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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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索引  封二  Wilber's  /  009 玖龙纸业  / 025  高力国际  / 031 希尔顿软文 /  035 MTR /  046 古兜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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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月的热门话题，英国脱欧是其中

之一。英国公投结果出来后，市场上出

现了一阵子的紧张，导致英镑、欧元以

及股票市场波动。本期会刊的焦点透视

专文报道，包括香港大学丘东晓教授的

专访，分析脱欧对中国、香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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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广州房地产市场回顾、广佛融合

时代和深圳楼价直逼香港等，都是商会

会友机构提供的专文。

商会今年改变Happy Hour模式，

每逢周三晚举行，每两个月选定一家酒

店，提供了更频密的交流平台，受到会

友的热爱。而踏入夏季，商会的活动也

更频繁，先后有电商讲座、岭南国旅杯

高尔夫球赛、Happy Hour+营改增主

题分享、中国商业地产如何突围主题演

讲午餐会、拜访番禺两家实力雄厚企业

等活动。这些活动都获得会友的大力支

持，在这里再一次对大家的热情表示感

谢！同时希望在今年余下的活动中，有

机会多跟各位交流。

今年最后一期会刊将于十一月出

版，主题为“吃喝玩乐＂，将会留在广州

欢度圣诞节的朋友，记得留意下期的精

彩内容。谢谢！

资深技术分析专家简宗扬撰文，分析脱

欧对各国货币的影响；还有高力国际行

政董事Ashley Osborne介绍英国房地

产的投资时机。

香 港 贸 易 发 展 局 刚 庆 祝 了成 立

五十周年，有注意贸发局动向的朋友都

会知道，他们除了举办很多推广香港企

业的活动，更有很多深入、精辟的研究

报告，本期会刊选刊了贸发局大中华区

高级经济师赵永础关于中国制造2025

的报告，详述在中国［十三五］规划中

的发展与机遇，值得在内地经商的朋友

参考。

人物专访本期嘉宾是创域（国际）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圣瑜。从做贸

易、设厂到今天掌管拥有一千多家分店

的创意企业，廖圣瑜的经历很值得经商

人士参考。

营改增出台后，商界需要一段适应

期，本期会刊，邀请了普华永道和安永两

大会计师事务所，为大家精心分析解读。

本期还有好几篇关于房地产的报

道，包括电商对零售风向的影响、2016

您独一无二的广告宣传平台

信息丰富 精准到位

 渗透各在粤港企港人

直达本地政商企

赠阅派发范围广

宣传效果佳

在商会多元化的信息推广中，《CONTACT》得到会员们高度认同，最受会员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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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子康  Wesley Cheng 广州宝芝林食品有限公司  业务发展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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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

陈栢桓 David Chan 凯悦酒店集团  区域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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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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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英国脱欧从谈判到实际完

成，估计需要多长时间？

丘：这个要从欧盟的规章制度说起。欧

盟没有明确的退出机制，有一种说法是

当时有意不设计退出规定，让大家都不

知道退出的成本有多高。退出一个地区

经济组织，是很罕有的，退出欧盟更是

史无前例。但估计无论是英国或欧盟

双方，都希望尽快把事情谈成，让事情

有个清楚的结果。短期最大的影响是

市场的不稳定，特别是股市和汇率的波

动会比较大。长远来说，影响应该不是

太大。

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因为没有先

例，很难估计，但很有可能在一年左右

完成谈判。当然，最后执行可能需要更

长时间。

Contact：英国脱欧，对中国、香港有什

么影响？

Brexit 对中港影响不大
长远要看经济政策协调

香港大学
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钟瀚徳基金教授（经济发展学）

采访_梁振声、凌伟文　撰稿_凌伟文

随着英国新任首相特蕾莎·梅委任约翰逊为外交大臣、大卫·戴维斯为脱欧大臣，英国脱欧看似会很快开动。但特

蕾莎·梅随后迅速安排了与苏格兰首席部长斯特金会晤，并在会面后表示，在形成一种英国方式并有了协商目标

前，不会触发里斯本条约第50条 ，显然是要安抚强烈反对脱欧的苏格兰民众。因此，英国脱欧目前还存在一些
未知数。本刊就此特访问了香港大学丘东晓教授，为大家分析英国脱欧的影响。

丘：这要从欧盟的四个特征去分析，第

一，欧 盟是自由贸易区；第二，除了货

物，还有人员的自由流动；第三、货币的

统一；第四，欧盟区成员国的经济政策

协调；

在货币互通方面，英国一直沿用英

镑，没有采用欧元，因此，这方面不受

脱欧的影响。再看自由贸易区，退出欧

盟后，英国最终还是会跟欧盟建立自

由贸易约定，因为这是相互都有利益的

事，估计这方面的影响不大。

在人员自由流动方面，可能会稍微

受影响，主要看工作签证和税务等方面

的安排。经济政策协调，英国和欧盟脱

钩后，可能会影响经济政策的稳定性。

纵观以上四点特征，英国脱欧实际

上对中国、香港以及其他国家，影响都

不会很大，唯一是经济政策协调方面，

英国不跟随欧盟后，对中国、香港可能

会带来间接的影响。

有传言说在英国脱欧后，英文不再

是欧盟法定语言。但欧盟跟很多其他国

家沟通，德语、法语国家跟其他语系国

家沟通，还是会用到英语，而且欧盟的

众多贸易伙伴，都习惯用英语。因此，不

一定会因为英国退出就不使用英语。

Contact：英国公投结果出来之后，市场

为何会出现比较大的波动？

丘：市场刚开始的时候反应比较快，主

要是因为大家都不清楚会发生什么，出

现了一点紧张，股票、英镑都出现下跌，

但没多长时间便慢慢回升，说明这只是

一点波动。其实只要冷静的分析一下，

欧盟是什么一回事、退出有什么损失，

就会知道影响不是那么严重。

Contact：从经商的角度去看，英国脱欧

又意味着什么？

丘：一个国家的经济对其他国家的影

丘东晓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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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知新：退出贸易组织历史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于1948年

成立之初，中国已经是创始成员之

一，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

年成立，蒋介石领导的台湾政府在

1950年单方面宣布退出GATT。这事

件给中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中国不

承认这退出决定不果，在1986年申

请重新加入GATT，可是研究中国加

入事宜的工作小组耗时甚长，到1995

年GATT成为WTO后，中国最终等

到2001年才正式加入了WTO。从申

请到加入，经历了15个年头。

响，可以 从 三方面去看，包 括贸易联

系、投资联系和汇率联系。

英国脱欧，我们先从汇率联 系去

看，短期可能大家觉得对欧盟国家经济

的震动很大，英镑和欧元会出现相对的

贬值，但最终货币汇率取决于经济基础

因素，因此长远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贸易是会有影响的，如果英国完全

脱离欧盟自由贸易区，无论从理论或实

践的角度去看，对中国、香港都会有好

处，因为英国的货物跟中国、香港的货

物，以后进入欧盟都同样会征税。自由

贸易区在成员国之间会促进贸易往来，

而英国脱欧如果不能延续自由贸易，就

有可能造成贸易转移，让中国、香港或

其他国家的货物更具竞争力。当然，如

果英国能与欧盟延续自由贸易关系，那

对其他国家就不会带来什么好处。

投资联系也是类似的问题。在欧洲

投资，以往会将整个欧洲作为一个市场

去考虑，从中选择设厂、设办事处的地

点，由于设在哪里都可以免关税卖到其

他欧盟国家，主要考虑成本的问题；脱

欧以后，要考虑的因素增加，假如设厂

在英国而市场主要在欧洲，会产生关税

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人员流通的问题，

设厂在英国而其中一些高管是其他欧

盟国家的人员，会产生需要工作签证和

其他税收的问题，影响生产成本。

中国、香港到欧洲的投资，主要分

三类，第一类属于收购技术，将技术带

到本身企业。第二种是资源投资，比如

说矿物，这取决于当地有没有相应的资

源。这两类投资都不太受英国脱欧的

影响。第三类是为进入市场而进行的投

资，是为了将产品卖到欧洲的。如果英

国与欧盟没有自由贸易关系，这种投资

就会受影响。生产基地设在哪个国家，

要看后续英国与欧盟的谈判进展。因

此，已经设厂的，宜谋定而后动；正准

备设厂的，宜稍等再看事态发展。

Contact：伦敦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

是否会有改变？

丘：香港是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第

二是伦敦，将来这个中心是继续设在伦

敦，还是移到法兰克福，要看英国和欧

洲其他国家之间的资金流动安排。但个

人认为还是伦敦的优势比较大。因为

伦敦是国际主要金融中心。香港大学商

学院与伦敦商学院、哥伦比亚商学院一

起办的eMBA课程，是目前全球最好的

eMBA课程之一，学生在香港、伦敦、

纽约三地上课。可以看到伦敦作为国际

金融中心的地位。

Contact：足球迷比较关心的，是欧洲

职业球员是否还可以在英国踢球？像加

雷斯·贝尔(Gareth Bale)又可否延续在

皇马的职业生涯？摩连奴、瓜迪奥拉、

云加等著名教练又可否在英超执教？

丘：这将取决于日后英国与欧盟在人员

流动方面的谈判结果。踢球、执教应该

还是可以的，问题是工作签证和税务的

安排问题，也就是说，球会的成本可能

会相应增加。

Contact：英国脱欧对于国际组织有什

么样的启示？

丘：宏观去看，短期有冲击，汇率有一点

不明朗，长远来说，自由贸易区应该还

是会维持的，影响不会很大。本人比较

乐观，因为目前来说，只是英国要退出，

骨牌效应应该不会发生。而对于英国来

说，由于一直坚持维持英镑，因此脱欧

不至于带来更大冲击。

像欧盟这样的组织，如何平衡存在

欧盟成员国首脑于2007年底在里斯

本签署的条约，在2009年12月起生

效。条约第50条说明，有退欧意向的

成员国需要与欧盟进行为期两年的

协商，如果两年谈不拢，只有在全部

成员国同意下，才可以延长谈判期。

一定的难度。欧盟国家之间，经济实力

参差，形成小国受惠比较大。而由于各

国经济情况不一样，如果经济采用同一

政策，总会出现问题。如何团结成员国、

平衡相互之间的利益，是一个很复杂的

课题。

里斯本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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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及撰文_简宗扬

笔者于本文内重点分析英国公投脱

欧后，利用技术分析评估各大主

要货币的走势及公投结果对各国的影

响，供读者参考及学习技术分析之用。

历史时刻

英国于6月23日进行全民公投以决

定英国是否脱离欧盟，公投前的民意调

查显示民众会选择留欧的占较多数。点

票在中国时间6月24日进行，笔者于当日

由于要参与大型活动，并没有时刻关注

点票进度，只是偶尔看一下状况，到早

上十一时左右的投票结果显示，支持脱

欧的竟然占优，使各地投资市场大幅波

动，到所有投票点算完毕后，证实黑天

鹅出现了，支持脱欧的占过半数，英镑应

声下跌，英国首相卡梅伦输了这一次豪

赌，亦输掉了政治前途。

笔 者个人认 为，这 是 一 个历史 时

刻，对英国、欧洲，甚至整个世界来说，

是一个转折点，有百害而无一利，篇幅

所限，今期只针对各主要货币作技术分

析，评估未来走势。

英镑兑美元现货

图一是英镑兑美元现货月线图，先

不论最近两个月的变化，读者清楚可见

英镑自2007年11月高位2.1164曾急速

跌至2009年1月低位的1.3502水平，本

身已是非常波动，及后有逾六年时间在

1.4000至1.6720之间横行，直至今次公

投脱欧后，随即跌出此横行区，并创下

31年以来的新低，已经出现一顶低于一

顶、一底低于一底的大型下跌走势。

图中最后的两枝阴烛，其月底的收

市价皆贴近该月低位，显示沽压极大，

上望第一阻力为1.4826，第二阻力则

为1.5713，纵使英镑能回升至此水平，

仍然只是跌势中的反弹而已。其实，英

镑已经在2014年7月开始跌势转急，于

2015年8月获得确认。

虽然公投结果决定脱欧，可是启动

里斯本条约之后的脱欧谈判困难重重，

可以经年累月长达数年，加上苏格兰是

否留英这个计时炸弹，这些不明朗因素

将长期困扰英国的经济发展，亦不利英

镑表现，笔者绝不建议捞底买入英镑博

反弹。

欧元兑美元现货

图二为欧元兑美元月线图，欧元自

2008年金融海啸后也进入下行周期，对

脱欧公投反应并不及英镑那般波动，

现时在低位介乎于1.0600与1.1600之

间的横行区游走，亦处于橙色下降通

道的中间位置，较英镑稳定，支持区为

1.0731至1.0860，阻力区为1.1214至

1.1445，长期阻力则为1.1800。

欧盟是英国脱欧事件的另一主角，

不明朗因素当然也会对欧盟区域构成

负面影响，但是由于欧盟本身的市场规

模较英国大很多，所以波动较少亦属理

所当然。但是，会否有其他欧盟成员选

择离开欧盟，甚或使到整个欧盟解体，

仍是未知之数，此种阴霾在未来仍会覆

盖整个欧洲，对现时正在复苏中的欧元

区经济有负面影响。短期而言，于上述

支持及阻力区之间上下振荡机会较高。

美元兑日圆现货

既然英镑及欧元走势疲弱，资金

将寻找较安全的货币作停泊，除了美

元外，日圆是其中一个热门选择。图三

为美元兑日圆月线图（美元兑日圆汇

率 下跌 代表日圆升 值），美 元兑日圆

英国公投脱欧后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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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英镑兑美元现货月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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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投后曾一度跌穿100大位，直至截

稿时已重回至102 .7830，支持区位于

97.7930至100.4500，阻力区则介乎于

106.4760至110.7380之间，跌势明显自

本年2月开始，此处顶部实与十年前的

另一个顶部构成双顶型态，加重下跌

走势。若然资金持续流入日本，美元兑

日圆一旦跌穿上述支持区后，有机会向

90.0000水平挑战。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了挽救沉寂

多年的经济困局提出的安倍经济学，其

中一个重点就是改变高企的日圆汇率，

旨在利用量化宽松政策，试图以货币贬

值提高日本货物在国际的竞争力，增加

出口。现时由于资金进行避险导致日圆

需求大增，汇率急升，这种现象正正与

安倍的低日圆汇率计划背道而驰，大大

打击安倍经济学的效应，使日本经济复

苏之路脆弱乏力。

人民币兑美元现货

笔者于上期亦分析过人民币走势，

一如所料人民币兑美元于第二季下试

0.1500后曾小幅反弹至0.1550水平，由

于未能突破介乎于0.1536至0.1607之阻

力区，随即调头下试位于0.1437至0.1501

幅度内的支持区。

是次调节阻力区下移到0.1522至

0.1546之间、支持位于0.1461及0.1477

区间内，最终防线依然是0.1437，一旦

失守，下一个支持将在0.1200。预估来

季人民币依然于下降通道内运行，有机

图二：欧元兑美元现货月线图

图三：美元兑日圆现货月线图

会下试最后防线，笔者当然不希望有此

情况发生，否则中港股市亦将有一番大

波动。

人民币汇率下跌，原因有可能是外

汇流失，避险资金转移至美国及日本。另

外，国家外汇储备除了美元外，应该有一

定英镑及欧元成份，英镑大幅下滑，势

必使到外汇储备锐减。最后，南海局势

紧张，人民币汇率亦会进一步受压。

结论

笔者综合上 述分析，英国脱 欧的

结论当然是弊多于利，对各国经济并没

有多大好处。至于上文没有详细提及美

元，在此作少许补充，美国由于避险资

金涌入，股市会无缘无故地被推高，但

是各位读者切勿将这种资金引发的升

市与由于实体经济带动的升市混为一

谈，前者的资金一旦撤出资本市场，股

市定必急挫。再者，联储局于此种情况

下亦难于加息，所以美国的泡沫只会更

大，将来爆破的杀伤力更大，绝对不会

是赢家。

笔者以实例分享技术分析心得，

与各读者只作学术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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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读者永远做好风险管理。在此特别

鸣谢MetaStock和Stooq.de提供分

析数据，以及声明本文所有图表皆由

MultiCharts制作。

图四：人民币兑美元现货月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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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公投的结果已经被得到证实,英

国将会退出欧盟。 这对于海外房

产投资者的最大影响是英镑的贬值。我

们认为亚洲投资者的购买机会将日渐成

熟，因为无疑“脱欧＂会导致英镑的价

值显著下降。这也为我们的海外买家创

造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受益于货币

收益,因为英镑久而久之仍会走强。 

对于经济和房地产市场而言,脱欧

并不会改变英国的根本;今天正如

昨天一样，正如下面提到的种种

优势,而所有这些对投资者

都是有益的;

脱欧成功，
投资者购买英国房产最好机会
撰文_高力国际亚洲国际物业部行政董事及英国住宅项目主管Ashley Osborne

·迫在眉睫的房地产市场供应不足

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加以解决，因为

英国买家不会再想在他们居住的国家

买房用来居住，或者进行购房投资，因

为，英国不再是欧盟的一员了。

·英国仍旧是欧盟最大的客户，英镑

的贬值可能会增加英国对外的出口需

求增加, 因为物价更便宜。

·英国是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在退

出欧盟之后，与欧盟国家及其他国家签

订的贸易往来协议将会使英国处于强

势地位。

·英镑的价值—国际买家在市场避

险的时候购买可以获得额外的好处，他

们可以通过货币贬值获得 相当大的收

益。

最 终，从 我 们 的角度 来看，这个

结果代表了对投资理财来说是一个绝

佳的买入机会（尤其是对于国际投资

者）。使英国成功的并不是因为他不再

是欧盟成员的这一改变，在任何投资市

场来说,这一段时间的不确定性对于精

明的买家来说，将会创造出更明确清晰

的获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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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龍紙業（控股）有限公司是以產能計世界最大
的廢紙環保造紙集團，總設計年產能超過1,300萬噸。

玖龍紙業的主要產品包括牛卡紙、高強瓦楞芯紙及塗布灰

底白板紙。本集團擁有廣闊的地域覆蓋，生產基地遍佈中

國各製造業中心，六個主要生產基地分別位於東莞、太倉

、天津、重慶、泉州及瀋陽，並於越南設有生產基地。

本集團擁有多條技術先進的生產線，可作靈活的配置，讓

本集團能更有效地生產一系列優質及多元化的產品組合，

並為種類廣泛的包裝紙板產品提供一站式服務。除生產包

裝紙外，本集團也生產環保型文化用紙及特種紙。

本集團在環保方面經常達到優於行業標準，並致力成為全

球最大、最頂尖的再生紙生產商和現代化環保型廢紙造紙

行業的領導者，秉承「沒有環保，就沒有造紙」的經營理

念，引領綠色造紙，提供最具競爭力的環保產品與一站式

服務，與客戶實現持久共贏。

玖龍紙業於2006年3月3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總部：中國廣東省東莞市麻涌鎮新沙港工業區

基地：東莞・太倉・天津・重慶・泉州・瀋陽・越南
電話：+86-769-88234888

website：www.ndpaper.com

環保型辦公用紙

世界領先的造紙生產線

自備物流車隊

集團總部

先進的污水處理設施全自動成品紙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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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今天创域的生意包括衣

服、鞋、饰品、箱包等很广阔的范

围，最早的时候是如何开始的？

廖： 开始的时候 在香 港 做鞋的贸

易，看准了莫斯科对长靴的需求，联系

内地的厂家，生产5、6美元一双的长靴，

大量生产、出口。

我们生产长靴，用电脑画设计图，

让买家 提前看到鞋 上的花 款，加上我

们还做了彩色的鞋盒，增加了商标的概

念，在当时来说比较有突破性。因此，卖

的货量大得夸张，成绩很好。

可是，贸易生意后来受到苏联解体

的影响，由于卢布一直狂跌，我们一交

货就亏本，一些买家或代理干脆人间蒸

发。毕竟这个情况，大家都不想，也是意

料不到的。

Contact：这个打击之后，还是离不开皮革？

廖：后期就开始回国内开工厂做手袋，

这行业的入门门槛比较低，凭借内地廉

价土地和劳动力的优势，开始了新的发

展。前期是做OEM，到后期有了设计能

力，就开始提供一些款式给客人，增加

自己的竞争力。再到后来就开始做自己

的牌子，开始做批发。

做批发当中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当

货物散到全国各地，我们无办法控制品

牌的价格。这促使我们改变经营方法，决

定做特许经营。合作商要先交加盟费、品

牌使用费，然后一齐去做多个牌子。

我们开始打造的品牌是Marshal，

创意＋灵活商业模式

采访、撰稿_凌伟文

廖圣瑜

创域（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

廖圣瑜先生除经营全国几百家店的企业，还在包括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广东省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广州外

商投资企业商会、广州市服装行业协会、香港创意产业及科技创新委员会和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东担任

着理事、副会长、副主席、常务理事等职务，同时也是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理事，为善不甘后人。从贸易起

家、经历了开办工厂年代，到今天领航着一个庞大的创意企业；这背后的故事，能给年轻创业者很好的启发。

“潮人”廖圣瑜论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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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LV的面料，上好的工匠，做出世界名

牌级别的产品，在飞机上免税店卖得很

好，店面也开到近100家。但随着消费

者对国际品牌的了解及眼光的提高，发

展又慢了下来。顶级品牌不仅需要历史

沉淀，还需要对生活品味的透彻了解，

不然做不出来。我们发现自身的不足，

当时就考虑是否还有其他资源可以组

合又适合我们的。即使现在Marshal做

的不多了，还是会保留，因为品牌有生

命力，将来有机会，还是可以将品牌传

承和发挥。

到 2 0 0 0 前 开 始，我 们 又 创 造

Marino这个主要做箱包的品牌，当时

主要考虑怎样可以做到与别人不一样，

就是现在说的差异化。因为资源和人才

都不是特别丰富，要想办法利用有限的

资源谋求发展。我们试图在价钱上竞

争，打破当时卖家市场的格局，人家卖

两百多的钱包，我们的就分49元和89

元一个的两档。这个 价格当年比较轰

动，而我们到今天仍然维持这个价位。

能用价钱竞争，主要是做到生产量大，

单价就会便宜。

我们考虑的，是 怎样向消费者 让

利。为了降低成本，我们用了比较创新

的模式，在卖场用临时货架，用纸制的

货架来陈设皮具，店内亦尽量减少装修

元素，或用简单一点的办法，这不但降

低运营成本，而且提高效率。我们的店

面一般都是一、两天就可以弄好，开始

营业，跟花一、两个月装修相比，可以说

是利益最大化。

装修、陈设比较简便，销售模式彻

底的改变了。此外我们还与供应厂家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使得相互之间价

格完全透明，不同尺码、不同颜色的同

一款产品，以同一价格供货，店铺的生

意好、开设的店铺越多，供应厂商的收

入也相应增加，与我们共同发展。加盟

商多了，我们没有库存压力和成本，运

营又比较简单，各自管理自己擅长的部

份。我们负责销售、品牌推广、举办订

货会，工厂只要管好生产，就可以有稳

定的订单。成本低、质量好，加上好的

设计师让产品做到增值，我们和厂家就

能共同生存，唇齿相依。

Contact：什么时候开始走上潮流产品

这条路？

廖：当时有几个启发，习近平主席上台

后，大力推动文化创意产业，要借势发

展，靠的是悟性和你所经营的范畴、时

机。当时因缘际会，刺激我们思考更好

的经营模式。

土地、人力成本越来越贵，必须自

我提升才能持续发展。简单来说，文化

是源远流长而留传下来的，创意是当

下的，要用今天的东西去包装过去的

东西，令现在的人容易吸收和适应，让

文化得以传承。产业就是去复制旧的东

西，把新的元素加上去，令它成为一个

常态的东西。由不同的动态，变成我们

的常态。这个创新过程，成为规范。当

时我们在做好多品牌的店铺，起初租的

时候租金很便宜，随后就越来越贵，当

时还未有电商的冲击，综合环境也还可

以。但当租金上涨，无论我们撤场，或

者是邻铺倒闭，对我们也是有影响的。

当然，业主也不可能一味降价。所以，

我就同业主商量，从利润里与他分成，

反正没人租，放着也是零收入，我就做

一个大卖场的形式，场地免费给我用，

如果有人想租，我可以马上退场让业主

收租。以这种方式来使合作，与业主一

起生存。

后来这种模式越做越多，开的场也

越来越大。我们就研究邀请一些品牌进

场，对我们的规模、形象也有帮助。这

些设计师品牌以摆货寄卖形式在我们

的店铺、卖场陈列产品，卖出了就一起

摊分利润；我们负责开铺、经营、管理

等工作。由于店铺租高，设计师也不熟

悉开铺等工作，我们的合作让彼此都获

益，是设计师、店铺和消费者三方都有

好处的模式。

这模式规模做大后，形成了品牌，

有了凝聚力。我们希望邀请的合作伙伴

是有战略的、长远的，租约要长，不然

我们没办法去进行长远投资，品牌合约

要长，不然我协助这品牌累积名气后退

出，我的前期努力也白耗了；这不叫策

略伙伴，要有长期的合作，才叫策略伙

伴。我们会选择一些有诚信的，看重长

远发展的商场来合作，如果商场只看价

钱，不看牌子，而不管长短期发展的，我

们也不会考虑合作。我们要先找好的伙

伴，好的拍档，主要还不是找生意，如果

找对了人，就能愉快地长期合作10年甚

至20年，也不会因为小利益而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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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做潮流生意的，其实是当

慈善来做。现在的人毕业要创业，我们

经历过，知道很难，也需要运气。所以

我们提供一个平台给他们，我们每年去

参加国外的展览会，一定会见到主办方

会提供一些免费的展位给一些本土的

设计师，展示他们的原创，虽然不太成

熟，但愿意去帮助他们成长，所以我们

很喜欢去看这些展位，而且相信将来他

们一定会越做越好的。我们的店里，有

10-20%的位置给他们，给他们机会，

现在的商品实在太多了，衣服是穿不烂

的，我们就想在里面做一些与其他商业

不同的东西。既可以帮他们，也可以帮

到我们，还有可能会发现到人才，培育

到一些新的品牌，我们也可以提供资金

去支援他们。目标不是赚钱，是希望可

以帮到他们。这样他们也会开始明白市

场销售是如何的，我们会帮学生早一些

往这个方向发展。主要就是要培养到你

出名，你越出名，我就越出名。到现在

LEVVV做了四年，我们帮助的品牌不

少，虽然未至于好成功，但他们对我们

非常尊重，因为我们在帮助他们成长。

Contact：现在LEVVV里的商品很多，

有衣服、鞋、手袋、皮具、旅行箱等等，

对公司来说cash cow是哪个？

廖：现在我们的店有1至2千平米，要很

快地盈利是难的，因为我们这个模式，

是要慢慢去经营的。但我们现在有几个

关键词：体验，跨界，粘性，文化，艺术，

整个生活模式是有的，这就是你除了在

线上购物，在线下愿意到我们的店的原

因。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轻食，还有艺

术馆和展区，这一系列就令我们与传统

的商店有区别。因为现在线上购物相当

方便，不用特别走到去实体店购买，所

以我们整个模式就是在创新，可能还会

继续转变，我们也会做一些高科技的东

西，例如我们会有植物油。例如我们现

在去欧洲，去看老佛爷的牌子，我们在

网上就可以做到了，根本就不用去到现

场去看。我们更愿意去flea market，去

市集，我们不是为了买，而是为了看，得

到启发。

Contact：做生意讲到底也是要赚钱，

现在LEVVV里面有那么多不同类型的产

品，像轻食，你们如何去经营从而盈利？

廖：如果要我自己去经营这间铺，我当

然没时间去做，你可以将我看作一家百

货公司，做不同的行业，我就会跟不同

行业的人去合作。像轻食，我会找做食

品的人合作，我在场内提供一个位置，

他将他的食品店搬进LEVVV，我们就

做资源整合的工作，做年轻人喜欢的东

西。像百货公司一样，我们就做管理和

活动推广，令到店铺的定位慢慢显现。

我们打造了平台，他们会愿意相信我

们，与我们合作。

Contact：假如我是设计师，只有设计

稿，你能不能帮我生产？

廖：设计师必须有产品，并且有信心能

卖，就可以放到我店里来，我们无任欢

迎。就算你的产品售价很高，你也可以

卖，有人买，我们就分成，无人买，你可

以随时将货物拿走。这样双方都不会有

不必要的成本，设计师不用开店，我们

不用生产产品。

现在的经营模式，不再是买卖差价

中盈利，而是要做成一个生活模式，可

能在喝咖啡的时候，看中一个饰品、一

盆花或一本书，就会把它买下来了。

Contact：实体店和网上销售两者之

间，如何做到平衡？

廖：线上销售，我们的增长很快，要平

衡到两者的关系，就要两边都要去关

注，以前我们靠店铺的点多，但论到达

率，实体店不可能超过互联网。现在，

我们不需要太多店铺，我们现在要与众

不同，除提供你想买的产品，我们还要

提供服务，或新的概念。你可能看中一

个袋，又看到我们的情景而进入我们的

店，再感受到产品的价值，再买走。

Contact：你们的产品做得好快，例如

可能上周见到的，下周来就不同了，这

个转变是如何能快速实现？

廖：假设你在这里上班，你每天经过都

看到这些商品，如果第一眼不买，就以

后都不会买。我们的经营模式决定了我

们换货可以很频繁，因为我们有很多好

的设计师作为合作伙伴，让货品陈列经

常保持新鲜感，让客户更有兴趣来我们

的店铺浏览。

Contact：在欧洲见到设计师的产品很

好，能拿回来放在LEVVV卖吗？

廖：只要能相信我们的方法，就可以一

起合作推广。颠覆创新的方式，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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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难题切开分散，大家负担一些，就大

家都能 发展下去。同时也令LEVVV

有很多新鲜的产品。以前做生意赚钱，

现在是 赚商誉，赚品牌，用最 低的成

本，获得最佳的效果，达致三方共赢。

LEVVV有三个V，意味着合作要开心，

同时也要共赢，这就是LEVVV乐赢的

概念。生意好了，内需大了，中国市场就

好了。我们需要敢冒险、愿意不停的尝

试的正能量。

上次香港商会举办的参观万国广

场的活动，有一个会员已经把产品放到

我们武汉的店里卖了。我非常开心，因

为他们的产品也很漂亮。如果你想做，

就直接合作了。

Contact：你如何看现在的潮流变化？

廖：现在的潮流，都来自年轻人。我有三

个女儿，我的灵感很多时都是从她们身

上了解回来的，通过了解她们的思维，

和她们交流，知道她们关注的是什么；

现在是我的女儿们帮我了解潮流。

在创业阶段，我们 要多了解周边

的潮流发展，否则很可能会做了错的

决定。我们所学的东西，要经过一轮鉴

定，例如要搞个租车公司，形式地开发

一个软件，但市面已经有这个产品了，

你就要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及时了解，这

需要花一定的时间，倒不如直接从年轻

人身上学习。现在的年轻人的知识，很

多都是上网就查到。小朋友全部都是跨

行业博士，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们最想的

是什么，最喜欢什么。

Contact：你是从何时开始做慈善？

廖：我们整个家族都是医生，以前没什

么钱，帮人看了病，人家就往我们家送

肉送菜，我们都吃不完。所以我们从小

到大，都会跟着妈妈一起将东西送给

别人。以前上街，沿途都会不停跟人打

招呼。我妈妈现在70多岁，还在帮人看

病，通过网上挂号，一个上午看50个，

有时看到下午3点，能看80个病人。她

很喜欢帮人看病，所以很投入。这种乐

于付出的家庭教育，让我们打小就觉

得，做慈善是挺开心挺好的，又不需要

付出什么。

现在做的有全国华罗庚数学比赛，

已 经 做了7、8年了，但 这个 参与得 不

多，只是赞助支持的模式。另外一个就

是“世界从此欢声笑语＂项目，向中国

失聪人士无偿捐助助听器。项目由美国

斯达克听力基金会发起，我们负责筹

集落地费用，帮几千人戴助听器，最大

的精力，在于要将受助人士集中到一个

地方，同时招募志愿者协助组织。这项

目今年已经是第五年，分别在陕西、四

川、广西、云南、内蒙、宁夏举办过，受

助听障人士达到20,350人。项目计划在

中国实施10年，惠及十万听障人士。今

年的捐助活动将在七月底到八月上旬，

在苏州、宿迁、徐州等地进行。

做 慈善的最 大 好处，是让人感觉

到，收获的比付出的多得多。做这个助

听器捐赠活动，我们会去到不同城市

的残障医院挑选受助者，每年做一个

省份，每日为800人戴上助听器。每次

组织志愿者，就要拉一些赞助，支付住

房、车费等经费。当然还有不少事情是

需要协调的，但做慈善是很开心的，因

为可以认识很多朋友，那些人没有那么

功利。

另外一个在做的项目，是一些必做

的、从小做起的助学项目，助学每年都

做，做对接，做召集。就像上次助学，我

们去到中学做捐赠活动，事前都需要有

人组织管理、布场等安排。虽然善款不

是很多，但不以善小而不为，小善也要

立刻做，随时做。

Contact：公司铺开到全国，如何照顾

家庭？

廖：家庭、女儿都在香港。现在每个周

末都回去，20多年都是这样。回到家就

不会外出了，就陪陪家人。平时的工作

要到处跑，虽然全国各省都已经有分

店，但我不会去巡视店铺，反倒会过去

见见朋友。

家庭之外，最重要是现在看到我们

的团队在成长，很开心。在公司年资最

长的员工有20年了，超过15年的员工也

有近20人。

在进入互联网＋的年代，办公已经

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完成，实现home 

office，也很有效率。上班模式也在转

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走在前沿，经

常改变，掌握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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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十三五」规划：
《中国制造2025》发展机遇与挑战

中国「十三五」规划明确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以迈向制造强国目标，并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空间，

优化现代产业体系，有关发展势将促进对各种先进技术及服务需求。虽然中国在若干科技领域已达国际先进水

平，但因为过去数十年累积的落差，令整体科技发展仍落后先进国家一段距离，在部分产业领域仍缺乏整体和

标准的解决方案，使有关产业发展受到制约。所以，除增加本地研发活动外，中国仍需引进广泛类别的先进技

术，以协助产业升级和发展新兴产业。

香港科技业者熟悉外国先进科技，

且善于利用国际通用标准/框架

开发的技术，提供技术及管理系统应

用和解决方案，并可协助有关项目进行

商业化，可切合「十三五」规划衍生的

科技需求。而且，香港是内地「走出去」

的首选服务平台，可支援内地企业前往

外国进行科技投资项目及寻找合作伙

伴。香港广泛的专业服务、良好知识产

权保护等，能为业者缔造理想的营商

环境，有助促进内地及外国企业合作和

技术转移项目，而香港作为区内的国际

金融中心，可为相关项目提供所需的融

资服务。所以，「十三五」规划深入实施

《中国制造2025》，应可为香港的科技

及服务业者提供不少机会。

「十三五」规划明确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

《中国制造2025》可为香港的科技及服务业者提供不少机会。

迈向制造强国

2016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十三五」规划），阐明要在

未来五年的规划期间（2016-2020），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以确保全面建立

小康社会。而主要发展目标之一，要推

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发展。

（注：更多「十三五」规划详情，请

参考：综观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机

遇）

当中，「十三五」规划明确要优化

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从供应面推行结构

性改革，特别是要深入实施《中国制造

2025》的制造强国发展战略，以提高

制造业创新和工业基础能力，包括关

键基础材料及核心零部件制造，发展

智能制造等新型制造业，加强质量和

品牌建设，同时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并

积极淘汰落后产能，以培育制造业新

的竞争优势。

事实上，随着过去十多年全球生产

「十三五」规划鼓励企业转向中、高端业务发展。 不少中国企业仍倚赖进口关键零部件。

活动大规模转移，使中国工业活动快

速扩张，工业企业收入由2000年的8.4

万亿元急增至2015年的110.3万亿元

[1]，中国这家「世界工厂」在不少消费品

及工业制品的生产领域独占鳌头，例

如生产的成衣、玩具、家庭电器及各类

消费电子产品等，在世界市场占重要份

额。可是，目前大部分的生产活动仍以

劳力密集模式、生产较低技术产品为

主，利润相对微薄。

虽然中国也是不少高技术产品的

主要生产地，例如电脑和智能手机，但

高技术生产活动目前仅占全国工业生

产活动约12%，加上中国仍倚赖进口不

少关键零部件及生产设备，以支持其高

技术生产活动，以致即使属于高技术

生产业务的利润率亦处于较低水平。所

以，如何加快产业升级、鼓励企业由低

增值业务转向中、高端发展，以实现制

造强国目标，便成为「十三五」规划主

要目标之一。

资料提供

經 貿 研 究

赵 永 础
大中华区高级经济师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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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企业发展情况

注：毛利率是根据企业营业利润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科学技术部

产业升级路线图

为提升产业效率、实现制造强国目

标，《中国制造2025》订立「三步走」

的路线图，并且明确9项战略任务，希

望到大约2049年[2]提升中国进入世界

制造强国前列。「十三五」规划更进一

步提出要发展新体制，简化工商管理

体制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加快金融体

制改革，以及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发

展，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便

协助产业升级，同时通过降低「五险一

金」[3]等缴费比例和取消不合理收费，

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以协助产业升级转

型。[4]

《中国制造2025》亦提及在提高

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前提下，会在传统

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

开展创新设计示范项目，全面推广应用

具绿色、智能特色的先进设计技术。而

「十三五」规划亦明确要促进战略性新

兴产业蓬勃发展，通过产业政策导向

和设立国家战略性产业发展基金等措

施，希望提升新兴产业在制造业以致整

体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有关发展目标

及行动包括：

·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创新

培育人工智能、智能硬件、新型显

示、移动智能终端、5G移动通信、先进

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

· 生物产业倍增

加速基因组学等生物技术应用，推

进新型药物、生物育种新一代生物技术

产品和服务发展。

· 空间信息智能感知

加快构建多模 遥 感、宽带 移动通

信、全球北斗导航卫星等空间基础设

施，并加速有关商业化应用。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达15%
（2015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约为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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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能与分布式能源

突破新一代光伏、大功率高效风

电、生物质能、智能电网、新型储能装

置等关键技术，加速相关应用、规模化

和产业化发展。

· 高端材料

大力发展记忆合金、自修复智能材

料、石墨烯、纳米功能材料、下一代半

导体材料等。

《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路线图

· 新能源汽车

发展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全国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达到

500万辆，并加强新能源汽车废旧电池

回收处理。

注：有关详情，请参阅《中国制造2025》

资料来源：《中国制造2025》

注：有关详情，请参阅「十三五」规划

资料来源：「十三五」规划

「十三五」规划明确要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新一
代光伏产业。

「十三五」规划明确要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新
能源汽车。

对先进技术需求殷切

「十三五」实施《中国制造2025》

及促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势必刺激

中国对各种专门技术、设备及科技服务

需求。诚然，过去20年中国的科技发展

一日千里。例如，1995年中国的国内专

利申请受理数量少于7万件，但到2015

年已大增至264万件[5]。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WIPO）2015年报告显示，中国

无论在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等

三种专利申请数，均处于世界第一位，

超越美国、德国、日本等先进国家[6]。

此外，中国R&D经费支出亦由1995年

的349亿元（占GDP 0.57%），跃升至

2015年的1.4万亿元（占GDP 2 .1%）

[7]。而且，中国在若干科技领域的发展

水平，例如航空航天、导航、电子计算

工程、生物科技等，部分领域已达国际

先进水平。

虽然如此，中国仍需要广泛类别的

先进技术支援，以协助产业升级和发

展新兴产业。诚然，中国的科技研发经

费绝对数值已超越不少国家，但是若

以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计算，

科技研发强度仍较欧美等先进国家为

低，仍不足以全面支撑这家世界工厂向

制造强国方向发展。而且，虽然中国近

年十分重视科技研发活动，但因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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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累积的落差，令中国的科技发展

在短期内仍落后先进国家一段距离。

例如在专利方面，纵使中国的专利

申请受理量急增，但有关申请主要以实

用新型专利及外观设计专利为主，当中

大部分其实涉及生产技术和产品外观

设计，至于主要来自前端技术的发明专

利，目前只占总数约37%。另一方面，若

从有效的发明专利数量看，2015年底

中国的国内发明专利的有效数量其实

只有87万件，低于同年约97万件的申请

量，亦比美国及日本等的有效数量为

低。

而《中国制造2025》所提出的产业

升级，和「十三五」规划提及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其发展关键均在于利用先

进科技提升产业的增加值和竞争力。

所以，「十三五」规划进一步鼓励科技

研发活动，并订立发展指标，希望提高

R&D经费支出占GDP比例由2015年的

2.1%，提升到2020年的2.5%水平。

虽然中国的科研活动快速扩张，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最近的

一份报告指出，中国企业正面对科技研

发活动投入与实际应用产出不能匹配

问题，特别是企业不能有效把科研成果

商业化；而且，公共科研机构人员亦因

体制问题，缺乏诱因与企业对接进行技

术转移，在这背景下，除了少数例外，中

国企业目前仍需倚赖进口外国技术，以

进一步支援产业升级发展。[8]

所 以，《 中 国 制 造 2 0 2 5 》和

「十三五」规划均提出，要更好结合「引

进来」与「走出去」发展策略，提升国

际合作水平。而《中国制造2025》更具

体指出，需要统筹利用国内及国际市

场资源，实行更加积极的开放战略，进

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引导外资投向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

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领域，和鼓励境

外企业和科研机构在内地设立全球研

发机构，以提高制造业国际化发展水

平。而上述的UNESCO报告亦指出，

中国需要继续通过不同措施吸收外国

科技，并估计2015年中国对外国科技

的倚赖程度（dependence on foreign 

technology）约为35%。

中国对新一代信息技术需求殷切。

中国希望引导外资投向高端制造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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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寻求技术支援

多年来，中国从 外国伙伴进口各

式 各 样 技 术。中 国 内 地 统 计 数 字 显

示，以合同金额计，2014年香港是内

地 技 术 进 口 第 六 大 来 源 地，占 总 额

2.6%。而位列香港之前的最大来源地

包括美国（30.5%）、日本（17. 2%）、

德国（14.0%）、南韩（11.6%）和瑞典

（3.5%）。中国的制造业、包括从事电

子、交通设备、化学制品等企业是外国

技术的主要进口商，占2014年进口量

超过84%。明显地，中国的技术进口与

生产活动息息相关，而制造商十分积极

引进外国技术，藉此提升竞争力，应对

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

注：上述数字以技术引进合同金额计算
资料来源：科学技术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引进技术

在过去十年大致上持续扩张，但未能配

合增长强劲的工业活动增长，而且在最

近2013及2014年更有回落现象。原因

之一，是中国产业经过多年成长后，越

来越需要引进更高端技术，但部分发达

国家基于政治考虑及其他因素，不愿意

向中国供应若干尖端技术及先进设备。

一些外国技术业者亦担心商业秘密可

能落入中国同业手中，以致影响他们长

远的竞争力。

《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

互动的启示

中国「十三五」规划深入实施《中

国制造2025》的同时，不少业者联想

中国产业 升级与德国推行「工业4.0」

（Industrie 4.0）策略的关系，部分更

认为可能会加剧两国产业的竞争情

况。可是，中德两国产业实际上在国际

产业链占据不同位置，而且「工业4.0」

目的是结合先进的网络及资 讯科技，

和德国现时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工

业生产体系，以进一步提高的德国产

业效率；而《中国制造2025》的任务包

括处理低效率及落后产能问题，和促

进 中国产业从低增值迈向中、高端发

展，期望在中期可达到世界制造强国

阵营中等水平。鉴于两国产业处于不

同发展阶段，中国在未来更需要倚赖

更多先进技术及服务 支援产业转型

升级。所以，「十三五」规划及《中国

制造2025》势将为广泛的科技及服务

业者带来更多机遇。

（更多详情……）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需要向中、高

端产业发展，所需技术已由生产活动需

要，转而逐渐聚焦科技产品设计、系统

解决方案、先进物料、新技术及标准应

用、网络、大数据分析等层面，逐渐难

以单靠设备及其他合同进口模式引进。

所以，不少企业近年利用「走出去」前往

外国直接投资的方法，或与外国伙伴进

行科技合作，以获取所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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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三大对

外直接投资来源地，2014年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总额达1,231亿美元，而且，无

论是国有或民营企业，他们近年「走出

去」的目的，包括进行收购合并、采购

外国原材料/关键零部件，亦同时与海

外机构进行技术项目合作等商业活动，

以增强竞争力、转型升级。[9]

举例来说，根据位于美国纽约的亚

洲协会（Asia Society）发表的一份报

告指出[10]，过去20年，中国在美国的

直接投资出现巨大转变，而最近一波的

投资浪潮始于2010年，主要集中于高

科技领域，虽然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占美

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总额不大，但有关

投资近年有增无减。

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寻求与外国伙伴进行科技合作。

香港可促进内地及外国企业合作和技术转移项目。

对香港企业启示

「十三五」规划希望通过实施《中

国制造2025》踏上迈向制造强国之路，

并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整体经济发

展的支撑作用。可以预期，有关发展势

将促进内地对各样先进技术需求。但对

于部分产业，例如对于物联网应用、下

一代互联网发展等，内地目前仍缺乏整

体和标准的解决方案，在部分领域亦缺

乏用者经验，使有关R&D及技术应用

受到制约。而香港科技业者熟悉外国先

进科技，且善于利用国际通用标准/框

架开发的技术，提供技术及管理系统应

用和解决方案，并可协助有关项目进行

商业化，可切合「十三五」规划衍生的科

技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在科技应用方

面拥有优势，拥有相关的市场推广及应

用人才，得以成为理想平台，促进内地

与外国公司进行科技合作，因此吸引不

少内地企业通过香港物色与外国伙伴

合作的机会。事实上，内地企业近年积

极「走出去」投资海外，包括寻找技术

及科技合作伙伴，而香港贸发局最近调

查显示，大部分位于珠三角、长三角及

环渤海企业，均表示香港是他们「走出

去」的首选服务平台[11]。

但外国技术进入中国内地市场时，

必须加以改良及适应，以配合内地的工

商业环境。而且外国公司不但需要物色

合适的内地伙伴及客户，也须面对保护

知识产权的挑战。香港拥有健全的法律

制度，并提供各类专业服务，能为业者缔

造理想的营商环境，有助促进技术转移，

而相关的知识产权也会受到良好保护。

同时，《中国制造2025》阐明要鼓

励企业创新协助产业升级，并加强产

品设 计能力及品牌建设，希望更多由

OEM代工转型到ODM原设计生产，以

及发展品牌业务，应可为香港的设计及

品牌服务业者提供契机。香港贸发局最

近调查显示，内地企业在（i）产品开发

及设计服务，（ii）品牌设计及推广策略

服务，以及（iii）市场营销策略服务方

面，均希望从香港或海外取得有关服务

支援。[12]

此外，香港作为区内的国际金融中

心，可为内地企业及外国技术公司提供

所需的贷款及融资服务，包括为有关技

术、产业项目提供具成本效益资金，帮

助内地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同时香港是

亚洲最大的创业投资管理中心之一，不

少顶级的国际基金为争取中国商机，已

在香港设立据点，可为内地企业提供额

外融资渠道。展望「十三五」期间，内地

将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市场，应可为香

港的金融业者提供更多进入内地市场

机会。

[1]  除另有说明外，本文所用货币单位均为

人民币。

[2]  在《中国制造2025》文件中的有关原文

是：「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制造业大国地

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

列。」

[3]  「五险一金」是指政府规定企业给予雇

员的保障性待遇，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以及

住房公积金。

[4]  总理李克强在2016年3月发表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表示会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从

2016年5月1日起全面实施营业税改为增值

税措施，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

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并将所有企业新

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确保所

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此外会取消违规设立

的政府性基金，停征和归并一批政府性基

金，扩大水利建设基金等免征范围，并且将

18项行政事业型收费的免征范围，从小微企

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和个人。更多详情，请参

阅香港贸发局中国商情快讯：中国全面推开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5]  资料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6]  排名主要基于2014年数据。资料来源：

“World Intel 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2015”, WIPO

[7]  资料来源：科学技术部；2015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8]  资料来源：“UNESCO Science Report 

– Towards 2030” UNESCO, 2015

[9]  更多项情，请参阅香港贸发局研究报告：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首选香港专业服务平

台》

[10]  Thilo Hanemann and Daniel Rosen, 

“High-Tech: The Next Wave of Chinese 

Investment in America”, Asia Society, April 

2014

[11]  有关调查详情，请参阅香港贸发局研究

报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首选香港专业服

务平台》

[12]  有关调查详情，请参阅香港贸发局研究

报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首选香港专业服

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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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

及，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数字人

口市场。被消费者无时无刻的推动，中

国消费市场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数

字化转型， 从而催生出世界最大的“数

字融合市场＂。数字融合市场的特点是

非常开放，具有高度竞争性，对现在和

未来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为技术创新

和业务模式创新提供了无限商机，是兵

家必争之地。 当下中国在消费领域兴

起的数字融合市场主要是购物、支付、

视听和出行。

中国经济已进入中速增长的新常

态，寻求新的增长空间和模式已成为中

国企业的重中之重。而数字融合市场

潜力巨大，相比核心行业增长更快，有

望为中国企业提供绝好的跨界增长机

遇。 根据埃森哲的研究报告，87%的中

国企业高管欲在未来五年通过行业跨

界寻求新的市场契机， 63%的中国企

业高管认为社交网络、云计算、数据分

析等数字能力是实现跨行业发展的成

功关键。 就目前而言，虽然中国的市场

总产值仍小于美国，但是中国的购物和

金融服务市场受数字化推动而呈现更

快增长，因此开展数字化竞争对中国市

场与企业具有显著的战略意义， 这也

是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中国数据融合市

场的重要原因。以下文章中会为大家介

绍中国的数字融合市场形成的背景和

它的一些特性。

在跨界竞争中应运而生的“数字融合

市场”

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企业面对

的环境也在急剧地发生改变。据统计，

从2000年至今，世界财富500强公司中，

有超过一半的已消失了。未来的15-20

年，需要我们企业管理者去面对和理解

的将会是什么？那些要素会影响企业未

来的发展？互联网、3D打印、新能源等

新科技，如何极大地冲击和影响着企业

的产品开发、设计、竞争和营销模式？越

来愈多人在担心总有一天人类设计出来

的电脑会比我们更聪明，这会成真吗？ 

通过电脑的不断模仿、学习、测试

和改良，确实证明电脑在某些方面是

可以超过人类的 (例如: Alpha Go 和 

IBM Watson)。 又如新型产业的发展

建立在传统经济基础上，其速度、效率

和规模都远远的超越了传统企业， 这

对传统经济的冲击尤其明显，互联网和

数字化对很多实体经济的威胁愈加严

重，不少零售企业都难免倒闭的命运。

随时随地的网络互联和移动消费，

客户能体验线上线下无缝购物的乐趣；

如影随形的智能手机，更能满足玩转多

屏和全时娱乐的用户需求；无处不在的

商业数据、热爱口碑和勇于尝新善变的

客户， 都在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生活

方式。当今的中国消费者已全面拥抱数

字技术 (包括社交网络、移动技术、数据

分析、云计算等),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消

费和行为方式。 数字技术亦使行业边

界日益模糊，企业围绕消费者的人性化

的需求，逐渐打破行业界限，寻找跨界

增长，使以客户为中心而发展的“数字

融合市场＂能在中国迅速崛起，它们分

别是购物、支付、视听和出行。

工商管理学博士、电子商贸理学硕士、工商管理学硕士、统计学理学士、香港计算机学会领导力及人才发
展委员、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会员、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资深会计师、香港会计师公会资深会计师及
PAIB 委员、香港商界会计师协会会员、香港独立非执行董事协会会员、德鲁克管理学院认证讲师、香港
大学中国商业学院客席讲师

王志荣博士 (Dr. Lawrence Wong)
环球华人精英咨询 & 亚洲大数据精英 - 首席合伙人

数字融合市场
——中国企业的跨界增长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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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有效平台，在数字融合市场的跨界

竞争中大显身手

数字化革命正在改变全世界的市

场格局和资源要素的组合，降低市场壁

垒，消除中间环节，重塑行业界线和市

场形态，促进跨界竞争与合作, 推动融

合发展。

数字化技术降低市场入门门槛， 

使新进入者面临较少技术劣势，例如云

服务供应商能以很低的价格提供先进

的服务功能，大大减少庞大的固定投资

要求。数字技术的发展，同时亦降低生

产成本和提升运营效率，企业能和客

户直接沟通更精准的生产个性化产品

以满足需求，减少库存开支。大量的企

业都利用数字技术，不断改善消费者体

验，从而推动销售增长，创造新产品和

服务。

受数据化及互联网科技的影响，一

些靠搭建平台赖以发展的企业力量越

来越不容小觑，比如全球最大的出租车

公司优步自己却没有一辆车；再比如阿

里巴巴，虽然是世界最大零售服务提供

者，但自己并不生产任何具体的货品。 

它们的主要任务都是建立数据化信息

服务平台，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优势，

聚集大量的资源和客户，让客户根据自

己所需在平台上进行沟通，找到自己需

要的产品，并引导和促成与服务提供者

进行及完成交易。一些传统企业无论如

今规模多大，如果不充分吸取新兴产业

的运作和盈利模式的经验，终将要被时

代淘汰，所以转型迫在眉睫。

在数字化技术的基础上，数字融

合市场不断催生新兴企业，传统企业也

需要随之应变。它们既在激烈的竞争， 

但亦要考虑紧密地合作。原有价值链被

打破，新价值组合在演进，共同围绕消

费者形成了比原来更大、更复杂的生态

圈。至胜的关键在于：有效的利用新兴

的信息和技术手段、更快速地了解客户

需求、挖掘客户体验、共同创造生态圈

平台的合作契机、聚集各方优势资源和

实现最佳配置，从而为客户提供更有效

和贴心的服务。

传统金融透过现有网络和渠

道，非金融企业利用移动设

备、社交媒体以及其他数字

技术，为消费者提供灵活多

样的支付服务。

非传统零售企业借助电子商

务直接参与零售市场；传统

零售商则通过数字技术为消

费者提供全渠道的无缝购物

体验。

传统内容服务商和数字内容

提供商，围绕消费者在多种

屏幕上的收看收听习惯，通

过各种方法提供全方位的视

听服务以粘住客户。

交通出行正在变得越来越人

性化、智能化，客户可以通过

数字技术更轻松地, 安排旅

行和使用交通工具。

支 付 购 物 视 听 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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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国家推行的营改增政策的改革，主

要想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

PWC：营改增作为国家推行结构性减

税的重要措施，目标是扩大抵扣链条、

解决重复征税、优化税收制度、助推产

业升级。

新政实施之后，据说将所有企业新增不

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新政对

于企业购买房产是否有什么影响？

PWC：作为中小型的金融企业的财务

人员提出，“对于建筑业及不动产业销

售和租赁选择简易征收方式的，购买方

是否可以抵扣进项税也是很多企业关

心的问题。中小型企业并没有购置不动

产的能力，办公场地是租赁的，房租支

出也并非小数目，如果这部分支出不能

抵扣，也会对我们的税负和利润造成一

定影响。＂

普华永道预计：营改增新政鼓励企

业购买房产，特别对商业写字楼等形成

直接利好，未来将掀起一轮企业置业

高潮。对于中小型企业，倘若其为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其向房东支付的房租，

只要能够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这部分

支出是可以进行抵扣的。 

如何理解2016年我国全面推行营改增的

主要内容？ 

EY：国家全面推开营改增的主要内容

可以理解为“双扩＂。一是扩大试点行

业范围，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

生活服务业四个重要行业纳入营改增

试点范围。自此以后，现行营业税纳税

人全部改征增值税。二是将新增不动产

纳入抵扣范围。本次改革后，无论是制

造业等原增值税纳税人、原营改增试点

纳税人，还是此次新纳入营改增体系的

四大行业纳税人，均可抵扣新增不动产

所含的增值税。

全面营改增对企业有哪些重要影响？企

业应如何应对实现平稳过渡？

EY：四大行业纳入营改增后，增值税抵

扣链条将逐步被打通，重复纳税的弊端

也将逐步被消减。同时，进项税抵扣范

围的扩大对企业的成本下降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可以

说，全面营改增将创造更加公平、中性

的税收环境，有利于扩大投资，增强企

业经营活力。李克强总理在作2016年

政府工作报告及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

在4月召开的营改增试点有关情况吹风

会上均表示，2016年减税金额将超过

5000亿元。

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营改增要确

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虽然从长远

来看，营改增避免了重复征税，会整体

降低行业税负，然而，在改革初期，仍

有部分企业增值税负不降反升的情况

出现。安永认为，企业应从成本费用管

理及收入管理两个方面来应对营改增

带来的影响，实现营改增平稳过渡。就

成本费用管理而言，企业应积极审核采

购流程、支付流程、报销流程等，对现

有合同条款、供应商管理、比价方式等

进行适当的改造，确保增值税应抵尽抵

扣。就收入而言，由于营改增的增值税

是价外税，需进行价税分离，企业需要

重新考量定价，并积极与客户沟通客户

开票信息收集安排、增值税发票开具安

排等内容。

此次营改增对于金融业的大致影响？ 

PWC：我们预计，此次营改增虽然金融

业6%的税率与原营业税政策下5%税

率相比上升不大，但企业若不能足额取

得进项税额，仍存在自身税负上升的风

险。

营改增有利企业置业
审核流程可尽享成效

“营改增＂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重头戏，在前期试点取得积极成效后，从2016年5月1日开始，国家全面实施营

改增政策，并将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以至生活服务业。

今年7月29日，国家发改委宣布，责成三个地方的价格主管部门，对查实以营改增为借口捏造涨价信息、哄抬价

格、扰乱市场秩序的六家企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共计罚款1,200万元。营改增对企业的税负影响，是简易征收

方式、减轻税负。可在执行初期，企业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很多企业甚至觉得有点繁复、不知所措。Contact特
邀请了普华永道与安永两大会计师事务所，进一步解释、分析营改增的影响。

撰文_普华永道PWC，安永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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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之前业内广泛关注的贷款利

息支出是否可以抵扣。此次细则中明

确，企业向银行的贷款利息支出不能抵

扣进项税。那就意味着对于大客户，银

行很难进行增值税的转嫁，因此会减少

自己的收入，而对于相对弱势的中小企

业，如果银行通过提高利率的方式转嫁

部分增值税成本,则企业融资成本将会

有所上升。

此次营改增对房地产业的大致影响有哪些？

EY：此次营改增后，房地产业税率由5%

营业税率上升为11%增值税率，企业若

不能足额取得进项税额，仍然存在税负

上升的风险。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和过渡

政策，力图确保房地产企业税负只减不

增。其中最大的政策红利就是，允许房

地产企业在计算销售额时扣除土地成

本。另外，房地产企业也可对老项目选

择适用简易计算方法适用5%征收率，

以保持税负水平稳定。

此次营改增对生活服务业的影响？

PWC：对于纳税人而言，虽然生活服务

业6%的税率与原营业税政策下5%税

率相比上升不大，但企业若不能足额取

得进项税额，仍存在自身税负上升的风

险。

酒店式公寓按酒店业适用6%增值税率

缴纳增值税，还是按出租不动产适用

11%增值税缴纳增值税？

EY：国家目前并未明文规定对酒店式

公寓的税务处理。安永认为，酒店式公

寓应区分不同的用途而按不同的适用

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据广州市国税

局公开信息，若作为住宿场所并提供配

套服务的，属提供住宿服务，适用6%税

率；若仅将公寓转让他人使用，而未提

供配套服务的，应属不动产经营租赁服

务，适用11%税率。

酒店提供住房、电话、迷你吧、用车接送

机、餐厅用餐、洗衣服务等，若受票方为

一般纳税人，酒店应该如何开具发票？

EY：酒店应分项目核算和开具发票。据

广州市国税局公开信息，其中，酒店房

间内的迷你吧与住宿服务应属于混合

销售，适用6%税率；电话属于电信服务

适用11%税率；用车接送机属于交通运

输服务适用11%税率；餐厅用餐属于餐

饮服务适用6%税率，但受票方不能进

行进项抵扣；洗衣服属于居民日常服务

适用6%税率，但受票方不能进行进项

抵扣。

营改增之后，对于作为企业员工的个人在

出差时开具可供报销的发票有何影响？

PWC：增值税发票分为增值税普通发

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后者可用于进项

税抵扣。员工出差报销主要涉及交通、

餐饮、住宿。其中交通和餐饮在此次实

施办法中明文规定进项税不能抵扣，因

此即使拿到增值税专用发票，企业也无

法抵扣。而住宿则要根据费用的具体性

质来决定是否能够抵扣进项税。在能够

抵扣的情况下，原来营业税下个人在酒

店退房时只需向酒店提供单位名称即

可开具营业税发票。但在增值税下，则

至少需要提供包括企业名称、纳税人识

别号、地址、电话、开户行和账户等信

息，满足发票开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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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佛两地融合2.0时代

佛山地域特色日趋明显

佛山位于中国最具经济实力和发

展活力地区之一的珠江三角洲腹地，

与广州联系紧密，共同构成“广佛都市

圈＂。在传统意义上来说，广佛都市圈

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地理单元。

广佛之间的南沙海港、广州南站、新白

云机场海陆空三大区域性基础设施和

配套的高快速路网、轨道交通线网等，

将推动广佛两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全面

一体化。

如果说，从地理位置上的相邻，到

生产要素和生活方式的融合，称为“广

佛融合1.0时代＂；那么如今，产业结

构以及产业间的融合则可以称为2.0时

代，此时广佛两地之间各方面的互补和

依赖更加明显，两城的发展更具有联动

效应。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自成立

伊始就依托金融高新区位于广佛同城

核心的优势地理区位，致力打造辐射亚

太的现代金融后援产业基地。自2012

年起，佛山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为引

领，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金融

科技产业融合发展战略，金融高新区更

是早于2010年就提出结合佛山特色的

“产业金融中心＂定位，与“金融后援基

地＂并肩齐行。这些前瞻性的规划都有

利于打造佛山特色，发挥佛山明显的地

域优势。

佛山写字楼市场发展迅速

金融高新区成领头羊

在2016年第一季度佛山市GDP同

比增长7.8%，增速同比扩大0.6个百分

点。其中，第三产业 增 加 值同比 增 长

9.7%。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 39.5%，

较去年同期提升2.8个百分点。

目前，佛山商务区主要集中在禅、

桂、顺 三 地。在佛山多 个写字 楼市场

中，可租赁的甲级写字楼物业主要分布

在禅城和南海桂城的商务区内。而东平

新城大多项目仍处于建设中，暂无可租

赁的甲级写字楼物业。其中，广东金融

高新技术服务区依托“金融后援基地＂

与“产业金融中心＂双定位，近几年发

展迅速，区内云集了AIA、PICC、汇丰

银行、广发银行、KPMG、法国凯捷、日

本富士通、德迅等260多家知名金融机

构及服务外包企业，建有友邦金融中心

（以及汇丰环球运营中心、新鸿基华南

国际金融中心、荣耀国际等--编者加）

等高端写字楼，成为广佛之间现代国际

化都市氛围日渐浓厚的金融服务高地。

甲级写字楼2.0时代

友邦金融中心表现突出

金融高新区内大多数写字楼以甲

级写字楼水平进行建造。其中，友邦金

融中心作为金融高新区内首座落成的

绿色环保甲级写字楼，对于分析金融高

新区乃至佛山市商业地产发展情况，具

有重要意义。如今，友邦金融中心一座

出租率已超98%，知名企业包括友邦

保险、毕马威（KPMG）、德迅、爱康国

宾，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时代地产佛山

公司等。从行业类型看，金融业占比最

大，占42%，其次是专业服务业14%、房

地产业14%、IT科技11%，其他占19%。

友邦金融中心负责人黄键邦表示，

当初选择佛山，因为佛山产业丰富且聚

集效应比较好，现时佛山GDP产值等于

一个外省省份，佛山具备长远的发展基

础与实力。现友邦金融中心二座落成并

推出市场，项目荣获国际LEED金奖的

同时，进一步优化了大厦整体的设计呈

现，更把“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的哲学

融入商务服务理念。如果说，硬件设施

均达到国际级写字楼的水平是甲级写

字楼的1.0时代，那么把文化融入商务

服务理念、构造不同的客户体验则可以

称为甲级写字楼的2.0时代。

广东金融高新区引领广佛融合2.0时代
本文由高力国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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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网购风靡一时，电商发展得

风风火火，然而如今，零售商业的

风向已然大变，先后出现了阿里巴巴收

购银泰中心和苏宁电器，京东入股永辉

超市等，类似此类的收购还在继续，同

时，不少专注于网店的零售品牌也在积

极开设实体店。网购是一种新兴商业模

式，相比于成熟的实体商业，它的发展

必然更加迅猛，但问题也逐步显现。

朱兆荣

第一太平戴维斯上海公司副董事长
中国商铺及零售服务部主管

电商“投奔”实体，零售商业风向渐变
撰文_第一太平戴维斯上海公司副董事长，中国商铺及零售服务部主管朱兆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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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零售品牌纷纷“投奔”实体

对实体店的依附：如果追求快捷，

网购确实是不二之选。但若想货比三

家，却非实体不可及。以往专注于经营

网店的零售商也渐渐意识 到了，高品

质，个 性化的产品很难在网上进行展

示，必然会流失一部分消费力。

初具规模，营业额有限：网上零售

还处于起步阶段，规模有限，尽管近年

来的营业额突飞猛进，但相比实体零售

业，它的占比并不大。而且随着网上零售

的进一步成熟，其增速也将逐年放缓。

笔者认为：零售商不可能放弃实

体店，网店的营业额一般只占总营业额

的5-15%，实体店仍然是重中之重，线

上线下并行的商业发展模式才是成功

之道。

的确，我们看到“苹果＂在积极地

拓展实体门店，而美国著名网络零售商

“亚马逊＂也在近几年开出不少实体门

店。朱兆荣认为：“目前的实体商业正

处于低谷，阿里巴巴在这个时候进行收

购确实是把握了好时机，同时也是看好

实体商业未来的发展前景。＂

“冲击”不仅仅是“电商”

都说电商冲击了实体商业，但这并

非是事实的全部，从数据上看，电商成

长迅速但实体商业的营业额并没有下

滑，只是增速放缓，这与宏观经济的走

势有着更密切的关系，而大批项目陷入

困境，这又与供应激增不无关联。我们

要探索的是如何突围。

成功的关键：在供应激增，同质化

本文由第一太平戴维斯提供

认为，我们应该用更开阔的视野去诠释

“体验＂。

“体验＂就是为了带给消费者更舒

适、愉快的感觉，这并不仅仅局限于对

某几种业态的选择上，而需要更多软硬

件的配合。这决不是一顿饭能解决的问

题。只有项目的体量足够大，业态足够

丰富，环境足够新颖，活动足够多，才

能给消费者真正的“体验感＂。

在这一方面，我们不妨可以关注今

年入市且运营的非常出众的静安晶品

（核心地段）、虹桥南丰城（新兴商圈）

和紫荆广场（社区商业），它们的定位

截然不同，却都主打赢了这副“体验＂

牌。

旅游商业：未来的“赢家”

今年上海的商业地产表现层次不

齐，从租金表现来看，陆家嘴和徐家汇

的租金涨幅较大。这主要归功于陆家嘴

的IFC和徐家汇的港汇广场。明年，我

认为看点应该在南京东路和新天地。我

们坚信，随着迪斯尼的开业，上海旅游

胜地的地位又将大幅提升，而南京东路

和新天地正是海内外游客必经之地，人

流量的激增将为这两个区域加分不少，

而且旅游商业非实体莫属，电商是遥不

可及的，无 疑将成 为未来 最 大的“赢

家＂。

未来的走势，实体和电商的同步发

展。它们都是商业零售的重要组成部

分，一个起步较早，一个朝气十足，未

来更将携手同行。

以首次进入中国的国际零售商举

例，在前期规划时就应该将这两部分同

步进行，做到优势互补。在重点城市开

设实体店打响品牌，同时利用网店来覆

盖全国，将盈利空间最大化，才是未来

的必然趋势。

全国网购交易额增速

来源：艾瑞咨询，第一太平戴维斯

严重的时期，实体商业应更注重地理位

置的选择、体量和业态的布局、内部动

线的规划和运营管理的专业度上。

失败的原因：错误的定位，缺乏经

验的管理团队和不谨慎的复制。

交 通便 捷，人流 量 大的位 置一定

是首选，通常考虑 在 地铁 上 盖；体量

上，我更倾向于7-8万平方米，甚至在

11-12万平方米，只有大体量才能做到

业态丰富；由于项目的体量大了，品牌

多了，动线规划和运营管理显得更为重

要，好的布局和管理能给消费者带来更

舒适的体验。

失败的原因通常都起源于错误的

定位，地理位置和体量的选择都是初期

定位的重点，如果定位出了问题，后期

很难补救。同时，商业地产更注重持续

有效的经营管理，没有相关的管理经验

也是致命的。此外，成功的商业地产却

是经不起复制，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环

境，对商业地产的需求是不同的，即便

是复制，也应该针对不同的市场作出细

节上的调整。

香港知名开发商的成功经验值得

我们借鉴，继陆家嘴IFC成功之后，淮

海中路的iAPM没有去简单的复制，在

定位和运营模式完全不同，也做得非常

成功。

“体验”不仅仅是“餐饮”

为了与网上零售错位发展，很多实

体商业增加了体验业态的比例，举例来

说，体验业态包含了餐饮、亲子、艺术、

电影院、美容院、健身房等，但朱兆荣

年份 增速

2015 43%

2016 33%

2017 25%

201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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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楼市场：平稳之中酝酿机遇

2016年第二季度的广州甲级写字

楼租赁市场迎来丽丰中心和万胜广场

的入市，为市场带来约14万平方米新供

应。目前，广州核心商圈甲级写字楼存

量为396万平方米。

第二季度写字楼租赁市场的成交

情况相较第一季度有所改善，但由于

两个新项目的入市，本季度全市甲级写

字楼空置率环比小幅上升1.6个百分点

至10.4%。本季度市场平均租金保持平

稳，全市核心商圈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

同比小升1.1%至168.2元/平方米/月，租

赁成交依旧大部分集中于金融、IT、新

媒体等行业。

尽管去年下半年以来广州核心商务

区甲级写字楼市场有多栋物业接连入

市，但在金融、IT等行业的积极扩张及

办公物业迎风口
——2016年第二季度暨上半年广州房地产市场回顾

2016年上半年已经结束，对于第二季度及上半年的广州房地产市场表现，戴德梁行特此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

解读，并对广州市场接下来的走向进行了预判和展望。

文章由戴德梁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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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楼业主推行预租优惠策略等因素

的共同影响下，市场吸纳表现积极，在

存量同比上涨19.2%的情况下，市场空

置率同比仅上浮3.2个百分点。

2016年下半年的写字楼市场预计

有包括周大福金融中心、新鸿基广贸中

心等多栋物业入市，为市场带来约80万

平方米的新供应。由于大部分未来供应

已执行预租且进展良好，市场对优质办

公空间的需求仍将保持旺盛，因此市场

吸纳表现看好，但激烈的市场竞争令到

租金的成长空间有限。戴德梁行预计未

来广州甲级写字楼空置率或将继续爬

升，市场分化将更加明显，非CBD区域

写字楼租金或会面临下行压力。

面对未来几年广州甲级写字楼新

增供应井喷的情况，戴德梁行华中区

董事总经理黎庆文先生指出，尽管市场

新增供应庞大，但机遇与风口依然助力

市场吸纳——经济风口方面，广州一季

度经济整体向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GDP增速优于全省全国；政策风口方

面，今年以来国家层面陆续推行的营

改增、商改住等政策实施细则将逐步

落地，广州市政府推行的“筑巢引凤＂、

打造总部基地的政策也已初见成效，思

科、IDG资本、微软等越来越多的国内

外大型企业落户广州； 而随着经济结

构的调整和商务市场的分化，办公模式

也在不断推陈出新，近年来涌现的联合

办公空间、众创空间等新型办公模式也

为市场创造了发展的新机遇。

商业地产市场：深耕调整，体验为王

2016年1- 5月，广州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3483.9亿元，同比增长

8.6%，增速较去年同期小幅回落；而经

历了前期的高速增长后，限额以上网上

商店零售额的增速也放慢了脚步。面对

市场竞争的白热化，线上线下零售商均

在推陈出新、合纵连横，广州的各大实

体商业地产运营商也在加快升级调整

的步伐，优化品牌结构、提升体验式业

态占比，是商场调整的主旋律。各大商

场的深耕调整转型令到市场的空置率

及租金承压，二季度广州三大核心商圈

录得空置率环比小幅上升0.2个百分点

至7.7%，首层平均租金则环比走低1.9

个百分点。

业态方面，餐饮仍是广州零售市场

的扩张的主力，越来越多的个性餐饮

及新品牌出现在广州市场；于此同时，

新型复合式业态也在崭露头角：时代

地产旗下的时代·家生活体验中心于本

季度在正佳广场开业，该体验中心集

书店、艺展、商务区、咖啡店和样板房

于一体；主打复合型经营，涵盖书籍零

售、咖啡、文创零售、文化讲座等业务的

西西弗书店落户凯德广场·云尚和万菱

汇；同时兼顾咖啡、食品售卖和文创零

售的Line Friends广州首店进驻正佳

广场。业态日渐多元、品牌百花齐放，

竞争激烈的同时，广州的商业地产市场

呈现出更加丰富的面貌。

住宅市场：市场回暖、成交攀升，珠江新

城跑赢大市

2016年上半年，在降准、降税、去

库存方案等多项利好政策的助力下，

广州住宅市场逐步升温。今年1-6月，

尽管一手住宅新增供应面积同比下降

1.1%，但成交面积却大增36.3%，均价

同比上升8.7%；二手住宅同样延续了前

期的热度，2016年1-5月成交面积同比

大增79.3%，均价同比上涨22.6%。一

手住宅库存方面，截止至6月底，广州可

售库存约为850万平方米，去化周期约

7.6个月，处于健康水平。

2016年上半年广州住宅市场整体

升温，珠江 新城板块表现尤为抢眼。

受供应有限的限制，今年1-6月，珠江

新城板块一手住宅成交面积同比下降

4.3%，但成交均价却同比大涨39.9%，

相 较 之下，中心五区（含 珠 江 新 城）

一 手 住 宅 上半 年 成 交 面 积 同 比 增 长

42.5%，成交均价同比上浮2.7%；广州

全市一手住宅上半年成交面积同比上

升28.2%，成交均价则同比增长7.4%。

目前来看，国内货币政策或暂不会骤然

收紧，另外随着下半年住宅市场旺季的

到来，综合来看，广州下半年住宅市场

量价方面仍将稳中有升。

土地市场：精彩尽在下半年

2016年1-6月，广州共出让地块31

宗，出让面积283.4万平方米，出让金额

200.6亿元。在31宗土地中，住宅用地8

宗，商办用地8宗，工业用地13宗，其他

类型用地2宗。上半年广州土地市场成

交宗数排名前三位的区域分别为增城

区、南沙区和黄埔区（萝岗），主城区出

让土地明显占比较少，因此广州土地市

场在上半年稍显淡静。而根据广州市全

年供地计划，年内仍有多宗靓地尚未推

出，包括珠江新城绝版商服用半年明

星地块的入市，广州土地市场将迎来高

潮，成交金额及楼面地价也将随之走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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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有媒体报导，预料深圳生产总

值(GDP)将于2016年超越香港。

事 实 上，深 圳 的 GD P 于2 015 年录 得

8.9%增长，达至17,500亿元人民币(以

2015年平均汇率折算，约为2,810亿美

元)水平，贴近香港同期录得的3,070亿

美元GDP。深圳市委书记于年初表示，

预期深圳2016年的经济增长将达8%-

8.5%。若然深圳能够达成增长目标，以

香港2016年经济增长不高于3%来推

算，深圳GDP于2016年超越香港并不无

可能。不过，虽然深圳的总生产总值贴

近香港，但两地的人均生产总值仍然有

一段距离。2015年深圳的人均生产总值

约为25,400美元，香港的则达42,100

美元，是深圳的1.66倍。

住宅市场方面，在90年代时期，跟

香港只有着一河之隔的深圳楼价只是

香港楼价的一成左右。而随着中国和深

圳的经济发展，2013年至2014年间，深

港两地的楼价差距缩减至大约一比三。

近期，深圳楼价再度急升，于2015年平

均升近6成，超越上海和北京的升幅，

令深圳成为中国全年楼价升幅最急的

城市。而截至今年5月，深圳住宅楼价于

2016年以来亦已上升超过一成。相反，

香港楼市自去年10月开始呈现跌势。虽

然近月价格开始有回稳迹象，但根据威

格斯香港物业指数，香港大型屋苑的

楼价已于半年时间内从10月录得的高

位下跌近9%。

现时深圳全市二手平均建筑面积

楼价大约47,000元人民币一平米，大

约是香港楼价的一半。两地差距日渐缩

小，更有传媒提出，深圳楼价将于不久

将来超越香港的楼价。

分区来看，深圳6大行政区域当中，

以新发展的南山区的均价最高，平均一

平米的建筑面积价格就接近6.8万元人

民币。而紧随着的福田区，平均价格亦

超过6.7万元。虽然价格跟香港最贵的

湾仔区(接近14万元人民币一平米)还有

一段距离，但南山区及福田区的均价已

经超越香港新界的某些地区。例如，靠

近内地的北区，现时二手楼价每平米大

约只需6.2万元人民币，而近期新楼盘

辈出的元朗区均价更只是5.3万元人民

币一平米，比深圳南山区的均价低出超

过两成。

不过，值得留意的是，以上所比较

的均为二手楼价。属于新发展区域的南

山区，区内物业楼龄较新，发展亦以豪

宅为主。反观香港的新界区，不少二手

住宅已落成多时，拉低区内住宅平均价

值，楼宇发展的规模及市场定位亦与深

圳南山区的不同，单单比较区域成交均

价并未能全面反映地区本身的市场价

值。

另外，深圳的地产市场亦不可能一

直以2015年的高速增长，而事实上，深

圳的二手地产市场于近月(尤其325新

政出台之后)亦开始有放缓的迹象，自2

月的高位以来，已录得逾2%跌幅。

深圳虽邻近香港，但由于两地城市

在各方面的发展水平(包括交通网络、法

制及国际信誉度等等)仍然存在距离，

人均收入亦存在一定差距，相信即使两

地住宅价格差距再进一步收窄，对投资

者而言，若物业本身质素相若，香港的

物业仍然较深圳的吸引，相信短期之内

深圳楼价超越香港的可能性不大。

深圳楼价直迫港楼
文章由威格斯国际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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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家举办大型会议的热门之选——广州白云万达希尔顿酒店，坐落于白云新

城，地处风景怡人的白云山脚，步行8分钟可达地铁白云公园站，距广州市中心仅

10分钟车程，20分钟可达琶洲国际会展中心及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酒店拥有308

间宽敞舒适的客房及套房，4间风格迥异的餐厅及酒吧让您饕餮羊城美食，设备

齐全的健身中心及25米室内恒温游泳池是您身心放松的好去处。万达广场步行

街、凯德广场购物中心、Imax电影院等各大娱乐设施也轻松可及，无论是商务

或是休闲都将倍享便捷愉悦。

广佛希尔顿各放异彩 

广交会期间佛山希尔顿酒店推出优惠套餐：

每晚仅需人民币418元起，含酒店至琶洲
广交会中心往返穿梭巴士接驳。

了解详情或预订请致电

+86 757 8306 9999
或登录www.hilton.com.cn/foshan

ADVERTISEMENT广告

佛山希尔顿荣膺希尔顿全球亚太区唯一一家希尔顿品牌

2015年度Connie奖至高荣誉，其融汇国际风范与本地文化

的氛围为商务与休闲旅客带来难忘的住宿体验。酒店拥有

600间豪华客房及套房，配备了一系列现代化设施及豪华

Serenity Bed睡床。5间风格独特的餐厅和酒吧，为宾客呈

献寰宇美馔及地道的广府美食顺德佳肴。24小时健身中

心、室内/外恒温泳池、iSpa水疗等休闲设施一应俱全，

仅需一小时车程即可快捷抵达琶洲广交会中心。

广州天河希尔顿酒店新任总经理周敏已于七月份履新。周敏在希尔顿酒店集团逾十五年，

2001年起在大连希尔顿酒店任职前厅部经理开始，足迹遍布吉隆坡、北京、上海、重庆等地。

超过20年的国际高端品牌酒店管理经验使他非常了解酒店的发展需求。

作为希尔顿全球大中华区资深酒店管理者之一，周敏先生曾带领重庆江北希尔顿逸林

酒店团队成员于2013-2014年度在市场份额占有、收益增长、客户满意度及忠诚度与公司

社会责任感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2014年9月，周敏先生担任深圳大中华希尔顿

酒店总经理，成功管理和统筹了酒店前期开业工作，并最终获得了希尔顿全球亚太区授

予的“最佳新开业酒店大奖＂殊荣。

调任问广州天河希尔顿酒店，周敏先生将带领酒店同人保持酒店在区内领先的地

位，并寻求更多突破！

广州希尔顿逸林酒店坐落于越秀区，中央商务区核心地段，距政府机关、餐厅、购物中心和

众多景点仅数分钟路程之遥，距广州火车站仅8分钟车程，距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仅45分钟车

程。从酒店可步行至两个地铁站，即可便利前往城中各处。为了向每位客人表达我们的热情与

关爱，在您登记入住时，我们将为您奉上一块招牌希尔顿逸林巧克力曲奇，期盼您的到来。

301间全景落地玻璃客房，可尽情饱览璀璨的城景和迷人的越秀公园美景。超过38平

米的客房提供设备齐全的设施，包括无线网络、浴室电视、40英寸液晶电视、豪华浴室以

及希尔顿逸林酒店独有的“甜梦床＂。客房设计周到并独具清新风格，让您沉浸于舒适

放松的环境，保持充沛活力。选择入住行政客房的客人可尊享39楼行政酒廊内的免费

自助早餐、鸡尾酒及无线网络等专属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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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作家陈大咖
坐拥逾三十万粉丝自媒体平台
强调高贵在于态度每天求进步

编辑_梁振声　图片提供_陈大咖

媒体人，作家，网络大 V，被
誉为百万新中产的生活导师，

乐于在社交媒体分享关于购
物和心灵成长等生活方式。

几年前的某个品牌发布会上 见 过

陈大咖一次，当时的她一身复古

装扮，在人群里格外显眼，加之容颜姣

美，令我印象深刻。随后，听说她接连

出了几本书，市场反响很好，几次加印。

再后来，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关注了

她的公众号，看她每天定时更新，聊情

感、聊时尚，聊旅行，对每个话题都认

真，没有哗众取宠的制造对立，也没有

费尽心机的刻意讨好，字里行间透着一

个小女人洒脱又精致的气息。  

    

 

个性鲜明，有趣而喜欢猫  

这是媒体朋友对陈大咖的看法

约见采访大咖，她受邀前往了土耳

其，常常是我发一段话，隔一天或两天

才收到她的回复，后来她告诉我，因为

写作的时候很专注，常常等回过神来，

已经忘记别人的询问。但无论是文章的

授权转载，还是拍摄，还是专访，她都

答应得很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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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写作：源于一次牙齿矫正的文字之旅

大学时期，陈大咖经历了一场牙齿

矫正。那时候的牙套是金属质地，戴着

还是很影响颜值的，加之疼痛和种种不

便，对于热爱美丽的陈大咖而言，是个

不小的挑战，但她坚持下来了。两年后，

牙套摘下，容貌中的优点被放大和凸

显，整个人变得更漂亮。

陈大咖很有感触，于是把这段经历

分享在个人博客里，渐渐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人关注和留言，粉丝也多了起来。

大学生陈大咖意识到："原来，我是擅长

文字的。"从此，写作变成了陈大咖生命

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写专栏、出书、到

现如今的自媒体公众号经营，她都做的

有声有色，也拥有了一批高学历、高收

入、高素质的"三高"粉丝。

结婚就要有更好的生活   

别仅仅为了爱情选择婚姻 

自称"洋气妇联主席"的陈大咖，公

众号文章里常有对情感和婚姻的探讨，

她自嘲是"心灵鸡汤"或"心灵鸭汤"。现

实中的她，婚姻美满，家庭幸福，记得

她曾在一篇文章中称：我这么漂亮又有

才华，他还能爱谁？

陈大咖倡导女人应该在婚姻中保

持一定的"势利"。"如果婚后的生活比

婚前还糟糕，这样的婚姻很难支撑。"

陈大咖说，"但这一切都基于女人最初

的选择，所以，女人千万不要仅为了爱

情二字就选择婚姻。"

"可是，什么样的婚姻才算值得选

择呢？"我们问。

"两个人相处的愉悦感。"陈大咖毫

不犹豫地回答，"知道为什么结婚，可以

共同成长，携手奔赴更好的人生。"

所以，婚姻不能让自己的人生倒退。

女人生来高贵　但高贵与钱无关 

"我觉得女人是种很高贵的动物。"

陈大咖笑着说，我们几个人纷纷点头，

表示不能更同意。

了解陈大咖的人都知道， 她对生

活品质的要求很高。她告诉我们，这样

的生活态度，很多是受了妈妈的影响。

小时候的生活并不富足，但即使对待一

盘菜，妈妈也会非常用心。安排她将红

薯叶子枝杆纤维粗的部分摘取，仅留下

口感最细、最嫩的中心部分，拿来和猪

油一起炒，便成了一道美味。

＂高贵不在于贫富，而在于态度。

我不去和别人比，每个人起点不同，环

境不同，际遇不同，我只和自己比，只要

比过去的自己好一点，就是高贵。"这就

是陈大咖的人生哲学。

采访接近尾声时，我们请陈大咖给

女性朋友一点建议。她很认真地想了一

会，说："一定要有一个人生爱好，写作

也好，阅读也好，运动、绣花、画画、跳

舞、收集癖好什么都可以，爱好能变成

收入最好，如果不能，也会成为你生活

里最好的调剂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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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认为：“体内湿气＂会引发各种

疾病。祛湿是我们日常饮食养生

的重点。很多人会问：湿从何来？我也

没有常常泡在水里工作和生活，何来

湿？夏季天气很热，温度都在38度以上

了，热气腾腾，何来湿？我们来解释一

下“体内湿气＂。在正常情况下，人体对

于外界温度，湿度变换有自然调节的能

力，但有些人因体质，疾病，生活习惯

不良，造成体内水分调控系统失衡，水

分排不出去，因此影响健康。

夏天天气很热，大地的水气上腾蒸

发，我们都喜欢24小时呆在23-24度的

空调里。很舒服，不会出汗，不会让身

体黏黏的不舒服。身体是舒服了，但体

内的水液无法正常排出。另外，我们喜

欢冷饮以降温防暑，冰镇西瓜，可乐加

冰，冻柠檬茶等。吃喝下去后身体感觉

清凉爽快，但体内的肠胃在冷热中就运

转不畅了，出现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导

致身体发沉，没有力气，肩颈背又酸又

困又累又乏。因脾胃的不调，连带引起

肠胃问题，肝肾问题，皮肤问题，常见

的是皮肤湿疹，长痘，瘙痒。久而久之，

还会导致肥胖，平常满面油光，关节疼

痛，便秘，女性还会引起白带异常，皮

肤瘙痒等一系列妇科疾病。年龄大的男

性还会引发脂肪肝，哮喘，高血压，心

脑血管疾病。

“体内湿气＂是引发和恶化疾病的

关键。每个人体内的湿气状况不同，在

生活饮食上的调理也应该有所不同。为

我们的身体排毒祛湿就像吃饭一样重

要。下面介绍一款能够在自己家里煲，又

好吃又能祛湿的汤品，不妨一试。 

扁豆5克，红豆5克，薏仁5克，莲子

5克，姜片5克，放老鸭肉500克，煲50

分钟即可。煲前鸭肉最好沥水。

为什么选择老鸭呢？鸭属水禽，鸭

肉有滋阴养胃，健脾补虚，利水消肿的

作用。俗话说“大暑老鸭胜补药＂，老鸭

有营养，滋补五藏，去虚火和暑湿。

在养生保健中常听到“冬病夏治＂

的说法，指的是每逢冬季就发作的慢

性疾病最好在夏季来治疗。如：慢性支

气管炎，肺气肿，风湿等。又或者常常

哈欠不断，浑身无力，无精打采，昏昏

入睡的症状的年轻人，绝对不能以“春

困秋乏夏打盹＂作为常态来安慰自己，

这些状况说明身体还是处于亚健康状

态中，如何能够利用夏季来调理自身的

气血，是恢复健康的一个比较合适的时

机。夏季是一年中进补补气汤品的好时

机。如果能在祛湿的基础上对症下药，

细心调养，会有比较明显的效果。

撰文_汤匠　刘美慧

汤匠课堂：

返屋企饮靓汤—冬病夏治话祛湿

汤匠介绍：
通过药膳汤水，调理身体亚健康。

提供个性化配制汤料服务

学煲汤，煲好汤，饮靓汤，来汤匠课堂

温馨提示：
身体弱者，戒冷饮，以热抗热保健康，

肾病，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胃炎，消化

不良，支气管炎，哮喘，月经不调的患者，

在高温天气下最好戒冷饮，用热水洗澡，

喝热茶，加强耐热训练，提高体温调节功

能和增强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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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凤凰单枞茶，其实一开始我

是拒绝的，觉得它又苦又涩重口味，既

没有龙井的轻盈清香，也没有红茶的温

润烫贴，甚至大多数年轻人不喜欢的

普洱茶我也觉得比它好喝。因为单枞

茶产于广东省潮州市凤凰镇，潮汕地区

人民爱喝功夫茶的习惯相信很多人都

知道，作为从小没有这个氛围的我，一

乌岽山寻茶记
原创稿件由 著时Caryn 提供

爱喝茶的我们，总希望有机会了解每一种茶从种植采摘到制作的整个过程，这样在喝茶的时候除了能帮助学习

分辨不同茶香各种滋味的来源与形成，脑中也可以想象一下它们成为杯中美物之前的画面。

直觉得这一套工序既繁琐又占空间形

式大于实际。

也许 是机 缘巧合，也许 是年龄渐

长，就在去年，忽然之间就对单枞茶有

了改观，它滋味层次丰富，回甘非常内

敛又霸道，爱上之后便会觉得其他很多

茶都略逊色了，连带原本不在个人生活

里出现的功夫茶也一起爱上了，觉得低

水量快速萃取后茶汤分离的泡茶方法

实在科学，但这个话题太专业咱就不在

此班门弄斧了。

今年春天非常幸运地我们有机会

在采茶季节拜访了位于凤凰镇乌岽山

上海拔最高的有机生态单枞茶场。开

车上山的路又窄又陡，最后一段路简直

是崎岖，这里省略1千字。茶场位于乌岽

山1392海拔的山上，茶场附近的靠近

山顶有个叫天池的当地著名景点，是个

古火山口形成的天然湖，天气多变令湖

面景色甚美，感觉茶叶生长在这样的环

境里很符合想象中的画面。

在中国茶的六大类里，按照发酵程

度由浅到深分别是绿茶、黄茶、白茶、青

茶、红茶、黑茶，单枞茶属于青茶（乌龙

茶）即半发酵茶，比起其他五大类茶，青

茶工艺是最为繁复标准化程度不高的，

正因为这样每一片单枞茶叶里都蕴含着

丰富的手工且茶人的经验尤为重要。

从新鲜叶子采下来开始，晒青-凉

青-做青-杀青-揉捻-解块-干燥-筛

选-复火，这一系列工序就忙碌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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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茶叶的每一秒都在变化，为了把握

好发酵的程度，每一个步骤必须紧紧连

结不能停，所以采茶季节整个凤凰镇都

是灯火通明下的忙碌身影和时间竞赛。

后记

我们造访当天，午后采茶时整个乌

岽山顶还沐浴在阳光中，转眼间乌云密

布暴雨降临，采茶工们就这样在没有任

何遮挡的山上持续工作，直到一群湿漉

漉的人运着一篓篓的新鲜茶叶回来，现

在回想起来我们喝过的每一口茶真是

都来之不易。

著时
2015年秋天，因为之前各自的工作

状态改变，我们决定装修一下工作室，

在装修问题上，为这个空间将来会用来

做什么，我们展开了一连串思考。

首先它得有一张可以坐上十个人的

大餐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想法。为了

能做出十个人的菜，厨房也不能太简陋

吧，这是紧接着的问题。良好的自然光

线和充足的储物空间看来也是必不可

少，于是有了连通露台客厅可以全开的

落地窗和垂直采光的小后院，以及能让

这些年攒下来的器物好好摆放的小角

落。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说，这明明是个

饭醉的地儿哪还有工作的份？嗯，是这

样的，这里是一名好客爱吃一直无法停

止剁手器物的料理摄影师的工作室。

既然生命不息折腾不止，就把在

此日常的各种倒弄部分记录下来，好让

这些友人眼里不事生产的吃喝时光尽

量看起来更有意思一点吧。

2015年对于我们是幸运的一年，好

些一直困惑的问题有了答案，好多想做

的事情正在到来，曾经的焦虑现在看来

只是时间未到，跨年的路上我们在台南

看到“著時”一词，闽语用来形容蔬果

等植物正当时令；而在粤语中，表达的

是刚刚好。生活里头好多东西，seasonal

与in time，对于不太年轻的我们，不急

不躁，总会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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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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代表 / 刘晋嵩先生  

电话 /（86769）8823 4888  

传真 /（86769）8882 4198  

电邮 /info_dg@ndpaper.com  

地址 /东莞市麻涌镇新沙港工业区

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

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是以产能计世界最大的废纸环保造

纸集团，总设计年产能超过1,300万吨，生产基地遍布中国各

大制造业中心。集团秉持“没有环保，就没有造纸＂的经营理

念，主要产品包括牛卡纸、高强瓦楞芯纸、涂布灰底白板纸，同

时亦生产环保型文化用纸及特种纸，为客户提供一系列优质及

多元化的产品组合。

公司代表 / 许嘉宇先生

电话 / 852 5286 0108 / 86 132 6816 3093

电邮 /felix@raywhitehk.com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5号

 国际金融中心54层

Ray White
Ray White是澳洲最大的地产代理，于1902年成立，在全球

拥有超过1,000家分行。设于广州的分公司致力为中国客户提

供一站式海外房地产投资及移民服务，为家庭寻找海外「家

园」, 提供最简易方便的海外投资平台，及在各方面持续提供

全面的协助及支持。

电话 / （852）5581 2320

电邮 / yongyan.liu@foxmail.com

地址 / 香港赤柱滩道8号3座2楼

刘咏妍
中国市场资深品牌策略师，北欧设计指定中国策略师，Kenex 

Consulting总经理。致力于帮助国际和国内企业进行品牌和

行销策划，其专长涵盖市场洞察，品牌定位、传播和管理，整合

市场营销策划等。旅居瑞典期间，为瑞典顶尖品牌咨询公司和

公关公司的中国洞察专家。

电话 /（852）3752 1945/（020）3610 5372

传真 /（852）3020 4946

电邮 / lu94025@qq.com

地址 /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151号安盛中心11楼

吕元栋 Jeremy Lu

吴国泰 Joey Ng

传承人格的创始人，《传承人格 - 哈佛也学不到的传承力》作

者, 吕明才家族第三代和承世家族办公室的顾问和讲师。 提

供给企业家和后代：1.国际化传承教育, 2.企业转型和重塑品

牌的咨询服务, 3.家族办公室资产管理。

TailorPro品牌创始人吴国泰先生（Joey Ng），其父亲是一位入

行近60 年，资历深厚经验丰富的裁缝老师傅。他屡次获邀到各

保险公司及大专院校作讲座嘉宾，分享衣着形象心得，希望将西

装的穿搭知识更广泛地传播，让人们更懂穿衣学问，创造出个人

风格。

电话 /（852）6626 9286 

传真 /（852）3107 9196 

电邮 / tailorprohk@gmail.com 

地址 / 香港九龙尖沙咀东部么地道63号  

 好时中心LG层42号铺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71号

 隆德大厦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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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轻一族逐渐成为社会的消费

主力群体，电商网络被推崇备至，

加上受到国外潮流所影响，传统的商业

模式已悄悄发生变化，新生品牌及小微

企业如何转变观念，在实体商业中脱颖

而出？

4月6日，香港商会组织会员前往广

州万国广场参观时尚潮流品牌LEVVV

的连锁店铺，藉此了解时下最新的时尚

商业模式。LEVVV负责人、香港商会

常务理事廖圣瑜先生带领会员们边参

观边介绍品牌发展情况。参观结束后的

交流茶聚，让大家有机会与廖总更深入

地交谈，了解LEVVV如何引进世界各

地的潮牌，开创企业成功之道。

参观 LEVVV 乐赢 " 潮牌集中营

01

02
03
04
05

创域集团旗下的皮具连锁品牌：马连奴 奥
兰迪。

位于万国广场 2 楼的 LEVVV 潮牌集中营。

LEVVV 的潮牌不泛大家熟悉的大牌子。

交流时间。

大合照。

01 02

05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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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世界华人志愿者联合总会主办的

慈善活动“志愿之光·恤孤助学

活动＂旨在帮助一批因贫困、失去亲人

等原因而辍学的学生。香港商会及伟博

儿童福利基金会也参与到本次慈善活

动中，一同为社会造就更多健康、健全

的孩子。

4月16日，我们来到广州从化吕田

中学参与慈善助学活动。从化由于地处

山区，不少偏远农村由于经济原因，不

少学童因贫困或没有至亲而不能上学。

本次活动将资助150名辍学学童，让他

们重返校园，实现自己心中的小小读书

梦。

恤孤助学爱心行 @ 从化

01
02
03
04
05

全体参与慈善活动的人员大合照。

杜源申会长致辞。

与受资助的小朋友合影。

香港商会、伟博基金会代表与受资助家庭合影留念。

与受资助小朋友（中）合影留念。

01

02

04 05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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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于1968年的美的，一直是广东

家电制造业的翘楚。5月17日，香

港商会非常荣幸得到美的集团和君兰

酒业的安排和接待，杜源申会长率领会

员一行30人前往顺德北滘镇参观。

为更深入了解，我们第一站来到美的

历史馆，翻阅美的集团的发展历史以及

唯才是用的管理理念。然后来到产品展

示馆，了解美的多元化产品的发展，它已

经不仅仅是一个空调生产商。随后，团员

来到美的家用电器制造厂参观，了解家电

的研发、检测和制作情况，团员在目睹家

电们都需要经过高温、静音、低温、长期

使用等检测后，都表示对使用国内大品

牌的产品增加了信心。联谊午餐后，我们

来到投资近30亿的美的全球创新中心，

参观美的集团往人工智能、环保、互联网

+、智能机器人、创客等方面的发展。

美的集团的全方位 发 展，得益于

创办人何享健先生的经营理念，在目睹

美的在北滘镇的庞大投资和发展规模

后，团员们更戏称北滘镇应该改名为美

的镇。相信，这是对美的集团发展成功

的认同和赞誉。

参观广东美的集团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参观美的历史博物馆。

参观美的产品展示中心。

参观美的家电制造厂。
美的智慧家居展示厅。

参观美的全球创新中心。

了解家电产品先进制作技术。

杜源申会长（右）向君兰酒业（香港）有限公司主席邓慧英女士（左）赠送纪念品。

来宾与美的集团公司代表合影。

02

0301

04

07 08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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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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

办事处于2002年成立至今已有

14年，一直致力为在内地的港人港企

提供服务及支持。4月7日，为加深各位

会员对驻粤办架构及职能的了解，香港

商会组织会员前往驻粤办进行拜访和

交流，促进支持互助。交流会上投资推

广、经贸关系及入境事务组分别介绍了

其主要职责及服务范围，让会员在粤工

作及生活更加放心。

拜会香港特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

01
02
03
04

杜源申会长（左二）简介商会情况。

图（中）香港特区政府驻粤办副主任白梅霞女士介绍驻粤办情况。

交流会现场。

一众会员与驻粤办主任们合照留念。

01 02

0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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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新政解读讲座

改增＂新税务政策已于2016年

5月1日起实施，对各行业都有

一定的影响。6月3日的营改增讲座，由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活动邀请到毕马

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税务合伙人

以及广州市国税局的代表，与来宾详细

解读政策要点和实操难点，分析“营改

增＂对于传统增值税纳税人的影响、企

业如何应对“营改增＂新政变化带来的

挑战等问题，并对企业具体操作问题作

解答。

演讲嘉宾的专业详细解读政策，来

宾的积极发言提问，现场互动气氛热

烈，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营

中国 成 为全 球 最 大 的电商零售 市

场，2 015 年中国电商销 售 额 达

6300亿美元…… 中国这个人口最多、

互联网用户数量也最多的市场，存在

着巨大的发 展机 遇，借助电商平台去

开拓、打造这个庞大的新市场。 6月14

日下午，香港商会非常荣幸邀请到汇

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洋品汇）董事长

黄汉东先生、阿里巴巴Alibaba，高级

业务经理陈嘉显先生和SurePromise, 

Founder & CEO陈耀文先生一齐来分

享他们的丰富经验。三位演讲 嘉宾 精

彩、风趣的演讲分享，令现场来宾都获

益匪浅 。

电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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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03
04
05

06
07-08

现场合影 .
球场上的合影。

香港商会会长杜源申先生（左 1）与本次球赛总杆冠、亚、季军合影 .
广州岭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梁敬漳先生（图中）与本球赛净杆冠军、

最远距离奖及最近洞奖获奖者合影。

颁奖晚宴现场。

幸运抽奖获奖者 .

01

02

04

06 07 08

03

05

6月30日，香港商会-广东组织会员

到顺德君兰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进

行联谊赛。本次球赛非常荣幸得到“广

州岭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和“广州

市钟姐食品有限公司＂、“君兰酒业＂及

“君兰高尔夫球会＂的鼎力支持。

在简单的开球仪式后，众选手大显

身手，经过几小时的比赛，赛事环节告

一段落，纵观赛事全程，参赛选手对高

尔夫运动的出色演绎，使得本次大赛亮

点无数，精彩纷呈! 在颁奖晚宴上，由香

港商会会长杜源申先生、广州岭南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梁敬漳先

生分别致辞。其后颁发本次比赛的各个

奖项，之后还有令人兴奋的幸运抽奖，

令本次高尔夫球联谊赛能圆满结束。

香港商会“岭南国旅杯”
高尔夫球联谊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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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香港商会组织会员一行前

往深圳，参观拜访科技创客企业：

深圳市创客工厂科技有限公司和中科

创客学院。

创客文化近年已成为趋势，象征着

科技企业的发展进入了“更新期＂。活

动当天两家创客企业的代表向会员展

示了工作室，研发的产品以及企业的成

长与成功经验。而晚上的happy hour

则让会们们可以共聚欢乐时光，交流联

谊。

拜访深圳科技创客企业 & Happy Hour

01
02
03
04
05

来宾与中科创客学院毕亚雷董事长合影。

张锋华投资总监为来宾介绍中科创客学院的基本情况。

海外市场部同事为来宾介绍创客工厂的成长与成功经验。

参观创客工厂的产品工作室。

来宾在创客工厂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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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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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体育学者、奥林匹克研究专家易剑东先生。

演讲嘉宾：非凡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廖启民先生。

01 02

01
02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北京
地产讲座： 体育主题地产的发展与机遇

2016年5月12日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房地产组特

别邀请非凡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廖启民先

生及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体育学者、奥林匹克研究

专家易剑东先生作为演讲嘉宾为大家分享：体育主题

地产的发展与机遇。现场共计80余位会员及朋友参与

了此次讲座。

01

02 03

04

2016年5月26日下午在浦西洲际酒店我们成功举办

了主题为：营改增——“政策解读与税务管理＂专

题研讨会。会议由商会副会长周学文主持，会长李剑

锋致辞。我们还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北京大成（上海）律

师事务所律师吴青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上海税务

及商务咨询部合伙人林展霆为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为大

家解读“营改增＂。现场有120位观众慕名前来聆听讲

座，并满载而归。此次活动还得到了渣打银行的特别

支持。

“营改增＂是今年的一项重要国策，5月1日起已

经全面推行，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金融业、生活服

务业、房地产业“四大行业＂。此次“营改增＂是自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最深入的一次财税改革。“营改增＂

对企业会有什么影响，其相关的法律风险有哪些，面对

“营改增＂我们又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应对？两位

专家从360度的角度来探讨营改增的影响。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上海
营改增“政策解读与税务管理”专题研讨会

林展霆演讲。

专家答疑。

嘉宾合照。

现场观众认真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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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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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会应邀参加湖南长沙“侨梦苑＂ 侨商产业聚集区揭
牌仪式暨项目推介会。

参观侨梦苑产业聚集区。

揭牌仪式暨项目推介会现场。

普华永道天津公司总监李志云讲解政策。

专家答疑。

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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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会-武汉应邀参加湖南长沙

“侨梦苑” 侨商产业聚集区揭牌仪式

暨项目推介会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天津与普华永道

联合举办营改增政策解读会

5月22-24日湖南长沙举行全国第九家“侨梦苑＂侨

商产业聚集区揭牌仪式暨项目推介大会。中国香

港（地区）商会-武汉（简称武汉香港商会）共十六位

会员代表参加了湖南长沙“侨梦苑＂ 侨商产业聚集区

揭牌仪式暨项目推介会。

据介绍，湖南长沙“侨梦苑＂侨商产业聚集区于

2016年1月喜获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正式批复设立。该

“侨梦苑＂落户在长沙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独

具国家级新区、国家两型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三区叠加＂优势，拥有实力强大的先进装备制造产

业，并在大健康产业、新材料、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产业

优势明显。同时是中组部“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

基地＂、科技部“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孕育了一

批国务院侨办“重点华侨华人创业团队＂，汇聚海外高

端人才5000多人、侨资企业180多家。 

在揭牌仪式暨项目推介会上，国务院侨办副主任

王晓萍为“侨梦苑＂聚集区揭牌并发表了讲话。 国务

院侨办经济科技司领导和湖南省委、人大、政府、政

协等领导出席会议。项目推介会则重点推介了“侨梦

苑＂重点招商引资和人才引进项目，并发布相关支持

政策；同时组织了首批万侨创新项目集中签约等。来

自湖北全省侨务系统代表，海内外侨商代表，回国创

业华侨华人专业人士代表，媒体记者参观考察了湖南

长沙“侨梦苑＂。部分嘉宾就项目落户“侨梦苑＂还进

行了一对一洽谈。

2016年4月13日-14日由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与普

华永道天津分公司联合举办的营改增政策解读会

在普华永道会议室圆满完成。这次讲解会涉及房地产

行业和酒店行业。参加这次讲解会的均是在津的港资

企业，大家报名非常踊跃，一席难求。专家们讲解深入

浅出、精辟独到，非常实用。大家感到很有收获，同时

希望商会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为企业提供更多实用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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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总会会长赵伟见先生（中间）与第二届执行委员合影。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 杭州 2016 年会员大会合影留念。
01
02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杭州（以下简称“香港商

会-杭州＂） 2016年会员年度大会于 2016年5

月23日在杭州钱江新城万怡酒店顺利举行，90多位商

会会员出席本次大会。本次大会有幸邀请到中国香港

（地区）商会总会会长赵伟见先生亲临现场。

2016年会员年度大会由香港商会-杭州常务副

会长高锦滔先生作主持，会长欧镇江先生致开会词。

秘书长蔡泽源先生代表执委会作《第二届执行委员会 

2015年度会务报告》，报告对2015年度的基本情况及

各工作组2015年度简报（对外联络组、商务活动组、康

乐活动组、社交活动组、会员拓展组、会员服务组及

秘书处）作汇报，并提出2016年度的工作设想，指出

2016年将继续以“推广商务活动，提供更多商机；做好

会员工作，壮大商会实力；扩大对外交往，提升商会地

位“为工作重点。司库潘伟光先生代表执委会作《第二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杭州2016年会员年度大会

2016年5月10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济

贸易办事处（驻沪办）主任邓仲敏及驻山东联络处

主任王诺君一行与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 青岛代表

以及在山东省工作生活的香港人餐叙，以了解各与会者

在青岛的发展现况、商会的业务计划，同时向与会者介

绍驻沪办及驻山东联络处的工作动向、邀请他们参与

并支持相关活动。

驻沪办及驻山东联络处与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 青岛餐叙

届执行委员会2015年度财务报告》， 2015年度财务报

告由本会义务审计顾问：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

司 杭州分公司合伙人 黎志光先生审核通过。

大会有幸邀请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长赵伟见

先生担任监票人、商会义务审计顾问黎志光先生担任

点票人，审议并投票通过了《第二届执行委员会 2015

年度会务报告》及《第二届执行委员会2015年度财务

报告》。由欧镇江会长向香港杨麟振律师行杨灵律师

颁发了商会义务法律顾问委任状、向安永（中国）企业

咨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主管合伙人黎志光先生颁发

了商会义务审计顾问委任状。

在充满欢乐的会员大合影之后，随即迎来晚宴，

会员们在融洽的气氛中轻松交流，共叙友谊，在欢声

笑语中，共同迎来了新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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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合影。

午餐欢聚合影。

会员采摘现场。

2015 年度晚会暨 2016 年会员首次大会。

成员享受美食，共庆新年伊始。

中国香港（地区）- 哈尔滨成员及会友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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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3日，春天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在这充

满春意的季节里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沈阳主办

“会员春季采摘＂活动，早9点会员从集合地点出发，2

个小时的车程到达沈阳城市公用集团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采摘园，占地面积1000多亩，拥有众多大棚种植，采

摘种类有各类水果以及各式蔬菜，纯天然无污染的水

果以及蔬菜使会员在可以采摘后变迫不及待的品尝，

更亲自采摘带走给家人品尝。

通过本次活动为各位会员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并

走进大自然享受春天美好气息，也使会员感受到采摘

的乐趣与劳动的成果。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沈阳
【游·采】

春游踏青何处去，采摘园内等卿来

1月25日，在各位会员会友的期待下，中国香港（地

区）商会--哈尔滨2015年度晚会暨2016年首次

会员大会顺利进行。正值黑龙江省两会期间，来宾与

各位会长及会员欢聚商会大家庭，共度美好夜晚。

晚宴伊始，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哈尔滨名誉会

长孟宪奎先生致欢迎词后，荣誉会长刘宗明先生、名

誉会长李志刚先生、副会长邓国伟先生及刘坤铭先生

分别致贺词，对过去一年各位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深刻

的感谢，并表示新年伊始将更好的推进龙港两地间的

友好往来。宴会期间，大家轻松畅谈乐享美食，高歌

欢唱辞旧迎新。回忆着香港商会-哈尔滨创办至今走

过的历程，激励着每一位成员，大家把酒言欢共祝新

年，一曲“难忘今宵＂同唱祝福，暖意融融中晚宴圆满

结束。

新年已至，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哈尔滨将更

添异彩谱写新的篇章。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哈尔滨

2015年度晚会暨2016年首次会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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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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服务费，+6%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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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柏悦酒店

豪华客房RMB900元/晚

行政客房RMB1200元/晚

（以上房价均需+10%服务费，+6%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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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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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天河希尔顿酒店

豪华客房RMB730元/晚

行政客房RMB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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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悦客房RMB1800元/晚

柏悦江景房RMB1900元/晚

（以上房价均需+10%服务费，+6%增值税）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16号

电话：（8620）3769 1234

联系人：Ms. Lynne Zhu

愉悦套餐 人民币1399元（净价）

礼遇包括：

入住高级房1晚

2 on 988单人自助早餐

尊享1小时SoSPA with L'Occitane水疗中心

单人按摩护理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中988号

电话：（8620）3819 0871

联系人：Ms. Krystal Ye

广州圣丰索菲特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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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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日航酒店

广州花都皇冠假日酒店

高级客房RMB659元/晚

豪华客房RMB740元/晚

行政客房RMB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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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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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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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嘉逸皇冠酒店

高级房RMB580/晚

豪华房RMB680/晚

行政高级房RMB880/晚

（以上房价均需+10%服务费，+6%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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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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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悦客房RMB780元/晚

湖景客房RMB1080元/晚

（以上房价均需+10%服务费，+6%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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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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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富力空港假日酒店

高级房RMB418元/晚

豪华房RMB518元/晚

行政房RMB718元/晚

园味全日餐厅&滋味馆中餐厅享八折优惠

地址：广州花都区花东镇金谷北路11号

电话：（8620）3691 6888

联系人：Mr. Anson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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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8-6813

联系人：Ms.Emma Zeng

广州希尔顿逸林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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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CT 052

MEMBERS 会员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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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兰酒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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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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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尚专业汽车护理享受优惠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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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尚租车可享优惠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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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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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坡雪邦水上屋4天3晚

出发日期 ：2016年6月1日至8月31日

价格：RMB3060 起

有效期 ：2016年8月25日

香港商会会员在香港或国内购买君兰酒业

所代理之全部产品可享8折优惠。

详细请联系：Jeff 185 7645 0502

CONTACT 053

MEMBERS会员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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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bile 1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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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CT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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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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CT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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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