长，危机四伏的根本原因。“多数美容

店老板文化不高，学习能力不强，后劲

不足。又因文化不高，什么都敢做，拉高

价格，恐怖营销，导致消费者的信任危

机。我知道很多美容店会吓客人，` 你有

乳腺癌＇、` 这里硬化了，要做我们的项

目才能治好＇去吓客人。有点文化的人

都知道，人家每年体检，医生都没查出

来的病你按摩一下就诊断出来了？医生

都医不好的你能医好？我一直强调，美

业是营造美好、快乐和希望的，不是贩

卖恐惧的。＂

“中国美业的基础教育是极度缺

失的，大学本科里与美业相关的只有

一个形象设计，美容、美发还只是一个

科目而已。技术研究上没有专业院校；

行业管理上，有旅游管理专业，酒店管

理专业，物流管理专业，却没有美容管

理专业。一个行业，没有基础教育和人

才梯队培养，这个行业是没有文化底蕴

的，其竞争力和生命力很难维持。＂

罗小林说，他没有私心，真心认为

在美业里，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度都是不

够的。然而，讽刺的是，美业的培训机构

也有点多得泛滥了。对此，罗小林直指核

心，“培训机构的核心是什么？第一，积

累知识，沉淀文化；第二，改变态度，改

变方法；第三，提升技能，熟练技巧。在

台上做培训的很多，讲销售技巧、说话

技术，第二、三做得多，但第一少，真正

去读懂教育的内涵和本质的少。＂

面对挑战，美业要往前发展。罗小

林认为，必须要发动美业革命、去除暴

力、回归服务本质，建立自己的品牌，

“一，要行业觉醒，改变观念，颠覆思

维；二要抱团取暖，形成一个新的团体

和品牌。大店和大店之间合作，共同研

发项目，降低成本。要知道现在物价、

员工成本都在增加，业绩却在滑坡，很

多店没有利润，很难活下去。今天美容

院的发展，不再单靠产品、技术，一定

要有自己的品牌，未来的竞争是品牌跟

文化的竞争。＂

罗小林说，“美业是个服务行业，

练好技术，做好服务，就能打造百年老

店。其实这个行业不缺有梦想的人，也

有一些很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现在做企

业不能单打独斗，闭门造车，需要不断

学习，抱团取暖。我认为众筹合作是未

来的趋势。＂

注：“美业＂泛指美发、美容、化妆、美体、美甲、时尚装扮

等业务。

2012亚洲（中国）健康美容联盟名誉主席 

2013-2014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美容化妆品业商会暨中华美业标准化管理推行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

2013香港美发美容业商会授予“亚洲卓越教育贡献大奖”

2013“华山奖”——中国美业教育名师  

2014亚洲（中国）健康美容品牌财富论坛组委会授予“中国健康美容行业贡献功勋人物奖”

2014荣获由中国SPA协会颁发的“第六届中国SPA国际峰会2013年度---中国SPA卓越教育人物奖

2015荣获国际美容健康奥林匹克会议2015年度卓越教育贡献大奖

2015美业最具影响力商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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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一个适合悠游漫步的老城

CONTACT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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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距离台北只有短短300公里，

生活节奏却是截然不同。两年前

第一次到访的时候，在酷暑天气下暴走

了5天，表面看来该是疲劳不堪的旅程，

回想起竟有种回味无穷的意味。这是一

座很容易让人爱上的城市，缓慢的生活

步调，错综复杂甚至会迷路的小巷弄，

充满历史味 道的老旧建筑，友善的当

地人，数不清的小吃……在这里住上几

天，时间似乎都跟着慢了下来。当地一

众文创店主颇有创意地把台南的巷弄

游走亲切地定义为“府城漫游＂，甚至

还制作了手绘漫游地图，目的就是让习

惯了快速都市节奏的人们slow down，

好好地享受生活。

台北是个充满国际气息的大城市，

人们很有见识也很有礼貌，可当你到了

台南，才会更了解什么是热情好客，连

出租车大叔都是笑容可掬温文有礼，

略带闽南腔调的“台普＂带点淡淡的散

漫和亲昵，一下子就让你觉得亲近和放

松。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早年北上创业求

职谋发展的年轻人愿意回流到台南的

原因，尤其是做广告和文创的，他们喜

欢台南的慢节奏和人情味，还有保留完

好的老建筑，把这里当作实现梦想的地

方，肆意挥霍创意和设计，于是街角巷

弄时常会冒出一家家让人充满惊喜的

小店，美名其曰“老宅新生＂，这也是台

南充满魅力的所在。不光是外地游客，

甚至台湾本土的居民，也喜欢在周末驱

车前往台南，来个两天一夜的自驾游，

为一周的紧张工作解压。

台南的一天适合以“自然醒＂作为

开端，穿上人字拖（暖冬适用），散步在

巷弄里，探索街边拐角处的小吃摊，选

择从阿堂咸粥、阿村牛肉汤、杜小月担仔

面再到阿凤浮水虱目鱼羹，应有尽有，或

者去鹿早茶室、Café Kokoni和菲立姆

Film Brunch等洋食咖啡室，来顿美味

的西式早午餐，顺便在窗边晒着冬日的

太阳，缓慢地伸个懒腰，美好的一天正

式拉开序幕。餐后继续散步，探寻艺廊

画廊，逛逛孔庙周边的文创聚集地府中

街，逛累了可以步行到十多分钟路程的

公园路找奉茶的叶先生讨茶喝，听老先

生分享茶的故事，顺便带点好茶作手信。

下午三四点正好可以过渡到正兴街，在

正兴咖啡馆喝个下午茶，到彩虹来了挑

选纪念品。附近蜷尾家的手工冰淇淋蛋

筒也不容错过，晚上建议选在小满食堂

来顿丰盛的家常风味定食，再悠闲地走

到林百货，看老百货大楼的前世今生。

美满的一天至此可以落下帷幕。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藏身在巷弄里面的鹿早茶室，门面低调亲切，稍不留神就可能会错过。

充满家常味道的小满食堂也是台南的人气小店，提供性价比相当不错的台
南家常定食，环境和服务都温馨舒适。

隔三五步就有食肆，认识台南就从这里开始。

巷弄里的杂货店。

老宅改造的典范鹿早茶室，在台南老宅内供应西式洋食，每天都迎来大批
慕名前来的客人，出品也是杠杠滴，无论味道还是卖相都好得不得了。

正兴咖啡馆环境。

雨夜台南，游人寥寥，别有一番味道。

台湾的夜市向来都是热闹非凡的，台南的花园夜市更是如此，连下雨天都
阻挡不了觅食的热情，九点过后依旧人潮涌涌。

远近闻名的阿村牛肉汤，汤头鲜味无比，牛肉新鲜滑嫩，冬天早上吃上一
碗带来一整天元气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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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眼圈是美容大忌，过年前的公司

工作量大增。不断的OT（加班加

点），令不少办公室美女们立刻变成熊

猫宝宝，面上挂着一个黑眼圈，很多人

都认为好好睡几觉就能好转。补觉固然

重要，但要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状

况了。黑眼圈的出现，是身体呈现亚健

康的症状，是健康的警报。

对 女 性而 言，有黑 眼 圈，身 体 的

肾，脾，肝，血，都是有不同程度的问题

了。通常就是中医所说的肾虚，脾弱，

肝热，血瘀四大方面。在此补充一下生

活中身体状况的一些小知识。

小知识：

肾虚，症状：腰酸，四肢 发冷，畏

寒，水肿或者是燥热，盗汗，头晕，耳

鸣。肾虚主要是肾脏的免疫能力降低，

循环系统阻塞，肾络不通。黑眼圈是肾

阴虚的表现。

脾弱，症状：腹胀，食后难消化，饮

食稍有不慎就会呕吐或拉肚子，或节日

多应酬多吃多了难以消化。脾弱指的是

脾脏的生理功能失常的病症。

肝热，症状：口酸口苦，头胀头疼，

大便干。肝热指的是肝火旺盛，人体内

脏气血调节出了问题，由于饮食不当，

睡眠欠佳引起。肝火旺盛，影响睡眠，

黑眼圈就不请自来了。

血瘀，症状：大量的掉头发，皮肤

返屋企饮靓汤—美女黑眼圈点办？

暗沉，唇色暗紫，黑眼圈等。血瘀是指

血液运行部畅，郁结于经脉或器官之内

呈凝滞状态。

改善小秘方：

先补肾，后健脾，再柔肝，通血瘀。

黑眼圈会慢慢消除，身体上的其他

问题，例如月经不调，面部斑点，皮肤暗

沉，腰酸无力等症状都会慢慢调好。但

坚持很重要。

煲汤调理：

广东人喜欢 煲汤喝汤，特别是 返

屋企饮靓汤最流行。有了黑

眼圈，在家里可以煲煲汤，调

理一下。不是说喝一次汤就能

马上见效。反正都要煲汤，煲

合适的汤，好喝又能调理好

身体，也能坚持喝，才是最重

要的，每周喝上2-3次，坚持

1-2个月，身体就会好起来，

想找黑眼圈都难啊。

家居汤料配方：

药 材：石斛 3克，白术 3

克，茯苓3克，薏米3克，芡实3克，扁豆3

克，莲子5颗，枸杞10颗，红枣5颗去核

食材：瘦肉250克（半斤），姜片3片

煲法：瘦肉飞水，药材除了枸杞外

在汤煲放清水5碗泡20分钟，连同肉大

火煲开15分钟，中火煲45分钟，停火，

放枸杞焖10分钟。得1-2碗，温热饮用。

特殊情况：

有些美女，除了黑眼圈，还感觉身

体有其他不舒服的症状，例如长期便

秘，大量的掉头发，失眠次数多，精神

不振昏昏欲睡等，建议把脉开方，配制

汤料了。

汤匠介绍：

通过药膳汤水，调理身体亚健康。

提供配制汤料服务

学煲汤，煲好汤，饮靓汤，来汤匠课堂 。

撰文＿汤匠　刘美慧   

模特：陈瑞茵/S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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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推荐计划
Member-get-member
成功介绍一位新会员加入，即
可获得价值100元的商会活动
代用券。赶紧行动！

＊此次活动仅限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东会员参加。

＊新会员须于“会员申请表格＂内填好“推荐人资料＂确认推荐人身份。

＊所有细则以香港商会所定为准，商会保留随时更改细则权利及最终解释权。

推荐细则

广州尔思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Y5ZONE，总部设于香港，是提供无线宽带网络服务（Wi-

Fi）的业界先驱。我们希望世界上每一个互联网使用者可以不

受任何限制自由自在地沟通交流。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完善

的无线网络方案，助您实现真实意义上的无线城市。

公司代表 / 梁有雯女士

电话 / （8620）6233 4900

传真 /（8620）6233 4901

电邮 / y5hr@y5zonechina.net

网址 / www.y5zonechina.net

地址 / 广州市中山一路57号南方铁道大厦1105

传汇环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传汇环球（控股）有限公司营运至今踏进第12年，今天已是

50多人的专业团队，过去为超过2,000家企业、非牟利团体及

政府机构提供服务，为客户提供网页设计及建设、电子商务系

统、网络营销流程、业务顾问等多元化的服务。

公司代表 / 吕泉华先生

电话 / （8620）8378 2836

电邮 / info@smarkglobal.com

网址 / www.smarkglobal.com

地址 / 广州市越秀区德政北路407号华兴大厦818

推荐人 / 杜源申先生

迪宝企业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迪宝于1973年在香港成立，是亚太、中国内地及香港等地区著

名培训及咨询服务供货商。专注提高团队效率，提供量身订制

培训及团队发展项目，客户包括许多国内外著名企业。培训导

师遍布国内外拥有相关专业知识及行业经验。

公司代表 / 杨燕霞女士

电话 /（86755）2583 6036

传真 /（86755）2583 6044

电邮 / training@dew-point.com.cn

网址 / www.dew-point.com.hk

地址 / 深圳市深南东路5002号信兴广场 

 地王商业大厦43楼4311单元

香港越秀各界联合会有限公司

香港越秀各界联合会是在香港注册成立的非牟利机构，通过各种

形式的活动，加强香港与内地人民的沟通。并肩成长，共优社群。

开阔眼界，和谐兼融。我们需要你的支持，请快来加入我们骨干

成员，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852-2320 9038。电邮到：sec@

yuexiuhk.com 。

电话 /（852）2320 9038

传真 /（852）2320 9855

电邮 / sec@yuexiuhk.com

地址 / 香港金钟夏悫道16号远东金融中心  

 15楼1502室

推荐人 / 杜源申先生

公司代表 / 叶泽荣先生

电话 /（8620）3832 6565

网址 / www.sisterzhong.com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17号

 广晟国际大厦2401房自编号10单元

推荐人 / 杜源申先生

广州市钟姐食品有限公司

钟姐食品公司采用台湾工艺、进口优质原料，手工精心制作

了牛轧糖、金钻凤梨酥等包装类食品和饮料。秉承“健康、安

全、养生、服务＂的理念，采用“O2O＂现代休闲体验型经营模

式，率先在广州各大商场落地。

公司代表 / 张少华先生

电话 /（852）3998 3796

电邮 / info@cocoamer.com

地址 / 香港荃湾沙咀道66A豪力中心17楼06室

晋君有限公司
AMER Chocolate品牌于2010年香港创立。 有别于市场上

的其他朱古力品牌，AMER 提供的价值不只在朱古力的美

味，更为顾客提供个人化及客制化的快速选择。无论是送给

朋友生日的一盒朱古力礼物或是中小企业客制化的朱古力礼

盒，AMER Chocolate都能快速及实惠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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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票热线 Tele-ticketing:（852）2947 7888
网上购票 e-Ticketing: www.mtr.com.hk/throughtrain

为配合铁路车站更名安排，由2013年6月20日起，东莞（常平）站将更改为常平站。

To align the mainland railway authorities'arrangement on station renaming, the existing 
Dongguan（changping）station will be renamed as changping station wit h effect 20 June 2013.

以下资料若有修改，请以车站公布为准。

Please refer to station notice for the latest information.

广九直通车每日12班来回 
12 pairs of Guangzhou-Kowloon Through Trains Daily

红磡→常平/广州东
Hung Hom →Changping /Guangzhou East 

   北行车次 Northbound Train No.         红磡开Depart Hung Hom          到常平Arrive Changping        到广州东Arrive Guangzhou East                 

                         Z810                                                     07:25                                    08:37                                           09:24

               Z824  (广九通Ktt )                                    08:15                                    09:25                                           10:12

                         Z820                                                      09:24                                            10:36                                           11:23

                         Z804                                                      10:52                                            12:04                                           12:51

                         Z808                                                      11:32                                                 -                                              13:26

                         Z814                                                      12:23                                                 -                                              14:17

              Z826（九广通Ktt ）                                       13:11                                             14:21                                           15:08

                         Z818                                                      14:32                                            15:44                                           16:31

                         Z810                                                      16:35                                            17:47                                            18:34

              Z828（九广通Ktt ）                                       18:00                                            19:10                                           19:57

                         Z816                                                      18:44                                            19:56                                           20:43

                         Z802                                                      20:01                                            21:13                                            22:00                

  南行车次Southbound Train No.     广州东开Depart Guangzhou East      常平开Depart Changping         到红磡Arrive Hung Hom               
                         Z801                                                      08:19                                            09:03                                           10:17

                         Z807                                                     09:04                                           09:48                                           11:02

                         Z813                                                      09:55                                            10:39                                           11:53

              Z823  (九广通Ktt )                                          10:37                                    11:21                                            12:33

                         Z817                                                      12:03                                                -                                               13:56

                         Z809                                                     14:04                                            14:48                                    16:02

              Z825  (九广通Ktt )                                          15:38                                            16:22                                            17:34

                         Z815                                                      16:14                                             16:58                                            18:12

                         Z803                                                      17:33                                            18:17                                             19:31

                         Z819                                                      18:20                                            19:04                                            20:18

              Z827  (九广通Ktt )                                          20:30                                            21:14                                            22:26

                         Z811                                                      21:32                                                 -                                               23:25

电话 /（852）3663 7975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383号太古汇

 一座15楼

推荐人 / 宋博宏先生

黄国荣先生

IT金融业务管理等广泛领域有逾17年履历，自06年先后于摩

根大通银行（新加坡）任期货期权执行理事，（香港）投资办

执行副总裁。现任汇丰银行亚太地区技术运营主席兼汇丰软

件开发（广东）环球银行及资本市场技术总监。

萧华David Siu 。籍贯广东清远，在连城国际担任特别项目

经理一职。连城国际是澳洲几大房地产公司在中国注册代表

处，是一家从事澳洲房地产投资服务的专业公司，专为中国客

户提供澳洲房产置业、移民安家等VIP顾问服务。

电话 /（852）3586 8398

传真 /（852）3586 3063

电邮 /peggyfung@bbb-asia.com

网址 / www.bbb-asia.com

地址 / 香港九龙荔枝角615-617号大南西街

 百福工业大厦617室

冯婉莉女士

冯婉莉Peggy Fung在美容行业拥有超过10年的品牌管理

及培训经验，于2013年开设KL Group Trading Ltd，专业

代理进口高质素护理品牌：【加拿大比比猪Belly Buttons 

& Ba biesTM】天然婴儿护肤产品 及【澳洲Pla net Eve 

Organics】女士有机护肤产品，并获得亚洲总代理权。

萧华先生

电话 / （86）147 1576 3737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38号

 金利来数码网络大厦2701室

推荐人 / 陈英诒先生

CONTACT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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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香港商会在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举办

一年一度的会员大会。大会上，杜源申会长和何

建荣秘书长向会员们汇报了广东香港商会2015年各

项工作的情况。在品尝佳肴的同时，我们还邀请到深

谙粤港政策和经济发展形势的广州中华文化学院庞

滔副教授担任演讲嘉宾，以轻松的风格、独到的见

解，与大家一齐探讨粤港企业再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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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宾合影。

杜源申会长及何建荣秘书长汇报商会工作。

演讲嘉宾：庞滔教授。

荣誉会长林卫智先生（右）向演讲嘉宾庞滔教授（左）

赠送纪念品。

来宾提问。

来宾交流。

会员大会现场。

2015 年会员大会
暨主题演讲午餐会

CONTACT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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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迈入第十六个年头之际，12月10

日香港商会在广州富力君悦大酒

店举办主题为“SUPER HEROES＂的

周年晚会，现场有近四百位来宾共同度

过一个充满欢乐的狂欢夜。

晚会以简单而隆重的方式拉开了序

香港商会周年晚会

幕，杜源申会长带领理事局的“SUPER 

HEROES＂一同向出席的来宾们敬酒，

感谢来宾对香港商会的支持并预祝各位

圣诞快乐。伴随着悠扬的歌声，来宾们

品尝着丰富而精致的圣诞大餐，晚会上

除了“最佳着装＂评比和估歌仔游戏外，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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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局的“超级英雄们＂向来宾祝酒。

2015 年最佳会员。

来宾合影。

还邀请到两位殿堂级的香港著名歌手

伦永亮和陈洁灵前来助兴，气氛热闹，

来宾纷纷上台与两位歌星跳舞，将当晚

气氛推向高潮。此次晚会得到了三十多

家会员企业的支持，令每位来宾都得到

了不同的圣诞礼物。

01

02

03

04

REVIEW 精彩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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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着装＂评比。

歌星助兴。

抽奖环节。

杜源申会长与获得机票大奖来宾合影。

现场游戏：估歌仔。

香港著名歌手：伦永亮。

香港著名歌手：陈洁灵。

抽台奖。

来宾合影。

REVIEW精彩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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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会周年晚会  特别鸣谢

CONTACT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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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会长及代表合影。

南沙投促局唐斌副局长与香港商会各地代表合影。

南沙投促局代表与考察团座谈。

风信子代表向来宾介绍运营情况。

参观风信子跨境商品直购体验中心。

参观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

11月20日，香港商会各地会长及代表

齐聚广州，召开全国会长会议。

下午，在杜源申会长的带领下前往

南沙进行考察，第一站来到南沙投促局

进行拜访，座谈会上投促局唐斌副局

长介绍了南沙整体规划及未来发展前

景，令大家对南沙有更全面的认识。

紧接着来到风信子跨境商品直购

体验中心，该中心是南沙自贸区首家真

正意义上的免税店，开业至今取得了不

错的口碑，参观体验中心还了解到电商

在南沙新区的发展情况。

最后，考察团来到香港科技大学霍

英东研究院，经过工作人员的介绍，让

来宾了解到，研究院致力于创新科技研

发与成果转化，创立香港科大在内地的

研发品牌，并结合香港科大在科技研发

及工商管理方面的优势，为内地经济发

展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和国际视野的高

端科技人才，为产业发展做出贡献。

香港商会全国会长会议

CONTACT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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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宾在商会展位合影。

杜源申会长来向来宾介绍香港商会。

为来宾推荐用心之作的商会会刊。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小

企博览于12月3-5日在香港会议

展览中心举行。是次活动提供了市场

商机及全面企业营运解决方案和管理

策略，涵盖中国商机、海外商机、理财

融资、电子商贸、中国商贸策略、创业

营商、商业信息、营商支持服务、法律、

会计、顾问、市场推广等。香港商会亦

参展其中，藉此积极向港企介绍香港商

会。杜源申会长以及部分理事局成员和

会员朋友均到场支持。希望藉此让更多

港企对香港商会有所了解，同时亦能透

过香港商会这个平台开拓内地市场，寻

找商机。

国际中小企博览
World SME Expo

CONTACT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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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会现场。

香港商会代表上台领奖。

第十六届【香港论坛】Hong Kong Forum

会议上，还颁发了在全球范围内共

同选举而出的奖项，2015年广东香港商

会再次荣获联盟颁发的“年度成就大

奖＂，让我们再接再厉，来年更上新台

阶。能再次获得此殊荣，在此感谢各界

的支持、指导及参与。

一年一度由香港贸易发展局及全球

香港商业协会联盟（Fedaration 

o f  H o n g  K o n g  B u s i n e s s 

Associations Worldwide ）主办的

【香港论坛】Hong Kong Forum 在香

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12 月1-2 日，来

自全球的四百位代表齐聚香江，藉此了

解香港及邻近地区最新营商环境，扩

展人脉网络，并共同探索环球经济新局

面下的发展机遇。

为期两天的活动，包括由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担任

主讲主题演讲嘉宾的午餐会、汇聚众多

商界领袖的研讨会、交流宴会、企业拜

访。透过参与此次论坛，与来自超过20

个国家及地区的企业代表交流，洽谈合

作商机，与此同时还能让来自全球的港

商代表能了解中国及香港的经济环境，

成功企业的营运心得，达至非常良好的

沟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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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香港商会在深圳四季酒

店举办两月一次的欢乐时光聚会，

当晚有近四十位来宾出席并在聚会上

作了10秒钟的自我介绍，让来宾们更

加深入了解彼此。简单而轻松的聚会让

会员们的关系更加亲密。

12月4日，以“珠西策源地 江港共发

展＂为主题的第十四届香港珠三角

工商界合作交流会在江门市举行。香

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广东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招玉芳、广东省前常务

副省长汤炳权、中联办经济部副部长杨

益、江门市委书记毛荣楷、市长邓伟根

等粤港两地领导，香港工业总会主席郑

文聪、香港生产力局主席刘展灏、珠三

角工业协会主席林宣武及近千名粤港

政府领导、工商界代表人士出席了本次

盛会。政企携手共谋经济时势应对策

略，共商发展大计。

当天上午除了有“企业创新与可持

续发展＂研讨会还组织相关工商界代

表前往大昌行物流公司、李锦记、无限

极公司和新会陈皮村考察，藉此借鉴成

功经验，同时了解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

必要性，考察团还特别安排品尝江门美

食，领略江门饮食文化。

活动最后，在粤港两地政府领导及

“港深·讲金”欢乐时光

第十四届 「香港珠三角工商界合作交流会」

工商团体领袖的带领下，来宾一齐高歌

《中国人》，展示了香港珠三角工商界

勤奋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爱港爱国

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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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现场气氛热闹。

10 秒钟自我介绍环节。

参观李锦记新会生产基地。

香港商会会员与梁振英行政长官合影。

交流会亮灯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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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苗圃行动颁发支票。

捐赠现场拍得善款支票。

新一屇执委大合影。

爱心拍卖区一角。

慈善展示区。 05

2015年11月28日，香港商会-上海，在一个有爱的

夜晚，我们现场将一年内募集到的20万善款捐给

了苗圃行动，还在爱心拍卖环节共筹得善款123000

元，并悉数捐给“音你而精彩-浦东寄养孤儿音乐教

育项目＂，感谢所有参与者的善举，并感谢所有赞助商

的鼎力支持。

香港商会-上海   一个有爱的夜晚

CONTACT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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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港澳 办主任王树
华先生（左 7）、香港驻京
办副主任苏翠影女士（左
9）与商会会员合影留念。

晚会现场。

香港驻京办副主任苏翠
影女士（左 6）、天津商会
会 长 杨 亮 贤 先 生（左 5）
及部分会员合影留念。

谢俊明会长致辞。

香港特区政府驻汉办谢
绮雯女士致辞。

武 汉市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张学忙先生致辞。

同祝武汉香港商会五周
年。

美丽天津·欣赏香港

2015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天津
6周年圆满结束

2015年12月12日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天津6

周年晚会成功召开。此次晚会的主题是“美丽天

津·欣赏香港＂。香港驻京办副主任苏翠影女士、香港

（地区）商会-天津全体成员、香港驻津企业的员工及

家属共300余位嘉宾参加了此次盛会。

伴随着激昂豪迈的咏春拳表演晚会拉开了帷幕。

现场表演的沙画《香港故事》浓缩了香港从一个渔村

发展成为国际大都会的历程，充分展现了香港人一路

奋斗的动人画面。

天津市人民政府港澳工作办公室王树华主任及商

会会长杨亮贤先生分别登台发言。在发言中，他们回顾

了6年来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天津走过的历程，对

商会的发展寄予了厚望，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大

家听后备受鼓舞，最后地新年祝福让现场暖意融融。

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趣味盎然的抽奖把晚会推

向一个个高潮，大家把酒言欢相互祝福，晚会在温馨

和谐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12月18日晚，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武汉五周年庆

在新世界大酒店举行，政商各界朋友和商会会员

欢聚一堂，共叙五年来商会发展历程，展望来年机遇

和前景。此次年会邀请到武汉香港商会会员以及省市

政商各界嘉宾出席，到场总人数逾百人，场面盛大，热

闹空前。

“五年时光记录下了许许多多重要的时刻，见证

我们这个团体的力量不断壮大，由成立时几十人变为

如今几百人的大家庭。＂武汉香港商会会长谢俊明先

生在致辞中表示，五年来，商会会员们探索商机的足

迹不仅抵达湖北各地，更走出国门远赴海外；与湖北

省市各级部门和友好机构的交流和对话变得更加密

切，持续提升着商会在当地的影响力。他强调，正是在

湖北省市领导、各级政府部门与友好机构的大力支持

下，在全体执委及秘书处的积极投入以及每一位会员

的热心参与下，香港商会才能发光发热。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武汉 五周年庆

CONTACT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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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晚会上 执委和
嘉宾共同敬酒。

会员大会。

2015年12月19日，在各位会员和会友的期待下，中

国香港（地区）商会-青岛2015会员大会和周年晚

会在青岛中心假日顺利举行。

商会有幸邀请到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青岛分所的刘健俊先生作为会员大会监票

人，到会人数众多，会长李成祚先生和副会长兼司库黄

焯棋先生分别作出2015年会务报告和财务报告，回顾

了2015年商会的运作，并对即将到来的2016年提出新

的展望。会员在监票人的监督下举手表决报告通过。

本年度周年晚会邀请到香港特区政府驻山东联络

处、青岛市委统战部等多个政府部门的领导。伴着美

酒佳肴，来宾欢聚一堂。会员及贵宾为晚会提供了丰厚

赞助，奖品丰富多彩，总价值超过14万元。伴着精彩的

节目表演、紧张刺激的幸运抽奖、趣味无限的游戏及丰

厚的随手礼，会场自始至终都处于高涨的热情之中，

晚会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青岛
2015会员大会和周年晚会圆满成功

2015年12月11日，由香港特区政府驻成都经贸办、

香港贸发局、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成都联合举

办，同时得到新世界中国地产，国泰及港龙航空大力

支持的HOLY KISS 2015圣诞舞会华丽亮相在400多

名商会会员眼前并取得圆满成功。在活动持续的4个

小时里，会员们载歌载舞，不仅享用了最精致的西式

分餐，同时在桌奖环节，商会还贴心的为每位到场的

会员准备了圣诞Surprise，让大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

夜晚。

成都香港商会-HOLY KISS 2015圣诞舞会

圣诞舞会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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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8 月 10 日 佳木斯市汤原县大亮子和森林公园。

2015 年 8 月 8 日 哈尔滨市呼兰河口湿地公园。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全体执委举杯共祝新年快乐。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 哈尔滨＂是中国香港

（地区）商会在北京、上海、广东、青岛、天津、

武汉、成都、杭州、沈阳之后成立的第十个省级商会。

创会初期，商会已招募 50 余家香港企业及在黑龙江

省的港资企业会员。商会的成立，旨在加强在黑龙江

省投资的香港企业、在黑龙江省的港资企业及在黑龙

江投资创业的港人之间的联络交流，促进黑龙江与香

港之间的金融、地产、绿色食品、餐饮、旅游等产业及

经贸、对俄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哈尔滨

2015年12月20日，“港杭同心与爱同行＂中国香港

（地区）商会-杭州2015年度晚会在杭州凯悦酒

店圆满落下帷幕。当晚，浙江省、杭州市、香港特区政

府相关领导及香港商会全国各地的领导应邀出席，与

200多位杭州地区商会同仁及各界好友欢聚香港商会

大家庭，共度美好时光。

晚会伊始，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杭州会长欧镇

江致欢迎词后，杭州市政协副主席、杭州市工商联主

席张必来先生及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

主任邓仲敏女士分别致贺词，他们都表示，今后将更

好地推进杭港两地的友好往来。

晚会播放了香港商会北京、广东、上海等10个地区

会长专门为杭州录制的温馨的视频，以及商会2015的

年度回顾视频，获得大家的热烈欢迎。其后，精彩的节

目表演、大气磅礴的秀菜、紧张刺激的幸运抽奖、趣味

无限的Bingo游戏及丰厚的伴手礼，让会场自始至终

都处于高涨的热情之中。

“港杭同心 与爱同行＂的主旋律一直围绕在每一

个人的心中，从交换小礼物分享喜悦，到温情的感谢，

每一个画面都是那么地温馨美好，在场的每一位来宾

均真切感受到“爱＂的意义。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2016年，香港商会-杭州将

谱写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港杭同心 与爱同行”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杭州2015年度晚会

CONTACT 050

CHAMBER NEWS 友会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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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香港商会会员持有效会员卡即可享受下列多家会员企业商号提供的消费折扣优惠。此会员优惠以
会员间互惠互利为宗旨，在向社会提供消费优惠及服务的同时，也提供向商会其他会员推介其优质
的服务及产品的机会。

如各位商会会员希望加入此项优惠活动，藉此推广其产品及服务的，欢迎与商会秘书处联系。

电话：（8620）8331 1653     传真：（8620）8331 2295     电邮：info@hkcccgd.org

酒店

持商会会员卡尊享客房之特别优惠折扣。 

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西路12号    

电话：（8620）8396 1234-3280                                                                                                  

联系人：Mr. DK Kim

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

豪华客房RMB1350元/晚

文华客房RMB1650元/晚

（以上房价均需+15%服务费）

Ebony及Jiang by Chef Fei享八五折优惠

饼店每日18:00后享八五折优惠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89号

电话：（8620）3808 8834

联系人：Ms. Macy Yang

广州文华东方酒店

豪华客房RMB900元/晚

行政客房RMB1200元/晚

（以上房价均需+15%服务费）

地址：广州市天河路228号

电话：（8620）6102 8901

联系人：Ms. May Mui

广州正佳广场万豪酒店

逸林客房RMB730元/晚

美景客房RMB930元/晚

行政客房RMB1130元/晚

（以上房价均需+15%服务费）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路391号

电话：（8620）2833 2888-6809

联系人：Mr. Gary Zhao

广州希尔顿逸林酒店

尊荣江景客房RMB1200元/晚

豪华阁客房RMB1400元/晚

（含早餐，以上房价均需+15%服务费）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会展东路1号

电话：（8620）8917 6307

联系人：Mr. Jacky Zhang

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趣＂客房RMB850元/晚

“优＂客房RMB1050元/晚

“乐＂贵宾客房RMB1250元/晚

（以上房价均需+15%服务费）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638号

电话：（8620）8916 3388

联系人：Mr. Daniel Zhang

广州南丰朗豪酒店

花园客房RMB780元/晚                     

花园套房客房RMB1280元/晚                     

行政套房RMB1780元/晚

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368号                     

电话：（8620）8333 8989-3602                      

联系人：Mr. Brian Choi

广州花园酒店

普通客房RMB750元/晚

豪华客房RMB850元/晚

行政客房RMB1200元/晚

（以上房价均需+15%服务费）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215号

电话：（8620）6683 9999-3960 

联系人：Mr. Patrick Ho

广州天河新天希尔顿酒店

豪华客房RMB720元/晚

行政客房RMB900元/晚

地址：广州市流花路122号

电话：（8620）8666 6888-3286

联系人：Ms. Mini Guan 

中国大酒店

高级精品客房RMB800元/晚

豪华精品客房RMB880元/晚

一居室高级套房RMB1280元/晚

（以上房价均需+15%服务费）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28号

电话：（8620）3883 3883-6805

联系人：Ms. Stephy Tang

广州方圆奥克伍德豪景酒店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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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客房588元/晚

豪华客房688元/晚

尊贵客房788元/晚

弁庆日本料理可享受八五折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观路1961号

电话：（8620）6631 8888-6401

联系人：Ms. Louisa Liang

高级客房RMB850元/晚

豪华客房RMB1050元/晚

行政高级客房RMB1250元/晚

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339号

电话：（8620)8363 8888-88132

联系人：Ms. Karma Pu

广州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广州花都皇冠假日酒店

广州日航酒店

高级客房RMB548元/晚

豪华客房RMB658元/晚

高级套房RMB1688元/晚

地址：广州市广园中路388号

电话：（8620)8396 6866-6207

联系人：Mr. Dustin Chen

豪华房RMB450元/晚

商务套房RMB580元/晚

豪华套房RMB800元/晚

地址：广州市中山大道483号

电话：（8620)8396 6333-6633

联系人：张家应小姐

广州卡丽皇家金煦酒店

广州嘉逸皇冠酒店

高级客房RMB588元/晚                       

豪华客房RMB688元/晚                       

行政客房RMB788元/晚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189号               

电话：（8620）3690 0888-8877

联系人：Ms. Sammy He

商务一房 RMB470元/晚

精品两房 RMB550元/晚

商务两房 RMB600元/晚

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海安路2号

（与猎德大道交汇处）

电话：（8620）8753 2222-8601

联系人：陈兆明先生

高级客房RMB500元/晚

豪华客房RMB600元/晚

高级套房RMB700元/晚

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468号

电话：（8620）3880 3333-7008

联系人：陈玉婷小姐

嘉逸国际酒店

广州丹顿行政公寓

高级客房RMB608元/晚 

豪华客房RMB638元/晚                  

商务客房RMB718元/晚

地址：广州市第十甫路188号

电话：（8620）8138 0088-8106                           

联系人：Mr. Vincent Wong

广州十甫假日酒店

高级房RMB580/晚

豪华房RMB680/晚

行政高级房RMB880/晚

（以上房价均需+15%服务费）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人民路97号

电话：（86757）8250 1888-1822

联系人：Mr. Gary Gan

佛山岭南天地马哥孛罗酒店

凯悦客房RMB780元/晚

湖景客房RMB1080元/晚

（以上房价均需+15%服务费）

地址：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沁园路

电话：（86769）2289 1234-62210

联系人：Ms. Mia Zeng

东莞松山湖凯悦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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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单8.8折优惠

地址：广州市竹丝岗二马路62号

电话：（8620）3761 1101

9折优惠

（套餐、海鲜和酒水除外）

地址：广州市建设五马路宜安广场夹层

电话：（8620）8363 4883

尊享8折优惠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169号健力百

合酒店首层（火车东站威尼国际酒店旁）

电话：（8620）6288 6288

联系人：高伟先生

正价货品9折优惠

电话：（8620）8149 4088

联系人：林晓彤小姐

Wilber's

美而廉茶餐厅

浅水湾健康会所

大明企业国际有限公司

饮食

全单9折

地址：广州市中山五路33号大马站商业中三楼

电话：（8620）8317 9039

地址：广州市华乐路34号广怡大厦二楼

电话：（8620）8360 1468

牛桥泰菜

其它

其它

芭迪有限公司

中医养生免专家诊金优惠

康富来补品店

参茸补品全场9.5折优惠

康富来体检中心

个人健康体检9折优惠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219号

康富来补品中心（火车东站景星酒店旁）

电话：（8620）8757 8288/186 2021 4782

联系人：李晓峰小姐

康富来国医馆
Hong Fu Loi Chinese Medical Clinic

8折优惠

五羊新城店地址：广州市五羊新城

寺右新马路北二街30号

电话：（8620）8739 7784

联系人：郑洁伦小姐

天河北路店地址：广州市天河北龙口中路130号

龙威广场A栋7楼

电话：（8620）8551 6162

联系人：伍靖仪小姐

帝姿美容SPA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2002号

佳宁娜广场B座21楼2104室

电话：（0755）8885 1130

传真：（0755）8225 2422

电邮：SUKI@160HS.COM

联系人：Helen

深圳市惠迅旅游有限公司

大兴汽车集团

汽车美容折扣：精致洗车8折、项目9折

租车折扣：9折

尊尚租车可享优惠店：

东莞市东城店  电话：0769-2266 1198

东莞市寮步店  电话：0769-8231 6277

东莞市峰景店  电话：0769-2307 2157

观澜湖东莞会所店  电话：0769-8296 2783

观澜湖深圳会所店  电话：0755-2761 0042

深圳市福田店  电话：0755-2592 1515

佛山市禅城店   电话：0757-8278 3338

佛山市南海保利西街店  电话：0757-8101 8366

佛山市南海鹏瑞利店  电话：0757-8163 5966

佛山市凤城食都店  电话：0757-2222 9663

广州市白云店  电话：020-6682 0861

惠州市富力万丽店  电话：0752-783 0022

揭阳环市北路店  电话：0663-875 5571

尊尚专业汽车护理享受优惠店：

佛山禅城店   佛山鹏瑞利服务点

佛山保利西街服务点   佛山国际车城服务点

东莞大兴东城服务点   东莞祥兴南城服务点

东莞新兴寮步服务点   广州雷诺白云服务点

深圳雷诺罗湖服务点

服务热线：400-8484-228

消费地址：www.aonicondoms.com

（有效时间至2016年2月29日）

联系人：Genie Lam

电话：（8620）8370 6060

买一盒Ultrathin 001 12片装

送一盒Nanosilver Ultrathin 001 3片装

优惠码：HKCCCGDFN3

优惠项目：

长沙、宝峰湖、张家界大峡谷，天门山、凤凰古城

四天游

出团日期 ：逢周一、三、五

价格：RMB1820

有效期 ：2016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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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资讯

常用电话                                                                          广州商务机构

报警                                                     110                                 外贸政策          广州市商务委贸发处               020-8890 2628

火警                                                     119                                 进出口管理       广州市商务委外贸管理处           020-8109 7083

电话查询                                               114                                 外资企业管理    广州市商务委加工贸易处               020-8890 2220

紧急医疗救援                                         120                                外贸管理          广州市商务委外贸管理处                                 020-8109 7083

交通拯救                                               122                                商标注册          广州市商标管理处                                   020-8559 6566

广州市长热线                                         12345                            合同纠纷          广州市仲裁委员会                                          020-8328 7919

消费者热线                                            12315                             公证手续          广州市公证处                                                020-8318 3060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 China Mobile10086                                         税务                广州市纳税咨询台                                   020-12366

中国联通广东分公司 China Unicom       10010                             外资审计          广州市审计局外资审计处                                020-8386 2651

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 China Telecom       10000                             劳工雇佣          广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020-8383 0672

中国邮政服务                                         11185                             海外专家          广州市人事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                       020-8312 6038

白云机场咨询热线                                   020-3606 6999             技术进出口       广州市商务委技术与服务贸易处      020-8890 2016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    020-3891 1220             经济规划          广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                                    020-8312 3801

银行                                               客服热线                     五星级酒店

工商银行（工行）                                     95588                            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                                                             020-8396 1234 

农业银行（农行）                                     95599                            广州天河新天希尔顿酒店                                                       020-6683 9999 

 建设银行（建行）                                   95533                            广州文华东方酒店                                                                020-3808 8888

交通银行（交行）                                     95559                            广州南丰朗豪酒店                                                                 020-8916 3388

中国银行                                                95566                            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020-8917 8888

邮政储蓄银行（邮储）                              95580                            广州粤海喜来登酒店                                                             020-6668 8888

招商银行（招行）                                     95555                            广州正佳万豪酒店                                                                 020-6108 8888

浦东发展银行（浦发）                              95528                            广州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020-8363 8888

广东发展银行（广发）                              400-830-8003              广州希尔顿逸林酒店                                                             020-2833 2888

深圳发展银行（深发）                              95501                            广州花园酒店                                                                       020-8333 8989

平安银行                                                95511-3                    中国大酒店                                                                          020-8666 6888

兴业银行                                                95561                            广州阳光酒店                                                                       020-3801 8888

民生银行                                     95568                            翡翠皇冠假日酒店                                                  020-8880 0999

中信银行                                                95558                            广州广交会威斯汀酒店                                                          020-8918 1818

华夏银行                                                95577                            广州圣丰索菲特大酒店                                                           020-3883 8888

光大银行                                                95595                            广州富力丽思卡尔顿酒店                                                       020-3813 6688

汇丰银行                                                800-830-2880              四季酒店                                                                             020-8883 3888

东亚银行                                                800-830-3811               广州W酒店                                                                          020-6628 6628

恒生银行                                                400-813-8888        

渣打银行                                                800-820-8088

   

领事馆                                                                             航空公司

澳大利亚                                                020-8335 0909             国泰航空公司                                                                      400-888-6628

加拿大                                                   020-8666 0569             港龙航空公司                                                                      400-888-6628

丹麦                                                      020-8666 0795             英国航空公司                                                                      400-881-0207

法国                                                      020-8330 3405             日本航空                                                                            400-888-0808

德国                                                      020-8330 6533             新加坡航空                                                                         020-8755 6300

意大利                                                   020-3877 0556             泰国航空                                                                             020-8365 2333

瑞士                                                      020-3833 0450             澳洲航空公司                                                                      400-888-0089

日本                                                      020-8334 3090             越南航空                                                                            020-8376 5568

韩国                                                      020-3877 0555             马来西亚航空                                                                      020-8335 8868

马来西亚                                                020-8739 5660             中国国际航空                                                                      95583

荷兰                                                      020-8330 2067             南方航空                                                                            95539

菲律宾                                                   020-8331 1461             东方航空                                                                             95530

新加坡                                                   020-3891 2345             深圳航空                                                                             95080

泰国                                                      020-8380 4277             海南航空                                                                             95339

英国                                                      020-8314 3000             四川航空                                                                             400-830-0999

美国                                                      020-8121 8000             九元航空                                                                             400-105-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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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hip Application Form 会员申请表格 

Please return the completed form to HKCCC-GD:

Rm.909 Main Tower, Guangdong International Building,

339 Huangshi Dong Lu, Guangzhou 510098 China 

 填妥之表格请寄至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东 秘书处

广州环市东路339号广东国际大厦主楼909室

邮编：510098   电话Tel：（8620）8331 1653   传真Fax：（8620）8331 2295

电邮 Email：info@hkcccgd.org   网页Website：http://www.hkcccgd.org

Signature of Applicant（Corporate member with company chop）                                                       Date 日期

申请人签名 （公司会员由公司代表人签名及加盖公章）

（This form must be signed by the applicant and photocopy of this form is acceptable / 申请人或公司代表人必须签名，可接受复印之申请表格）

Membership Type 会员种类（Annual Fee 年费）

□  Corporate Member （Incl. 3 basic members）    公司会员  RMB 2,500 （包括3位基本会员）

□  Individual Member                                             个人会员   RMB 1,200

Company Particulars Corporate /Individual Member  公司/个人会员资料

Company Name (English)  

 公 司 名 称  ( 中 文 ) 

 
Company Address in Guangdong or Hong Kong （English）                                                                                             Postal code

广东或香港联络地址（中文）                                                                                                                                           邮政编码 

 
Tel. No. 电话                                                       Fax No. 传真                                                       E-mail 电子邮件 

 Type of Business 业务种类

□ Consulting Services 咨询及顾问服务                             □ Logistic 物流              □ Manufacturing 制造业             □ Construction 建筑工程

□ Financial（Bank/Insurance）金融（银行/保险）            □ Trading 贸易              □ IT Services 信息科技                □ Advertising/PR 广告/公关

□ Hotel / Travel Agency 酒店及旅游                                 □ Retail 零售                 □ Professionals 专业服务              □ Restaurant/Food Business 饮食

□ Medical & Healthcare Services 医疗及保健服务           □ Property 房地产         □ Others 其他(请注明) 

阁下 / 贵司是否愿意将所填写的会员资料刊登于香港商会网页上供浏览？                 □是   /   □否

I / We agree to conform to, and be bound by the Rules & Regulations as set by the Chamber. And known that I/We do not have the right of election and voting. 
     本人/我司接受并会遵守此商会制定的章程和条款并知悉本人/我司登记成为嘉宾会员不享受选举权及投票权。

Please provide the following supporting documents.                           表格填妥后，请连同以下证明档一并传真或递交至商会秘书处：

     - Corporate Member: Copy of Business Registration                      公司会员：需提供有效之营业执照或商业登记证副本
     - Individual Member: Copy of Hong Kong ID Card                 个人会员：需提供香港身份证副本

For Official Use Only  商会填写



公共交通

政府及友好机构

酒店及写字楼

银行

餐饮

休闲

购物场所

广东省商务厅       广州市商务委       广州市国际投资促进中心

深圳各口岸门店 珠三角往来香港船只

080 Salon

塞纳河饼屋 

Hong Fu Loi Chinese Medical Clinic

CONTACT 0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