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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智慧 引领健康好世界
人工智能赋能医疗  前景可待未来可期

专访中山大学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教授、陆遥博士

大湾区养老—金融机构的五大机会
普华永道研究报告

小鱼雄心：智慧技术测出安全好生活

新技术促行业变革潮 保健康还需金融助力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国民健康意

识提升，大健康产业获得了国家

政策的大力支持，具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

出，要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把

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全方位、全周期保

障人民健康。

目前，中国大健康产业尚处 开发

初期，发展空间巨大。去年全国大健康

产业规模为6.5万亿元人民币，GDP占

比只有6%，相比之下，美国高达17%，

欧洲为13%。中商产业研究院预测，到

2020年，中国大健康产业规模将达到8

万亿，接近中国GDP的10%，成为国民

经济支柱。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布局中，

携手创新科技，共促湾区大健康发展

推动医疗健康产业发展，形成湾区经济

增长的驱动力。

未来，粤港澳 大湾区可以通过探

索新途径、发挥新优势，完善医疗产业

布局，通过医疗产业辅助推动经济的发

展，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医疗合作、提升

对外开放水平的有利时机，积极推动更

加广泛的社会资本参与，推进医疗体制

机制创新，形成医疗卫生产业发展的新

模式，努力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深

化粤港澳全面医疗合作的国家级新区、

珠三角新的医疗产业城，成为一带一路

医疗健康产业的集散地。

本期《CONTACT》以医疗人工智

能、健康管理、保险业发展、养老产业

机遇为系列主题，围绕“大健康产业”

为各位展开阐述。焦点透视中，中山大

学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教授、陆遥

博士为大家分析AI人工智能在医疗行

业的应用及发展。普华永道的分析报告

“大湾区养老——金融机构的五大机

会”，将助力金融企业把握时代机遇。

此外还会介绍水中银应用诺贝尔生物

技术研创的小鱼亲测技术，还有保险代

理企业“亚浦保险”对行业发展的采访

撰文，以及助力港人北上养老的“广东

计划”等等，内容丰富。

我们应把握时代机遇，积极响应国

家提出的“健康中国”战略，以推动健

康产业转型升级为使命，推动大健康产

业的发展，加深国人对大健康的了解，

促进产业交流合作，共同为大健康产业

在大湾区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大健康产业成为粤港澳经济发展的驱

动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简称“规划”）中提出，要打造“健康

湾区”，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紧密合

作，依托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中心

城市的科研资源优势和高新技术产业

基础，充分发挥国家级新区、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区等高端要素集

聚平台作用，联合打造一批产业链条完

善、辐射带动力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增强经济发展新

动能。

作 为 我 国 开放 程 度 最 高、经 济活

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积极

贯彻和实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

要》，不断加强大健康产业的投入力度。

粤港澳大湾区将推动新一代信息

技术、生物技术等成为新支柱产业，围

绕新型健康技术、高技术服务业等重点

领域及其环节实施一批战略性新型产

业重大工程。以医疗、养生、养老、保

健、中高端医疗器械和生物制药为代表

发展方向的新业态在大湾区正在形成。

跨界资本也向医疗健康产业大量涌入，

BAT、保险甚至地产巨头都开始转向

医疗健康产业。大健康产业在粤港澳大

湾区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粤港澳大湾区在发展大健康产业

方面拥有天 然的优势，比 如制度、区

位、产业等，其产业规模、开放程度和

创新能力都是大健康产业发展的良好

基础。此外，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

增持，香港地区丰富的人才资源，广东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优势，让企业

可以充分享受各项政策叠加优势，促进

“产、学、研、资、政”各方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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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香港商会-广东2019年

会员大会上，中山大学数据科

学与计算机学院教授，陆遥博士与会员

们分享“医疗人工智能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帮助大家对AI与医疗的结合有

更多认识。

由于会员大会当天到达现场参加

活动的会员人数非常有限，同时，我们

也有感于健康/医疗是大家关注的头等

大事。鉴于此，CONTACT采访了陆教

授，希望让更多会员了解人工智能在医

疗界的应用及发展前景。

1、首先，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是如

何进入医疗+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的呢？期

间有没有受到非偶然力量的影响？毕竟

人工智能是近几年才走入公众视野。

我在美国雪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期间，被导师许跃生教授推荐到美国纽

约州立大学上州医学院学习医学影像；

毕业后，跟随计算机辅助诊断领域国际

权威Heang-ping Chan教授在美国密

歇根大学医学院从事乳腺癌医学影像

的研究。事实上，这方面的研究就已经

人工智能赋能医疗
前景可待未来可期
——专访中山大学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教授、陆遥博士
采访、撰文_翟云霆

随着科技的进步，近年来，人工智能已经全方位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医疗行业。除了已经普及的预约

挂号、缴费充值等基础医疗服务之外，	2017年，“人工智能+医疗”迎来了飞速发展，有“最强医学大脑”之称的人

工智能肿瘤系统在南京市第一医院投入使用，这一年被业内称为“医疗人工智能发展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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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涉及人工智能了。数学、计算机、医

学，能学的东西我都学了一遍。也正是

这样一段特殊的学术经历以及与GE全

球研发中心的合作，让我开始了医疗与

人工智能的创业。

2、人工智能是如何一步步与医疗业进行

结合的呢？想请您简单概括一下其中一

些重要的时点或标志性的事件。

人工智能的概念诞生于上世纪50

年代，在其早期阶段主要用于解决一些

小型的数学问题和逻辑问题；

1972年，由利兹大学研发的AAPHelp

是资料记载当中医疗领域最早出现的人

工智能系统，其主要是用于腹部剧痛的

辅助诊断以及手术的相关需求。

1976年由斯坦福大学成功地研发

用于传染性血液诊断和处方的知识工

程系统MYCIN，该事件标志着人工智

能进入“专家系统”时期；

1978年北京中医医院关幼波教授

与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专家合作开发了

“关幼波肝病诊疗程序”，首次将医学

专家系统应用到我国传统中医领域。

1990年芝加哥大学医学院首次证

明计算机辅助诊断和医生的结合，能提

高医生诊断的准确率。

2006年，Geoffrey Hinton教授等

在其论文中提出了深层神经网络逐层

训练的高效算法，使在当时计算条件下

的神经网络模型训练成为了可能。

同年，IBM启动了Watson项目，

并于2015年专门成立了沃森健康 (Watson

Health)，专注于利用认知计算系统为

医疗健康行业提供解决方案。

2 016 年，谷 歌 成 立 D e epMi n d 

Health部门；同年，微软宣布将AI用于

医疗健康的计划Hanover，帮助寻找

最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方案；也是在这一

年，百度发布了百度医疗大脑；

2017年，阿里与腾讯先后发布了各

自的医疗AI系统，如阿里的“Doctor 

You"、腾讯的“腾讯觅影”。

目前，CN N等机器学习方法逐步

地应用于医疗健康行业特别是医疗影

像辅助诊断，用以实现病变检测和特定

疾病的早期筛查。

3.您在11月6日的会员大会分享中曾提到

人工智能在健康管理领域的发展，不少

会员对此都很感兴趣，所以想请您再专

门介绍下这方面的内容。

现今，人们通过智能可穿戴设备、

家庭智能健康检测监测等智能设备，可

以实时动态监测健康数据，精准把握个

人健康情况。进一步来说，基于现有的

以及不断产生的医学大数据，利用人工

智能可以提供常态化、精细化的健康指

导，为特定群体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

健康服务；还可以通过大数据把握传

染性和季节性疾病的发展状况，从而做

出相应的应对措施。这些，不仅有利于

加强疾病预防、提高慢性病管理效率，

也能提升公众的健康观念，从根本上节

省全社会的医疗成本。关于这方面的研

究，有研究者列举了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大 数 据 与 流 感 预 测。谷 歌

于2008年就已经推出了流感预测的服

务，通过检测用户在谷歌上的搜索内容

就可以有效追踪流感爆发的迹象。例

如，某个地区关于“头痛发烧”、“打喷

嚏”等相关关键词的搜索次数在某一时

间段内急剧上升时，谷歌服务器就会判

断必须对疫情进行预判和警戒。

第二，机器学习与血糖管理。2015

年1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阐释了机器学习

应用于营养学的积极意义。研究人员通

过实验发现，即便食用同样的食物，不

同人的反应差异会相当大。因此，以往

通过直观经验而得出的一般性饮食摄

入建议，往往不能与每个人完美匹配。

第三，数 据库技术与健康要素监

测。例如，位于都柏林的Nuritas生物

科技公司是一家将人工智能与分子生

陆遥，博士，中山大学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中组部第四批“青年千

人计划”和中山大学“百人计划”。现为中山大学数据科学研究所所长，广东省计算数学学会秘

书长、广东省高性能计算学会副理事长、广东省医疗行业协会超声医学创新与发展管理分会副

主任委员、中国图形图像学会医学影像专委会委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学人工智能学会委

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信息协会医疗卫生和健康产业分会医学人工智

能学组副主任委员。长期从事医学影像分析、医学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领域的研究工作。

陆遥教授同时也是广州柏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柏视医疗成立于2017年5

月，是医疗人工智能技术引领者和技术提供商，在基于医学影像的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和治疗领

域多项技术处于国际或国内领先水平。柏视医疗专注于研发和销售医学影像人工智能辅助诊疗

软件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提供多病种、多模态的人工智能辅助诊疗整体解决方案。自成立以

来获批广州市“红棉计划”、开发区创业英才、开发区创业领军人才等多项科技创业项目。获得

2017“英特尔杯”全国并行应用挑战赛人工智能组金奖、创新成就奖；GMIC 2017 G-Startup 

Worldwide全球创业创新大赛香港站金奖；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东赛区电子信息行业（初

创组）第二名；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初创组）优秀企业奖等创新创业奖项。

人物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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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相结合的初创公司，该公司通过建

立食品数据库来识别肽（食品类产品中

的某些分子）是否可以作为食物的补充

或新的成分。

第四，健康管理与生活品质提升。

如果能够收集到每个人各方面的健康数

据，以这些数据为基础，通过人工智能

的算法，对健康的日常管理就有可能轻

松实现。目前，以美国的Welltok为代表

的一批科技公司正在从事相关的研究。

第五，人脸识别与情绪分析。位于

圣地亚哥的初创企业Emotient致力于

通过面部表情分析来判定人的情绪。

第六，医学分析与人 类 寿 命的预

测。目前，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已经开始

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资料库中48名

60岁以上成人胸部的CT扫描图像，以

便利用人工智能分析医学影像来预测

人的健康状况和寿命。

4.具体到大湾区的发展情况，养老既是

规划纲要有所提及的重要部分，又是粤

港澳业界近年较为关注的一个行业。那

么对养老产业来说，现阶段有没有一些

涉及健康管理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直

接投入到服务环节，提高服务质量？

“人工智能+养老”，是指基于云计

算、物联网、大数据、智能化设备等前

沿技术，再结合老年人的困难和需求，

将家庭养老、社区养老、机 构养老等

融合创新，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多层

次、高效便捷的“线上线下”健康养老

服务，以更细致的创意改善老人的生活

质量，最大限度满足老年人物质需求与

精神需求。目前，市面上已经有一些初

步的智能养老系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服务质量，但有些技术还需要进一

步完善，以便落地。

5.粤港澳三地医疗系统各有特点，就您

所观察，人工智能技术在三地医疗系统

如大型医院内的应用情况是怎样的？有

哪些亮点？

已经有用于辅助医生诊断与治疗

的人工智能产品在医院落地，比如我们

公司研发的靶区勾画放疗云平台与智能

影像处理平台，已开始逐步应用于中山

大学的附属医院。特别地，我们公司基

于CT/MRI的鼻咽癌放疗临床靶区自

动勾画系统已嵌入飞利浦的ISD平台。

说到亮点的话，为了解决多源异构的医

学影像数据的差异，我们的核心技术采

用的是小样本集数据训练模型，并与知

识图谱和深度学习相结合。

6.粤港澳三地发展医疗人工智能比起国

内其他地区是否具有优势？比如在大数

据上，用户群体或者某项医疗疾病等。

相比于国内其他地区，我认为粤港

澳大湾区在医疗人工智能方面具有一定

的优势，尤其是发展鼻咽癌、乳腺癌辅

助治疗与诊断的人工智能方面。另外，

在大数据获取上，我们是直接将系统部

署到合作医院中，并不从医院直接获取

数据，而是在院内训练系统，从而获得

增强特征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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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由于医疗行业高壁垒本身的特性，医护

人员的数目相比市面上对于医疗的需求

是明显不足的，那么医疗人工智能技术能

否解决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假如大量

投入发展医疗人工智能技术会否对医护

人员这一职业带来威胁呢？

我认为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此问题。在前不久的一次论坛中，中国

工程院院士詹启敏表示，“智慧医疗作

为新的医疗模 式，有望 提 供快 捷、精

准、有效，而且价格合适的医疗健康服

务，从而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需求。”例

如，人工智能在看片、病灶勾画等方面

可以有效地减少医生的时间成本。

我认为不会带来威胁。我始终坚持

的一点是，人工智能是用于辅助医生诊

断流程，不能替代医生。人工智能与医

疗行业的相结合，医生是主体，需求来

自于医生，服务对象还是医生。正如董

家鸿院士所说的“我们要认识到是医生

的AI，而不是AI医生。”

8.人工智能是根据数据库所收集到的大

量数据，从中进行选择和分析，才给出最

终答案，并非是通过大脑来进行独立思

考，那么这些数据是如何收集的呢？普遍

市民着重私隐问题，人工智能是如何存

取及保存数据呢？

医学 大 数 据 来 源于医学 设 备所

产生的数据、患者就医所记录的数据

等。为了确保患者的隐私，可以先由

医生将涉及患者的私人信息进行预处

理，并上传到云平台，再进行后续的数

据分析与处理。

9.医疗人工智能目前面对的一个很大的

问题就是价格不便宜，大量投入发展医

疗人工智能，使得医疗成本上涨，看病

可能超越普通市民的负担能力，请问如

何解决这个问题？将来能否增加其普及

性？

人工智能在医疗行业的应用刚兴

起不久，在某些方面的成本可能会较

高，这是常态，但我认为随着相关技术

的发展与普及，其成本会越来越低。在

初期阶段，政府可以在政策上给予一定

的补贴支持。

10.请问您觉得人工智能的前景，能否改

变到整个医疗行业呢？

我认为人工智能在医疗行业的应

用前景很好，但还不足以改变整个医

疗行业。首先，医院的诊断与治疗需要

实时地与患者进行沟通，这是人工智

能所不具备的；其次，受当前产生数据

的医疗设备技术限制，还不能清晰地

反映患者的病症情况，仍需要经验丰

富的医生。

11.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并未到达一个完

美无缺的阶段，假如一旦出错，引发医疗

事故，责任应由医护人员还是人工智能

的研发公司负责呢？

前面我提到了，人工智能只是服务

医生、辅助医生对患者进行诊断与治疗

的一个工具，医生仍然起主导作用，所

以我认为，（如果引发医疗事故）主要

责任还是在于医护人员。

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发展得如火

如荼。据统计，医疗行业占人工智能应用

市场规模的1/5，市场额将于2025年达到

276亿美元。“智能医疗”在影像分析、超

声读片、辅助决策方面早已发挥着积极

的协助作用。未来，人工智能将推进精

准治疗癌症，在智能诊疗、医疗机器人、

健康管理等方面都将会得到广泛的应

用。人工智能赋能医疗，为我们呈现一个

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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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思略特金融咨询业务合伙

人方方女士受邀出席了10月24日

在澳门举办的“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暨港

澳地区养老保险研讨会”，该研讨会围

绕养老保障机制提出“公平、效率、善

治”三大方向，邀请了养老金领域资深

专家、学者及官员，共同交流现行各地

养老保障制度的新进展，分享新的发展

趋势及不同范畴的新信息。

方方女士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大

湾区共建养老创新实验区》的主题演

讲，与在场嘉宾分享了中国内地和香港

地区养老体系所面临的挑战、打造大湾

区养老金创新试验区的必要性，以及中

外资机构参与养老实验与创新的五种

方式。

全球养老金缺口扩大趋势

据世界经济论坛研究预测显示，全

球八大养老金储蓄国的养老金缺口将

从2015年的70万亿美元扩大到2050年

的400万亿美元。普华永道思略特认为

导致缺口激增有五大因素：

· 年轻一代的新就业习惯和就业

前景：小微企业和自由职业人群比例较

高，使得他们获得退休储蓄保障的机会

有限。

· 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除了生活

水平的提高，对更高水平的退休收入的

需求和期望也会增加。

· 人口全面老龄化：特别是发达

经济体的老龄化，将导致抚养比率增

加，养老金计划面临压力。

· 从确定给付型（“DB”）养老金

计划转向确定缴费型（“DC”）计划。

· 长期的低利率环境：使得私

人和公共养老金系统的融资更具挑

战性。

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养老金体系共同面

临五大挑战

没有完美的养老体系，经 合组织

（OECD）曾提出一个相对健全的养老

体系需要具备以下特征（见图1），并在

全球范围内达成了共识。

结合经合组织所提出的相对健全

的养老体系特征，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内

地和香港地区共同面临以下五大挑战：

· 一刀切的养老解决方案，难以

满足不同收入人群的需求。

· 养老金投资整体呈低收益（见

图2），将降低进一步投资的动力，从而

无法获得有意义的退休保障。

· 养老金管理的基础设施效率较

低，零散的数据库和纸面工作导致高运

营成本。

· 自愿供款的养老金税收激励

有限。

· 第四支柱即非金融类养老解决

的资源相对缺乏。

大湾区养老——金融机构的五大机会
作者_普华永道思略特金融咨询业务合伙人  方方

 普华永道思略特资产管理业务高级经理  赵钰

2019年2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及多条与养老相关的政策，这为粤港澳

大湾区“9+2”城市群养老产业和养老金融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如何利用大湾区的区位优势探索创新养老实践

则成为业内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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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紧机遇助力大湾区养老实验与创新

面临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养老金

体系的诸多挑战，需要企业与政府共同

推动。我们认为国内外金融机构可考虑

如下五大机遇。

机遇一：跨境资产配置

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养老金的跨

境资产配置呈上升趋势（见图3）。特别

是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GPIF的跨境

配置比例从2014年的34%上升至2018

年的42%。全球收益领先的加拿大养老

基金投资管理机构CPPIB呈现投资组

合多元化、资产配置全球化的特点（见

图4），这是其取得较高投资收益的主

要原因之一。

中资基金保险公司需要尽快打造

跨境投资的能力。中国养老金的境外

配置比例由于政策限制非常滞后，所以

中资金融机构需要提前通过三种方式

打造跨境资产配置能力，即构建海外团

队、并购与寻求合作、投资海外基金。

通过这些方式实现跨境资产配置能力

图1：经合组织提出的相对健全的养老体系

图2 :养老金的投资回报率及通货膨胀率(2000-2016)

信息来源：经合组织，普华永道整理分析

1)注:新西兰为2007	-2016年数据。

信息来源:晨星，Canada	Pension	Plan，SuperGuide，	Money	Facts	,

CPPIB年报，普华永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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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较长时间的投入，大湾区的中资金

融机构可以借鉴发达市场的跨境资产

配置经验，充分发挥跨境金融优势。

机遇二：外资基金公司可发挥ESG

投资的优势

借助推进绿色金融的纲要和举措

框 架，以 及 跨境金融优势，大湾区可

以形成ESG投资（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Investment）的

区位优势。近年来，作为国际投资机构

热点投资主题之一的ESG投资，全球

投资规模不断增长。截至2018年，全球

ESG投资的规模约为30.7万亿美元，较

2016年上涨34%（见图5）。全球养老金

市场对ESG的投资力度也日益凸显。截

止2019年3月底，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

金GPIF共向五只ESG指数注资约330

亿美元。美国纽约市公共养老金将在未

来五年中退出化石燃料相关投资，并计

划将剥离出来的近1890亿美元全部投

资于ESG相关主题。

我们认为大湾区有望形成ESG投

资的区位优势：

· 依托绿色金融政策支持，采用

创新投资方式，丰富ESG的投资产品；

· 完善投资流程，持续监控ESG

表现；

· 利用境内和境外两个市场的

优势，开展投资交流，引导国际资金

流动。

机遇三：探索中产养老解决方案

从海 外经验 来看，中产养老问题

对于社会稳定、促进扩大内需消费具有

极高的战略意义。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

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大湾

区更是国内中产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解决中产养老问题，对于维系社会稳定

和促进消费升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这一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政府提供更多

的政策引导。中产阶级基于财富积累，

对于养老的需求趋于多元化。投资机构

图3: 2014年养老金海外投资占比

资料来源:	National	associations	and	OECD，普华永道分析

信息来源:	CPPIB年报，	普华永道分析

图4: CPPIB的资产配置(199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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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全球ESG投资规模(2016-2018)

信息来源:	GSIA	2018	Global	Sustainable	Review	Report,普华永道分析

除了致力于丰富现有的养老产品外， 

同时需要关注以下三点：

投资者教育。大多数民众缺乏金融

知识，初期阶段需要政府引导。美国在

2005年出台《养老保险法》后，提出的

个人退休账户IRA默认选择，很多时候

把生命周期基金作为默认选项，契合投

资者的资产、年龄等状况，更好满足其

养老需求。 

通 过 细 分 客 群 提 升 客 户 体 验，

并 提 供 泛 养 老 解 决 方 案。例 如 美 国

Ellevest，一家专门面向女性提供定制

化在线投资顾问和投资管理的金融公

司，其在专注女性客户全生命周期投资

需求方面拥有先进实践。 

税收递延配套。通过优化税收递延

等优惠政策提升养老产品对个人投资

者的吸引力。

机遇四：利用新技术打造金融科技

养老实验基地

普华永道曾针对大湾区金融科技

课题邀请了业界专家进行采访，受访者

纷纷聚焦大湾区的法律体系转型、加速

竞争、先发优势、聚集人才以及全价值

链赋能。大湾区可以作为金融科技养老

创新实验基地，通过5G、大数据、人工

智能（AI）及区块链等新科技手段，运

用到养老产业和养老金融的发展中，实

现跨区域养老数据的交互，突破养老金

融产品创新，提升养老服务的智能化，

同时有效降低养老基金的运营成本。

机遇五：利用区位优势，挖掘医疗

和养老投资

在大湾区，内地医养的硬件优势和

港澳台地区的软件服务能力可以形成

非常好的合力。金融机构可以关注其中

的投资机会。

中国老年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未来四类老年人群持续增长：失能及高

龄老年人、患慢性病老年人、空巢老年

人及高收入老年人。相应的，老年人群

对于养老的服务需求也在发生改变，如

对专业化照护服务需求增加，对于老年

旅居养老、疗养服务等高层次服务需

求增长。日本作为较早进入老龄化的国

家，在医养结合方面有着成功的探索。

“介护保险制度”（日语中的“介护”相

当于中文“长期护理”的意思）的推出

缓解了老人在医疗健康方面的财务压

力。此外，日本拥有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载体，紧密结合医疗和养老，搭建了功

能齐全的医、养、护服务体系。大湾区

可以借鉴海外先进实践，形成从制度到

服务创新的医养结合典范。

除了上述市场机构的积极参与，也

离不开政府在大湾区的法律法规层面

推行适度的创新，以共建大湾区养老创

新实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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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银是一所生物科技检测公司，请

问与香港大多检测公司有什么不同

之处，比如在经营方式，是否有独特的技

术支持等。

大多检测公司是使用化学测试，

优点是非常精准；而水中银是使用生物

测试进行检测，在结果上较为全面。另

外，水中银对于检测方面是制定一个标

准，并非单纯地执行一个标准。这是最

大的区别。

水中银独有的技术就是利用斑马鱼

及鲭鳉鱼的胚胎进行毒性测试。首先，

简述一下斑马鱼胚胎检测技术的特点：

斑马鱼胚胎主要是用来检测急性毒。急

性毒指短时间内能反应出症状，比如皮

肤敏感、红肿、发炎等。斑马鱼在国际

上有多份的研究成果，已经被广泛应用

于药品的安全性与功效评估，它和人类

的疾病相关基因相似度达87%，这也是

被广泛采用的原因之一。当检测到急性

有毒物质时，斑马鱼的鱼胚胎发育会异

常，严重时会直接死亡，在快速检测（48

小时）中，能一次性筛查对人体有健康

隐患的1000多种急性毒物质。同时，这

个生物模式应用在药物筛查方面长达

30多年，所以生物模式在世界上比较稳

定及具有科学性的。

第二就是鲭 鳉鱼，鲭 鳉鱼胚胎主

要是用来测试慢性毒，慢性毒指类雌

激素，会增加罹患癌症、肿瘤、不孕不

育等疾病的风险。导致慢性疾病的元凶

之一是类雌激素，而鲭鳉鱼胚胎可快速

（24小时内）检测出产品是否含有过量

类雌激素，降低消费者购买到类雌激素

产品的风险。作为一项独特的技术，水

中银将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荧光蛋白

基因转入到鲭鳉鱼胚胎中，对雌激素受

体的一个下游基因进行了标记，并经过

十多年时间将其稳定超过十代，测试的

稳定性与准确性已经获得国际认可。当

检测到慢性毒物类雌激素时，鱼胚胎的

肝脏会发出绿色荧光，通过光的强度能

够量化有毒物质的多少。

 

贵公司使用鱼胚胎进行检测，相比起传

统使用小白鼠等动物做实验较为人道，

但是动物实验沿用至今是因为它的基因

与人类接近，那么以鱼胚胎进行实验是

否能反映人类所面临的问题？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 Nationa l 

Institutes of Health)研究结果指出，

斑马鱼和人类致病相关基因拥有高达

87%的相似度， 且已证明能够筛选超

过1000种有毒化学品，已经被广泛应

用于药品的安全性与功效评估。斑马鱼

亦在器官组织和生理上和人类高度相

似。因此，对斑马鱼胚胎有毒的物质，对

人类也极有可能有害。

小鱼亲测使用鱼胚胎进行检测，主

要是由于它所带来的商业定位。首先，

风险把控。鱼胚胎作为实验对象并非

单纯的取代传统动物的地位，而是鱼胚

胎更能有效地控制风险。比如使用小白

鼠做实验，养大一只小白鼠所需的成本

和检测结果出来的时间会较长，相反鱼

胚胎可以大量繁殖，检测结果能在24

小时内呈现，成本和时间大大的缩短，

降低风险。

其次，快速筛查。鱼胚胎能在快速

的时间内呈现简单的检测结果，一旦结

果不如理想，可省却产品进一步进行检

测的时间和金钱。

第三，质量促进品牌。消费者在选

购产品时，看到产品印有小鱼亲测颁发

的绿鱼（品质卓越）标签会更容易理解

及购买，表示他们相信产品的安全性。

使得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提高，品牌

的投放更有效率。

 

小鱼雄心：智慧技术测出安全好生活
—专访水中银（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人、首席商务官	陈子翔

采访、撰文_邓嘉宝，翟云霆

“民以食为天”，健康生活离不开一日三餐的食品安全。曾以主讲嘉宾身份出席商会会员大会的水中银（国际）生物科

技创始人陈子翔先生再次接受会刊编辑部专访，详细介绍公司如何将曾获诺贝尔奖的先进技术，成功应用到日常生活

的食用品/消费品。

当检测到慢性毒物类雌激素时，鱼胚胎会发出绿色荧

光，光的强度能够量化有毒物质的多少，在严重情况

下，鱼胚胎不会发出绿色荧光而直接死亡。

正常鲭鳉鱼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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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公司指出现时大部分检测只能反映出

样品20%的安全性，请问小鱼亲测能反

映出多少安全性？以及优势是什么？

现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其实有超

过十万种化学物质，在资金充足的情况

下，大多公司的化学检测方式是能准确

检测多项结果的，但是由于成本限制，

可能每次只能就产品测试某数项化学

物质，结果仅代表部分的安全性。鱼胚

胎每一次进行检测，可以检测超过上千

种物质，整体结果能反映出样品80%的

安全性。

至于 优势方面，之前所提 到的化

学检测如果需要进行全面的化学物质

检测，费用会十分高昂，而鱼胚胎每次

能检测到上千种化学物质，对于产品来

讲，检测成本会相对降低。还有，鱼胚

胎能快速全面地反映产品的生物学毒

性，不受限于标靶范围内的已知毒素，

且能反映出多种成分混合后的综合生

物毒性。

 

请问检测是否一条龙的进行检测，由原

材料、生产过程到包装上市都全程检测

呢，还是只提供某个程序的检测？

小鱼亲测并不是一家只提供检测

的公司，我们会为品牌提出产品配方的

改善、供应链优化等，检测只是其中的

一部分。从质量促品牌为核心，小鱼亲

测会从材料的源头到消费端提供服务，

包括最初的原材料筛查、数据库的建

立、每年提供质量的监控，以及品牌的

推广，包括如伊利、君乐宝等国际上的

大品牌。

 

贵公司有一个检测认证，对检测过的产

品划分为绿鱼（品质卓越）、黄鱼（品质

合格）、红鱼（有待改善）。请问公司会否

考虑公布被检测为"红鱼"的产品来提醒

消费者不要购买呢？

普遍消费者在选购产品时，看到各

种标签都会感到混乱，小鱼亲测将产品

的安全性划分为红黄绿鱼能让消费者

容易去理解。假如我们把所有产品信息

都推出，“绿鱼”、“黄鱼”、“红鱼”产

品都公布，市面上一下子会涌现大量好

的、不好的产品。这样一方面容易造成

消费者的恐慌；另一方面，能在市场上

销售的所有产品都是合法的，即使我们

检测出产品是“红鱼”，并不代表它就

是犯法、违规。我们公司提出红黄绿鱼

这个认知，最初的理念是“推优”，是

带来一个更高的标准。在检测中介的层

面，我们是不会公布检测结果较差的产

品，检测数据也会交回给委托人，由委

托人处理。

 

请问贵公司从创立至今所面对到的最大

的困难是什么呢？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

同时，对于这个行业未来的前景有什么看

法？

小鱼检测不只是一个检测机构。检

测机构的定位大多是一个标准的执行

者，跟从标准走，我们是要成为一个标

准的制定者。即便我们有着一个好的技

术，好的想法，但是从这个想法的落地

到成为产品上市，中间涉及到很多的智

慧在里面，不是说把产品发行出来这么

简单，而是需要不断地通过尝试、设计

使得产品更为完善，这就是标准制定者

需要去思考的地方。

早些年前，水中银作为一个高新科

技企业，其实通过融资创立是不容易

的。当时市场对于高新科技可能并不了

解，然后生物科技又是一项花销比较大

的行业，无论从前期的科研到后期的各

种投入，都需要大量金钱，所以当时水

中银面临较大的问题是在融资方面。

对于这个行业，我们是和整个快消

品一同成长的，服务于快消品。目前中

国快消品市场以平均每年12%的速度

增长，小鱼亲测围绕着这个行业进行周

边服务也会快速上升。同时，大众逐渐

重视质量安全方面的问题，小鱼亲测拥

有独特优势，在IT、专利等方面较为全

面，在将来行业发展中也具有一定的领

先地位。最后，小鱼亲测重视作为标准

制定者的身份，坚持创造独特有效的方

法，不是盲目地跟随主流，因为一旦有

大量相似的产品出现，就会失去主动的

优势变得被动。

 

最后，对消费者选购或者辨别一些安全

食品，您有没有一些简单易行的建议？

从个人角度，当然是建议消费者选

购经过小鱼亲测的产品，小鱼亲测建立

了一个消费品安全信息平台，可给予消

费者更多的安全指引，目前在网站上也

有公布40多个类别的优秀产品。另外，

也建议消费者选择有有机认证的产品，

相对比较健康。不过，消费者尽量还是

要选购经过技术测试的产品会更有保

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件事情的

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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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在人们日渐关注身心健康，可以简

单介绍一下健康保险和健康管理之间的

联系吗？您怎么看健康保险与健康管理

的结合及其可行性？会带来怎样的新局

面？

答：健康管理最早起源于20世纪50年

代的美国，近20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

得到了快速发展，已经成为西方医疗服

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中国，

健康管理是近年引入的一门全新学科

和行业，整体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

而商业健康保险在中国的发展，更

是处于初级阶段。在健康保险行业中，

健康管理的概念与医疗行业中略有不

同，可以视为保险管理与经营机构在为

被保险人提供医疗服务保障和医疗费

用补偿的过程中，利用医疗服务资源或

与医疗、保健服务提供者的合作，所进

行的健康指导和诊疗干预管理活动。在

健康保险业应用健康管理，其目的主要

是提供健康管理服务与控制诊疗风险。

健康保险是以经营健康风险为核心内

容的金融服务行业，而健康管理则具备

了健康服务与风险管控的双重功能。

新技术促行业变革潮 
保健康还需金融助力
撰稿_翟云霆

健康是每个人都希望达致的目标，而在保障健康的过程中，现代金融手段如保

险等，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会刊编辑部本期专访了广东香港商会副会

长、广州亚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宋博宏先生，请他介绍健康管理与健康保险之

间的关系，以及变革中的保险行业。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东  副会长
广州亚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董事

宋博宏先生

自2 013年 9月国务院 发布《国务

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

见》以来，各险企积极布局健康产业，

传统的商业保险与健康医疗、养老保险

逐渐结合，新型的“大健康、大养老”

产业链正逐步完善。商业健康保险作

为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

水平、创新社会管理、促进医疗保障体

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

明：健康保险与健康管理之间具有天然

的内在联系。健康保险在为客户提供健

康风险保障服务的同时，需要加强与医

疗服务机构和健康管理服务机构的合

作，或直接投资于与健康保险业务密切

相关的健康管理、医疗、养老、护理等

机构，进一步延伸产业链，为客户提供

健康教育、疾病预防、就医服务、康复

指导和护理等全流程的健康管理服务，

建立和完善“健康保险+健康管理”的

专业化经营模式。

 

2.那么在科技日益发达的当下，保险行业

自身更多是面临新机遇，还是在受到影

响和冲击？

答：从公开数据来看，2014年我国互

联网保险累计实现保费收入858 .9亿

元,较2011年互联网保费规模提升了26

倍，对全行业保费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18.9%。而同时，互联网寿险的渗透率

却只有2.78%，传统寿险企业“互联网+

保险”行动计划步履艰难。传统寿险企

业产品的独特性、原有代理人制度的根

深蒂固及保险销售渠道未充分开发利

用等，令我国寿险企业“互联网+保险”

战略计划实施困难重重。

依靠其庞大的规模优势和资本优

势，短期之内传统寿险企业地位难以

撼动，但是长此以往，传统寿险企业必

将遭受重创，而作为寿险企业运营的重

要环节，营销模式转型更是十分紧迫。

有人说: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金融行

业受到了来自互联金融企业的强烈冲

击；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金融行业可

以利用大数据实现涅槃重生。中国保险

行业的渗透率只有3%，大大低于西方

发达国家10%左右的渗透率。

保险行业分财险和寿险，面对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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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寿险和财险服务主要依靠电话进行

销售，电话销售正在面临巨大的挑战，

年轻的80后、90后不愿接收来自保险

公司的电话，保险行业电话销售率正在

逐年下降，已经影响了保险行业未来的

发展。

我认为，互联网保险一定会取代传

统的保险销售模式 。现在各家互联网

保险产品之所以是小打小闹，原因是传

统保险还能盈利，但将来未必如此，未

来客户都在互联网和微信上，为了获取

客户也必须走这条路。传统保险从产

品设计到代理人制度销售模式，无法实

现站在客户角度销售买险。保险公司九

成以上保单的件均保费低于万元，意味

大家真正需要的还是保障，特别是价格

低、标准化、保障大的产品。

现在金融业处在一个全球竞争的

时代，发达国家金融业在规则制定、金

融文化、技术能力、人才队伍等方面占

据着全面的优势，大数据给我国金融业

带来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我们应该珍

惜并利用好这个机会。

 

3.贵司的业务范围或服务对象在这个变

革大潮中发生了什么改变？

答：近年来，国内很多保险中介公司也

开始顺应互联网的潮流积极转型，从传

统的车险销售转型到健康险的销售。其

中有一些保险中介公司还通过增加对

外融资，加大了对公司系统的开发与改

良。仅以出单系统为例，实现了从传统

的沿用保险公司提供的出单系统，到研

发了自家的BtoB、BtoC的系统平台。

亚浦作为一间专业经营意外健康

保险的保险中介机构，一直坚持稳打稳

扎，不盲目跟风，充分利用自身的渠道

优势发挥自己特长。早在十年前就已经

开始投入开发自己的网上出单系统平

台，渠道客户可以通过亚浦的出单账户

直接选择不同保险公司的产品来投保。

至今我司已经与国内近十家保险公司

实现投保、理赔数据的点对点对接，可

供客户实时查询相关的保单和理赔信

息。一直以来，我们的优势渠道是省内

各大小旅行社、签证机构等有保险需求

的渠道。

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 之后，大部

分消费场景正在移动化，人们的衣食住

行以及文化娱乐消费都可以通过移动

App来解决。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消费

场景移动化趋势更加明显，这个群体几

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关注。作为我们的系

统的延伸发展，我们已经开始与合作单

位共同推出手机app系统，在提高用户

体验之余，更可以拓展我们的销售网

络，服务的对象由渠道批发扩散到零散

的终端个人用户。

 

4.企业制订保险方案的侧重点有否改

变？

答：国外一些领先的保险公司在设计保

险产品时，已经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进

行设计，并取得了较好的市场反馈，产

品的盈利可观。

过去保险产品在设计时并没有从客

户角度出发，主要关注风险和收益，产

品设计出来是否满足客户需要，保险公

司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当保险产品推出

后，其是否会被被客户接受，很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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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市场推广力度和销售人员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投入资金较大，

产品风险很高。

年轻一代正在走向分化，很难有一

个产品满足大部分客户需要。在新的社

会形态下，我们了解市场，我们可以帮

助保险公司了解客户特点，设计出满足

客户需要的保险产品。以数据分析和客

户需求为出发点的保险产品设计，将会

在产品收益、客户体验、风险管理等方

面取得领先，而我们提供的数据和分析

将会帮助保险公司设计出风险分析充

分、适应客户需要的保险产品。

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客户特点，依据

客户的需要来设计保险产品，这样才能

保证保险产品的销量，形成一定规模，

覆盖风险事件发生概率。

 

5.资料显示，贵司所代理的保险覆盖很广，

是否方便透露哪个险是最受欢迎的？近年

来，这个最受欢迎的主角是否有改变？

答：其实这个问题上面已经有提及。基

于我司的优势渠道，十多年以来亚浦保

险代理一直专业经营短期意外健康险

的销售，其中优势的险种是旅游意外

险。这也是保险业最早引入互联网的险

种，所以我们也顺应潮流大力发展该险

种的互联网销售。

未来的社会消费主体是80后和90

后，保险产品的主要客户群也在转向年

轻人。尤其是旅游业这部分，年轻人将

会是消费的主力，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年

轻人的特点，才能够协助保险公司设计

出适合客户需要的产品，更好地为客户

服务。 

除此之外，由于我多年以来扎根于

各个商会的活动，也积累了不少这部分

的客户。未来我们会面向商会会员推出

性价比更高的保险产品。例如财产保

险、雇主责任保险、公众责任产品等常

规的非车险产品。

我们一直最重视的核心价值是服

务客户的最终体验。得益于一直服务于

旅游行业，我们会以高于保险行业服务

的标准来服务客户。

 

6.《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

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合作的方向和原

则，这将对广东养老产业的发展有着非常

巨大的促进作用。在这个大趋势下，是否

也会带动保险产业的新需求？

答：诚然，港澳大湾区项目为我们提供

了不错的商机，我在香港商会服务了多

年，深感这是一个联动多地的很不错的

项目。衡量一个地区是否发达的一个

标准就是看该地区金融发展的程度如

何，保险这样的金融产品恰好可以渗透

到各行各业中。

目前大湾区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是

不平衡的，保险业的发展更是这样。近

十年来，中国已经进入老年人社会，有

很多大陆的居民看中了香港保险产品

的优势，很多人为了买份健康险、重疾

险、寿险都不辞劳苦跑来香港。 我相

信大湾区各地联动后，这样的情况可以

改善，到时可以把香港保险的产品、技

术、人才引入到内地，这对当地的养老

保险事业一定会有促进作用。

有发展就会有商机，亚浦未来会充

分利用自身人脉资源和意健险产品的

优势，把握时机，与时俱进，积极参与

到大湾区的互联网项目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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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丝医学的创始人，Sara的先

生曾任职香港医院，当发现香港

植发行业的技术水平和服务水准尚未

能满足市场需求，他选择离开医院，赴

笈海外，专修植发，期待在香港开一家

具有国际水平的专业植发机构。经过创

业团队十年以来的不懈努力，服务逐渐

赢得专业口碑，公司得以稳定发展。

在植 发 业务发 展过程中，美 丝 发

现，大量内地客户基于对香港医疗服务

水平的高度认可，常常还会有体检、疫

苗注射等其他的服务需求。“一开始，

美丝都是把这些客户引荐给同行其他的

专科医生或者机构。直到有合作伙伴提

议说，其实我们自己完全可以提供相关

服务。” Sara回忆到。

 来自内地的合作伙伴有药剂师的

行业背景和人脉，通过其广泛的渠道、

网络，成功引流了大量来香港做体检、

进行疫苗注射的客户。这便奠定了美丝

健康管理新业务的方向。

 目前美丝的健康管理业务分为四

个范畴，它们分别是疫苗注射，身体检

查，第二次医疗意见提供和基因检测。

疫苗注射方面，由于采取了ISO体系的

认证，客户会更加放心；体检方面，除了

一些影像要发到第三方机构做分析检

测之外，美丝可以提供很广泛的基本检

查结果报告；至于第二次医疗意见，则

同样是基于客户对香港医疗服务专业

性的认可，多提供一些专科医生的分析

和建议，或给出在香港医疗条件下才可

实施的治疗方案。

 Sara特别提到，目前在其健康管

理业务中占比较大的是基因检测。她表

示，这项业务的合作方是本港大学内一

位教授的基因中心，双方合作，从而保

证设备、技术、服务可以保持最新的级

别。“客人常常只能看机构外观是否漂

亮或够新，但无法分辨设备和技术。但

这就像一些手机看上去很棒，其实只有

iPhone II的配置。”

 在服务过程中，美丝团队发现，不

同地区客户对健康管理的需求也有区

别。就如在基因检测业务上，Sara说，

也许是由于内地资讯、教育与香港有些

不同，所以内地客户对此的认受程度明

显较高。她感觉内地客户会认为基因测

试已经是一种国际流行的先进的健康

管理手段，所以无论是给儿童做的天赋

基因测试，还是涉及癌细胞的基因测试

等等，内地客户都更愿意去选择。

美丝目前最大的客源还是内地客

户。也正因此，过去几个月香港社会上

的不稳定状况，令内地民众对香港有

了不同的看法，难免会影响到业务的开

展。Sara说，11月底就有一位中风的内

地客户，需要在很短时间内送到香港进

行救治，假如当时交通还是受阻的话，

这位客人有可能会因得不到及时救治

而失去生命。

 她表示，近期随着局势稳定，客户

来港意愿也在恢复，大家都希望社会能

尽快回到一个平稳状态。

 作为商会新会员，美丝非常希望

能够了解多一些大湾区的市场状况、区

内的竞争情况以及客户的需求。Sara认

为，大湾区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相信

未来会吸引大量人口。如何配套好相关

医疗服务会是区内的基本需要。“所以

不排除美丝在找到方向和可行方案之

后，会在大湾区增加服务点。现在我们

要做的，就是去摸索，去了解。”

专业服务根植香港十载 
期做大湾区健康管理新军
采访、撰文_翟云霆

坚守一流服务品质，赢得客户长期信任，一直是香港服务业企业保持成功的的不二法门。日前，新会员美丝医学负责

人Sara接受会刊采访，讲述了团队如何在扎根香港、深耕专业服务十年之后，期待进军更广阔大湾区市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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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粤港澳养老服务合作
养老行业发展迎巨大机遇
为深化粤港澳养老服务合作，支持港澳投资者在珠三角九市按规定以独资、合资或合作等方式兴办养老等社会服务

机构，同时为港澳居民在广东养老创造便利条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合

作，明确了合作的方向和原则，这对粤港澳养老合作，广东养老产业的发展有着非常巨大的发展推动力。广东可以为

香港、澳门提供更多的养老选择，而香港和澳门的养老需求，也将有效促进广东养老产业的发展。

关于粤港澳养老的合作，十几年来

一直是三地所共同关注的话题。

随着人口愈趋老化，养老、安老的需求

日渐增加。与此同时，内地生活环境、

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令越来越多的港

澳长者谈及北上养老。另一方面，随着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不断推进及逐渐

完善，港资在内地开办养老机构政策的

逐步落实的同时，内地也摸索着建立国

际医疗养老院，这使养老服务迎来了巨

大的发展机遇。

便利长者“广东计划”

2014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已

推出了便利部分长者选择到内地养老

的政策“广东计划”，让65岁或以上、

选择移居广东的合资格长者，无须每年

回港居住60天以上，也可领取高龄津

贴，现在惠及的长者约有16000人。参

考“广东计划”的成功经验，特区政府

在2019年4月1日加码推出了“福建计

划”，让选择移居福建的合资格长者能

同样受惠于高龄津贴。

医疗条件正在改善

北上安老，最大的难题是医疗。在

医疗护理方面，内地跟香港还有一定的

差距，而在医疗信息互通方面，跨境沟

通还不够完善。长者的病历记录、医疗

信息未向内地医疗机构开通查询。如长

者一旦患病，需专程回港就医，会十分

的不便。

随着内地经济的突飞猛进，粤港两

地养老院的环境也悄然发生了变化。现

在，内地养老院有24小时驻诊医生，对

长者健康的支持度更好，而且户外空间

大，对长期病患长者会有更好的照顾。

如果内地能提供专业医疗服务，愿意回

流内地养老的长者人数将大增，比如引

进香港大学现代化管理模式的港大深圳

医院，就深受在内地居住的港人欢迎。

政策力挺港澳企业

港人希望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办更

多港式医院，提供更完善的医疗配套

设施的建议，得到了政策的全面支持。

支持港澳投资者在大湾区开办医院、学

校、健康养老中心等具体项目，港澳办

会结合相关政策，务实推进合作。民政

部也于去年6月表示，将进一步开放市

场，在投融资、土地供应、财政补贴等

方面加大对香港地区组织或个人在内

地投资设立的养老机构的支持力度。

借鉴港澳等境外保险机构的先进

经验，广东省政府也正在开发适合大

湾区老年人需求的养老健康保险产品

及服务，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需

求。同时引导和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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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10月起，香港特区政府在公共福利金计划下推行广东计划，目的是为年龄在65岁或以上，选择移居广东的合资格

香港长者，每月发放现金高龄津贴，以应付因年老而引致的特别需要。

计划包括： 

(1) 高龄津贴：70岁或以上的香港长者，无须经济状况调查;

(2) 普通长者生活津贴：65岁或以上的香港长者并符合有关的入息及资产规定；及

(3) 高额长者生活津贴：65岁或以上的香港长者并符合有关的入息及资产规定。

有关计划详情，市民可致电(852)3105 3266向社会保障办事处（广东计划及福建计划）或(852)2755 3000向香港国际社会服

务社查询，或浏览社署「广东计划」网页（www.swd.gov.hk/gds）。申请表格及申请指引可在社署「广东计划」网页（www.swd.

gov.hk/gds）下载。

广东计划

养老健康服务产业，欢迎和支持境内外

保险机构在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范围

内，加大“保险+养老”“保险+健康”服

务创新力度和在大湾区内建设健康养

老社区，更好地服务社会民生。

下一步将大力支持粤港澳保险机

构合作开发创新型医疗保险产品，为跨

境保险客户提供便利化承保、查勘、理

赔等服务。这意味着医疗保险有望成为

车险之后，第二项实现“三地通”的跨

境保险产品。

粤 港澳 大湾区在医疗养老方面的

巨大机遇和市场，吸引着资金和人才涌

入。从长远来看，港人赴内地养老将是未

来的大趋势，在妥善安置养老者的前提

下，更可有效减轻香港社会的压力。



拜访：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关嘉文党支部书记、高级合伙人（中）。 拜访：广州卓美亚酒店徐国华区域副总裁及总经理（中）。

拜访：广州大家乐食品实业有限公司杨斌行政总裁（左二）。

拜访：广州正佳广场万豪酒店沈头铉总经理（右）。

拜访：香港太古地产有限公司广州代表处冯启燊副总监-物业营运（右）。拜访：汉森伯盛国际设计集团盛宇宏董事长（左二）。

会员拜访

如您也希望与我们见面交流，欢迎与秘书处联络。

电话：(020)8331	5103

电邮：info@hkcccgd.org

CONTACT 020

 MEMBER SURVEY 会员拜访

香港商会理事局成员为与各位会员有更直接的沟通交

流，专责会员事务委员会的成员诚意邀约前往进行拜

访交流，希望在加深了解的同时聆听各位对商会的建议和意

见。感谢以下各位会员朋友抽空与我们交流。



Rocky Yu  十多年國內營商經驗，2015年成立前海港駿達深
圳商業服務有限公司，成立的前海，南沙，橫琴公司共過三百
家。曾接受無線TVB“走進大灣區”訪問，I-cable，Now 
TV, 經濟一周，文匯報，大公報及中央國際台受訪嘉賓。

駿達商業會計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葵涌葵豐街2-16號鐘意恆勝中心705B室
Tel: +852 3171 8126
Tel: +82 18620360022
WeChat  ID ：Rockyhkg

前海港駿達(深圳)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中國深圳市羅湖區人民南路嘉里中心714室
Tel: :+86 755 8249 9253

大灣區達人Rocky Yu
為你解答國內營商問題

前
海 南

沙

橫
琴

前
海 南

沙

橫
琴

港商
如何落地大灣自貿區 

港商

成立公司，財稅代理，稅務籌劃，銀行開戶

前海港駿達（深圳）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https://www.facebook.com/www.incomtek.com.hk

www.crossnetwork.com.hk

14天成立前海公司，保證開通銀行帳戶

自有商務中心提供租賃憑證，免費代辦15%所得稅優惠備案

公司資金合法出入境備案辦理，跨境服務合同備案辦理

服務範圍服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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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MEMBERS 新会员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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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计划仅限中国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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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大润佳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华大润佳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正规金融

牌照的金融服务公司，主要提供汽车购车分期、房屋抵押融

资、工程履约担保、诉讼保全担保、大型设备融资租赁、融资

咨询等业务。

业务范围覆盖全国，年业务发生额高达20亿元，每月为近千

名客户提供融资相关服务。努力成为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引

领者。

公司代表 /汪初萍 

电话 / 86-185 1759 6040

地址 /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

 A栋201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协会
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协会是由大湾区内的商界领袖、经济专家

及社会精英倡导创立的经济贸易及融资配对平台，及由区内

知名大学支持并提供多元化政策研究、分析和建议的经贸

研究院组成，配合国家策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发展;

运用大湾区内各地域不同优势及资源，加强区内经贸合作，

协助国家在国际上的经济及贸易发展。

公司代表 /吳海岳先生

电话 / 852-2866 2732

电邮 / marc.ng@ghkmbayarea.org 

  info@ghkmbayarea.org

凯鸣知识产权（深圳）有限公司
专注于知识产权服务领域，为客户提供专业、一体化的知识

产权解决方案。内容涵盖：专利申请、商标注册、版权登记及

涉外服务。

旗下设有四家分公司，提供全球公司注册、各国银行开户、做

账审计及VAT申请。

公司代表 /叶少文先生

电话 / 0755-8233 5966

邮箱 / info@szkmtr.com 

网址 / www.szkmtr.com

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北路1002号

 瑞思国际中心A座702-703

维他奶（上海）有限公司

维他奶以营养、美味及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专注于生产及

分销各种高质量的植物食品和饮品，总部位于中国香港。目

前，维他奶旗下产品畅销全球约40个市场，在中国香港、中

国内地、澳洲及新加坡均设有生产营运基地。维他奶中国内

地业务持续稳步发展，在深圳、上海、佛山、武汉和东莞（在

建）设有工厂，主要生产和销售豆奶及茶饮料。

电话 / 020-8370 8097

网址 / www.vitasoy.com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161号

 中泰国际广场A座37楼

余祥辉博士
余氏金融科技集团创办人，10年来我地一直专注外汇及贵金

属量化交易系统开发及应用，涉及金融科技创新，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业务，技术不断追求创新，为金融机构及交易团

队建立交易系统及设计交易策略累积交易超过240万宗，涉

及3,000亿美元交易额。

电话 / 852-3698 6699

地址 / alex.yu@yventure.capital

地址 / 香港九龙九龙湾宏光道1号

 亿京中心B座21楼A室



光阴荏苒，2019 年转眼已接近尾声，

11 月 6 日香港商会一年一度会员

大会在广州南丰朗豪酒店顺利举办。会

议上我们与会员们分享商会过去一年的

工作情况，同时对各位会员们的大力支

持与参与表示感谢。

会员大会后，中山大学数据科学与

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陆遥博士，

与来宾分享“人工智能在医疗界的应用

及发展”。未来，AI人工智能将成为疾病

防治各环节中重要的支持技术，是医生

在未来诊疗工作中最好的辅助工具。

2019 年会员大会暨主题演讲午餐会

“医疗人工智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彭浩贤会长（左）向陆遥博士（右）赠送纪念品。

彭浩贤会长（左）与吴文慧秘书长（右）分

别汇报商会过去一年的情况。

来宾们认真聆听工作报告。

演讲嘉宾：中山大学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的陆遥博士。

CONTACT 023

REVIEW精彩瞬间



香港商会一年一度的中秋晚会于 9

月 4 日晚上在广州正佳广场万豪

酒店顺利举办。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 70 周年，当晚以 70 元的优惠价格

回馈会员，希望和来宾们共同庆贺祖国

70 岁生日。

活动现场挂有浓郁节日气氛的小

红灯笼，美味的佳肴、醇厚的美酒、亲

切的互动、精彩的游戏、欢乐的灯谜、

丰富的礼品，2019年中秋晚会在欢乐中

圆满结束，在此非常感谢当晚130多位

会员朋友及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中秋晚会

会长彭浩贤致辞。

来宾合影。

来宾合影。

游戏环节。

节日必备：猜灯谜。

幸运来宾合影。

CONTACT 024

REVIEW 精彩瞬间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第十次会长

会 议 于 2019 年 10 月 26-28 日

在 上海 市顺 利举 行。三 天 的 行 程 里，

20 多位来自全国十一个地区的会长及

成员齐聚魔都 上海。

上海香港商会为成员们安排了丰

富的行程，包括参观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上海中心、一号

运动中心址及深坑酒店--佘山世茂洲

际酒店。带领成员走过历史的长廊、

观赏风靡世界魔都的夜景，走进深坑

酒店，打卡网红酒店，可以用上天入地

来形容。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第十次全国会长会议 @ 上海

奥运冠军邹市明的冠军金腰带于一号运动中心内展示。

部分与会代表与上海执委成员们合影留念

参观上海中心

参观一号运动中心

参观中共一大旧址

第十次会长会议进行中

各地区会长及与会代表们大合照

上海中心外的东方明珠塔

CONTACT 025

REVIEW精彩瞬间



大湾区经济发展迅速，科技产业的

发展速度更是一日千里，为让会

员们更切实了解国内高科技企业的发

展情况及前景，8 月 21 日上午，香港商

会与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协会一同组织

会员前往参观广州亿航智能技术有限公

司，亿航为来宾介绍公司发展历程并

介绍准备投入服务的载人机，亿航的实

力与产品无不彰显着国内高科技产业

的蓬勃发展。

企业参观交流

8月 21 日结束了一日的行程后，香港

商会与参会来宾及会员们共聚广州

海航威斯汀酒店酒吧，精美的酒水和小

吃，闲聊着当日的参观及交流会的心得，

会员们谈天说地，气氛愉悦。香港商会

定期举办会员聚会活动，让各位会员朋

友能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与会员朋友保

持紧密联系，交换最新市场信息，沟通

联谊。

8 月会员聚会

CONTACT 026

REVIEW 精彩瞬间

【粤港服务业交流会】暨《在粤香港服务业企业名册》发布会

8月 21 日的粤港服务业交流会是香

港特区政府驻粤经贸办事处、中

国香港（地区）商会 - 广东及香港贸

易发展局合办的年度盛事，同时也进

行了 2019《在粤香港服务业企业名册》

的发布仪式。交流会上邀请到创基金

2019《在粤香港服务业企业名册》正式发布。

香港商会及粤港澳经贸协议代表出席交流会合影。

陈锐文创始人兼 CEO 为来宾讲解如

何利用香港科研优势，以新科技服务

大湾区市场的创新创业。紧接着是中

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穗港澳区域

发展研究所所长、博导张光南教授为

来宾分析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其中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随后分享环节中邀请到三位在大

湾区发展的企业家就自身的经验作分

享，香港服务业如何能在大湾区发展

中脱颖而出，分享嘉宾分别是杨家声建

筑事务所董事长杨家声先生、苏豪路易

士嘉玛形象设计执行董事王健峰先生

及香港红点子创始人兼CEO李嘉俊先

生。



11月 13 日，东莞市外商投资企业

协议邀请外国驻粤领馆、商会

相聚于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举办一年

一度的联谊交流活动。当晚有来自科

威特、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波兰、韩

国、泰国、美国、菲律宾、安哥拉、刚果、

哥伦比亚驻粤总领事馆，华南美国、法

国、英国、欧盟驻粤商会的代表，广东

香港商会叶泽荣副会长、梁敬漳副会

长也应邀出席，会上各国驻粤总领事馆

与商会的相互认识和沟通交流，帮助会

员企业了解全球贸易投资信息及开拓

海外市场。

东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与外国驻粤总领事馆、商会联谊交流活动

REVIEW精彩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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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精彩瞬间

2019 年，广州市政府为了全面配合

大湾区发展计划，支持港澳青年来

穗发展，大力推出了被誉为“精准引才”

的引进人才政策，为大湾区企业发展引

才引智。9 月 19 日香港商会在 O2Park

创客公园举办了大湾区人才交流日，此

次活动邀请到创业基地人才服务、金

融贷款及设计师到现场作分享，为想要

在大湾区创业发展的年青人提供专业

的意见及经验分享。

交流会后，来宾 相聚园区内，享

受着美食美酒，交谈着创业发展的商

机。

“创业 + 融资”大湾区人才交流日 &Happy Hour 会员聚会

参观O2Park创客公园园区。

会员聚会现场。 来宾合影。

O2Park创客公园萧亮有运营总监。 广州民间金融商会陈智锋会长助理。

广州市海珠区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代表张灏颐部长为来宾
介绍人才引进的新政解读。

广州市海曙区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卢宇峰部长。 杨家声建筑师事务所杨家声董事长。

中以科技交流中心蔡纯真运营负责人。



初秋 10 月气温怡人，10 日香港商会

带领 50 位会员前往周大福金融

中心参观全国最高的广州瑰丽酒店，与

会员们一起体验最高的视觉景观及不

同的设计文化。从大门的设计到室外

园林的风格无不展示着酒店诠释尊崇

不凡的品位和追求。

结束游览后，我们开始了“美味”

的交流，会员聚会上十几款精致美观的

小吃，吸引了不少会员们目光，美酒佳

肴为会员聚会增添了不少色彩。

酒店参观 & 会员聚会

CONTACT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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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3 日，香港商会组织会员一

行前往江门市新会区，参观李

锦记及三通农业公司，了解港资企业在

当地的发展情况。

早上会员们集合后一同乘坐大巴，

来 到李锦记 新 会生产基地。从 永远创

业精神楼的「百年味道」展览馆开始，了

解李锦记集团的历史及文化。李锦记是

国际知名的酱料品牌，由李锦裳先生于

1888年创办，家族成员秉承着“务实，

诚信，思利及人”的核心价值观及“永远

创业”的精神，将小作坊发展成跨国酱

料集团。座谈会期间李锦记中国企业事

务总监赖洁珊女士向我们介绍了“希望

厨师”“自动波领导模式”等慈善及教

粤港澳大湾区考察活动

育项目。随后参观了圆盘制曲厂房等酱

油生产设施，认识酱油生产程序、自动

化生产设备和品质管理情况。

午餐后，随即前往广东三通农业有

限公司，参观柑种植基地。三通农场占

地500亩，位于新会柑核心生产区域，

拥有多年的种植经验和先进生产技术，

是当地唯一与中茶合作生产陈皮茶系

列产品的公司。负责人为会员们介绍柑

的种植培育情况、仓储设备及存放要

点，亦共同探讨了产业链发展趋势，共

寻商机。

傍晚时分，会员们在亲切的交流和

欢笑中回到广州，活动圆满结束。

考察团参观三通农业合影留念。

介绍李锦记生产基地沙盘。

为来宾介绍李锦记发展历程。

为来宾介绍李锦记发展历程。

参观生产基地。

考察团参观李锦记合影留念。

参观新会柑种植园。

参观晾晒果皮的场地。

参观陈皮储存的货仓。

CONTACT 030

REVIEW 精彩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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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2019香港学生仲夏京喜分享之夜

CONTACT 032

CHAMBER NEWS 友会之声

2019年7月9日（星期二）由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主办及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协办的“2019

香港学生仲夏京喜分享之夜”在北京千禧大酒店成功

举办！在此特别鸣谢香江国际中国地产有限公司对本

次活动大力支持，为来自香港各大院校的50多名学生

和在京企业人士能济济一堂，度过一个难忘而美好的

晚上。

在晚宴开始前，同学们先参观了北京财富金融中

心。在香江国际中国地产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监黄

卓伟先生的讲解下，同学们对北京的营商背景和政策

都加深了解。

随后，有幸能到达北京财富金融中心68楼的直升

机停机坪，于高空一览北京市独特的面貌。极目远眺

下，华灯璀璨的景色使同学们看得着迷，还不忘合照

留下纪念。

接着，香江国际中国地产有限公司执行及财务董

事、天津市政协常务委员吴来盛先生分批接见了同学

们，了解他们在京实习工作情况，并给予关心和问候。

参观完毕后，便是万众期待的晚宴了。在场嘉宾

和同学们都获得了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

处和香江国际中国地产有限公司赠送的小礼物，大家

也露出怡然自乐的表情。

本次活动由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副理事长

林智祥先生担任晚宴司仪，为活动揭开序幕，带动全

场气氛，同时也表示希望同学们可以仔细聆听讲者们

的分享，从中获益。

晚餐开始之际，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长萧惠

君女士在台上致辞，首先对莅临本次活动的嘉宾们致

以感谢，并表示欢迎香港学生的到来，希望同学们在

这段实习时间都有所得益。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梁志仁主任

致辞分享他个人在两岸三地工作的经验，并鼓励实习

生们要开拓视野，拥抱更广阔的未来。

香江国际中国地产有限公司执行及财务董事、天

津市政协常务委员吴来盛先生致辞勉励同学们要在

这段的实习中抓紧机会，建立人际关系，为未来提早

作好打算。也应把握时间享受与香港截然不同的北京

生活和环境。

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理事李兴龙先生致辞

分享他以创业青年来京三年的体会，和在北京实习到

创业的过程。

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委

助理余彦俊先生致辞分享他从毕业后，在国内就学和

就业的过程与心得。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执行委员兼财务总监 陈伟

权先生致辞分享全家北移的经过，表示国内比香港更

容易安居乐业，并鼓励实习生要跳出同温层，多和不

同想法的前辈交流沟通。

香港青年唐诗雅小姐在国内受基础教育后到美国

留学，近几年暑假都在中美两地实习。唐小姐表示同

学们应好好享受这段难得的实习时光，她鼓励同学们

在工作中应主动使用自己的技能和专业解决问题，即

便工作岗位或工作范畴与自己的专业、兴趣不符，也

能从中得益。

参加了2019京港青年学生实习计划的樊晓怡同

学分享她在北京实习一个月的点点滴滴、实习中的困

难与收获和闲余时间的所见所闻，她对中国香港（地

区）商会、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和各用人单位表

示感谢，透过商会安排的参观活动，让同学们无论在

工作岗位上还是工余时间都能感受到不一样的北京。

晚宴后，嘉宾和同学们移步到露天花园，一同举

杯畅饮、谈笑风生。大家相谈甚欢，畅所欲言，嘉宾们

也不吝赐教，跟同学们分享他们在京工作的情况和给

予指点，同学们犹如醍醐灌顶，收获甚多。本次2019

香港学生仲夏京喜分享之夜在众人欢声笑语中拉下帷

幕，希望香港学生们在京实习的时间里能满载而归，

好好感受并且体会北京的精彩。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上海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天津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上海于9月3日在上海环球

港凯悦酒店举 行的喜迎中秋联欢晚会圆满举

行，活动现场吸引了130位来宾的参与。本次到场的嘉

宾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主

任邓仲敏女士、味千拉面董事长潘慰女士、正大集团

副董事长罗家顺先生、以及多位香港商会荣誉会长等

等。晚会上，各位来宾相谈甚欢，拓展商机之余与一众

新旧朋友聚首一堂，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香港商会2019喜迎中秋联欢晚会圆满举行

晚会正式开始前，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上海会

长李剑锋先生上台致辞，提及香港商会不同的功能组

别在上半年都举行了各类活动，并得到了很多会员朋

友的支持与参与。在会上预告了在11月14日将是本年

度的会员大会，希望各位会员朋友一同参与，选出新

一届的执委会，并预祝各位来宾中秋节快乐，人月两

团圆。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主

任邓仲敏女士在会上表示香港商会多年来一直与驻沪

办紧密合作，为在沪港人港商提供支援。香港社会当

前面对种种的挑战，邓主任感谢香港商会的朋友都充

满信心，并期望香港凭着既有的制度优势，继续以不

屈不挠、守望相助、迎难而上的狮子山精神，逐步解决

目前的困境。并祝愿大家欢度佳节，花好月圆人寿。

晚会上，商会为各位来宾准备了各种精彩的演出，

由上海各个高校组成的女子乐团弹奏中国传统乐器以

及歌手李悦演唱中秋经典金曲。在享用美味的晚餐及

精彩的表演之余来宾们还参与了“商会知多少”互动

游戏，将活动推向新高潮。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天津一行十几人聚首张家界

天门山，此行意义在于各企业代表通过考察、旅

游达到相识、交流、合作的目的。同时弘扬爱国主义、

文旅考察的目的。

天门山，坐落在张家界市区南部8公里处。公元

263年，因山壁崩塌而使山体上部洞开一门，南北相

通。三国时吴王孙休以为吉祥，赐名“天门山”。天门

洞，位于海拔1260多米的绝壁之上，门洞高131.5米，

宽57米，深60余米。据地质专家考证，门洞中央系东

西岩层向斜的交汇处，因挤压而导致岩石破碎崩塌，

最终于263年形成门洞。天门山海拔1517.9米，因与山

下市区相对高差达1300多米，故尤显伟岸挺拔，其天

际线之美，堪为山的典型。

会员相聚张家界天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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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武汉

2019年9月6日，武汉香港商会、湖北省侨商协会、武

汉市侨商协会携手举办“湖北省港澳侨界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联谊会”活动，与在湖北、武汉的港澳侨

界企业家们欢度中秋，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为拥有一颗炽

热的爱国心感到自豪和骄傲，守护好“中国心”是中华

儿女共同的责任。在这个重要而又特殊的日子，湖北

省、市领导：省委统战部纪检监察组程良胜组长、省委

统战部王兆民副部长、省委统战部陈昌宏副部长、省

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郭志高主任、省侨联刘文

华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陈爱香二级巡视员、市委统战

部马哲智副部长、市侨联徐祥忠副主席，以及香港特

区政府驻汉办冯浩贤主任、香港贸发局周以磊华中代

表等各界人士约180人参与当天活动。

   武汉亚洲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香港商会

会长、武汉市侨商协会会长谢俊明先生，伟鹏集团董

事长、湖北省侨商协会会长喻鹏先生，湖北省委统战

部副部长程昌宏先生在联谊会上分别致辞、讲话。湖

北省、市港澳侨界的企业家们通过朗诵和歌唱《少年

中国说》、《我爱这片土地》、《思乡吟》、《我的中国

心》表达他们的思乡感恩之情，爱国之情。

湖北省港澳侨界庆祝新中国70周年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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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浙江

2019年9月7日，「浙港同心 云开见月」香港商会-

浙江 2019中秋晚会在杭州西溪悦榕庄举行。当

晚，浙港两地友人相聚于此，共度温馨且感动的夜晚。

在酒店的精心布置下，晚会显得别致且温馨淡

雅。当晚，由毕马威杭州首席合伙人王军及杭州洞开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首席营销官王鲁婴担任晚会主持，

香港特区政府驻浙江联络处主任廖凤娴及香港商会-

浙江会长汤耀光致肺腑之言，为香港加油打气，给予

美好的祝愿，浙港同心，携手前行。

在举杯同庆的欢呼声中，晚会正式拉开序幕。本

次晚会进行三队PK的方式，紧张刺激的「财源滚滚」

热身小游戏、「真假难辨，谁是戏精KING」、「抖臀

SKER，腰王争霸赛」及「浙港同心，我知你心」猜歌名

等环节游戏，使在座每一位来宾欢笑不停，丰厚的抽

奖奖品更是惊喜不已。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在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里，在

对香港满满的真心祝愿里，晚会画上了圆满的句点。

让爱温暖你我，我们在浙江，为香港打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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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沈阳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沈阳与中国欧盟商会、英

中贸易协会以及中国美国商会共同举办徒步与BBQ

活动。本次活动诣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增进东北地

区来自各国商会会员之间的沟通和往来。参加的会员

首先徒步登上了棋盘山，后在沈阳加拿大外籍人员子

女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宾客尽享美食美酒美景！

香港商会举办高尔夫教学与体验运动汇

2019年10月13日，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沈阳举办

“高尔夫教学与体验运动汇”，本次活动是专门

为高尔夫零基础会员设计的，聘请了专业的教练来为

会员教学、指导动作，使会员在本次活动中能够了解

高尔夫的入门知识。商会也希望日后会多举办一些同

类型的特色活动。

商会携手共同举办徒步以及BBQ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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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厦门

月光淡淡，心已鹤鸣，中国的中秋赋予了中国文人

们最缤纷的想象色彩，明月当空，洒银泄玉，中

秋正至喜世悦人。

2019年9月10日是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厦门

“首届中秋博饼会”的好日子，商会会员朋友们齐聚

一堂，欢度中秋佳节。

为了更好的烘托节日气氛，厦门分组秘书处以及

会员单位厦门千禧海景大酒店的工作人员们一起精心

布置了宴会场地，让在厦的港人在融入厦门独有的节

庆文化的同时也能从细节处感受到故乡的情怀。

下午6点左右，各路人马陆续抵达宴会现场，期待

博饼晚宴的开始。厦门分组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的博饼

礼品以外，还设置了丰厚的现金大奖（每桌桌状元888

元，状元王中王3888元）。

晚上7点整，随着两位帅气幽默的主持人劲爆开

场，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厦门中秋博饼会正式开

始！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陈睿女士 代表中国香港（地

区）商会-厦门分组上台致辞，恭祝全体会员朋友们

中秋快乐，博出一个好彩头！之后，商会公司及个人会

员代表向厦门当地助残机构捐赠“1=10商会公益月

饼·爱心支票”，为公益事业略尽绵薄之力。

晚宴期间主持人通过互动小游戏活跃了现场气氛，

大家争先恐后，积极参与，将现场气氛推上了高潮。

用餐结 束后，博饼正式 开始，期间大 家情 绪高

涨，，在一片叮叮当当的筛子声中，大家都纷纷拿到了

自己博中的礼品，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圆满！

最后，状元王中王在激烈的角逐中诞生，中国香港

（地区）商会-厦门首届中秋博饼会圆满落下帷幕，大

家尽兴而归，期待来年中秋再聚首！

此次活动不仅增加了会员们之间的互动交流还增

进了彼此间的情谊，望今后在厦港人能互帮互助，共

谋发展！

首届中秋博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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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晚，香港、澳门在桂各界代表参加由广

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港澳事务

办公室共同主办的庆祝祖国华诞70周年在桂港澳各界

代表招待会。作为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西南宁作

为受邀单位，会长潘家穰携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秘书

长及各个会员出席参加当天的活动。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徐绍川在

会上表示，希望港澳各界人士抓住广西发展商机，加

强与广西经贸、科技合作。作为港澳双方在桂人士代

表，澳门广西社团联合总会会长何玉棠表示，协会将

紧抓机遇，立足促进广西与澳门合作，加大与广西各地

市紧密合作，共同推动广西高水平开放。中国香港（地

区）商会—广西南宁会长潘家穰受邀上台致辞，潘会

长表示，商会将继续团结香港在桂企业家，共同促进

桂港两地经贸、人文交流合作。

作为受 邀参会的在桂 重要商会，中国香港（地

“桂港同行·同根同源”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西南宁受邀参加桂港交流音乐会

10月1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广西联络处在南

宁举办“桂港同行·同根同源”香港竹韵小集专场

音乐会，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广西联络处邀请，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西南宁会长潘家穰携商会会

员参加当天的音乐会。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广西联络处主任吴嘉俊致

辞时表示，作为增进内地民众对香港各方面认识、促进

香港与内地文化交流的桥梁之一，近年来，该处积极鼓

励香港艺术团体来到内地演出，让更多民众接触香港多

姿多彩的艺术文化，也让香港艺术家亲身了解内地艺术

发展状况，进一步推动了两地文化交流。吴嘉俊表示，

在过去几十年，香港一直与内地的发展紧紧相扣，共享

丰硕成果。未来香港将继续发挥自由开放经济体系，金

融、贸易与物流等多领域国际枢纽以及创科方面快速发

展的优势，把握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及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谋求更美好的未来。

本次音乐会的演出团体为香港专业小型中乐团--

「竹韵小集」。表演通过桂港两地传统和特色乐器，包

括笛子、高胡、椰胡、琵琶、秦琴、马骨胡、独弦琴、芦

笙等，演奏香港传统广东音乐、经典粤语流行曲以及广

西民族特色音乐，体现岭南文化的发展以及其色彩浓

厚的特色。同时参加演奏的还有广西艺术学院师生代

表，体现桂港两地的共融与合作。

当天，一共1200多名广西及香港民众体验香港独

特的多元音乐文化，通过观看演出，不仅加深了广西

民众对香港的认识，也促进了桂港两地文化交流。

广西南宁会员参加桂澳各界代表招待会 

潘家穰会长致辞表示凝聚桂港力量促两地深入交流合作

潘家穰会长在招待会上致辞

区）商会广西会长潘家穰在致辞中特别提到，商会将

与香港各大高校合作，搭建平台组织香港青年来广西

考察，了解广西乃至内地的发展情况，并为欲到广西投

资兴业的青年企业家提供指导和帮助。另外，潘家穰

会长还表示，商会将继续通过搭建平台，促进桂港合

作，并建立公益基金为广西脱贫攻坚助力。据悉，中国

香港（地区）商会广西于今年7月正式在南宁成立，全

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特地为商会成立发来贺函，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女士也为商会题辞——「广联才彦 建设

未来」，目前会员涵盖了香港贸发局、中国民生银行等

知名机构与企业。

广西南宁会员与相关领导及演职人员合影 香港特区政府驻桂办主任吴

家俊与潘家穰会长及会员合影

演出现场

CONTACT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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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商会-青岛

五月春风，茶香四溢，正是采茶好时节，中国香港

（地区）商会组织会员一起观茶、赏茶、制茶、品

茶，尽享这份山海美景，共度完美一天。  

崂韵观海，境如其名，这个农家小院依山傍海，

毗邻茶园，清香四溢。坐在小院观海品茶，加上和风徐

徐，艳阳高照，犹如世外桃源。大家开心畅聊，用心品

茶，既净化了心灵，又充分吸收了大自然的能量，在快

节奏高效率的今天，我们特别需要这种偶而的身心放

空，为了更好的起航。

  品茶观海之后，我们还享受到五月会员福利，参

观了青岛茜文欧洲艺术博物馆，位于崂山区，建筑面积

527平方米，附有庭院600余平方，馆藏藏品723件，藏

品种类主要有欧洲宫室家具、瓷器、餐具、首饰、邮票

和明信片等，全面展示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经济

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馆主邓女士为人爽朗，热情地

拿出了19世纪的杯子配上20年生普招待大家，泡出的

茶果然味道温和而浓郁，能品出最佳的口感。介绍陈

列的过程中，邓女士请大家感受一下1886年德国产的

C.BECHSTEIN演奏级钢琴，琴声醇厚通透，令大家

赞叹不已。邓女士还和会员们分享收藏的故事和心路

历程，大家收获颇丰，也很欣赏邓女士在专业领域执

着的匠人精神。 

商会五月活动圆满结束，参加的会员们一起度过

了营养身心的一天，错过的会员不必遗憾，敬请期待

后期活动，会更加精彩！特别感谢会员单位的大力支

持与积极参与。我们六月再见！

茶园观光 登山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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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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南丰朗豪酒店

高级客房RMB880/晚

豪华客房RMB1080/晚

商务套房RMB1380/晚

（以上房价均需+10%服务费，+6%增值税）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638号

电话：（8620）8916 3388

联系人：Mr.Luis Herrera

豪华房RMB1100/晚

（含单人自助早餐及无线上网，

以上房价需+16.6%的服务费与增值税，

酒店餐厅食品与酒水享七折优惠）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民路222号

电话：（8620）3705 6601

联系人：Mr.Jacky Ou

广州康莱德酒店

广州富力君悦大酒店

君悦客房 RMB1000/晚

嘉宾轩客房 RMB1500/晚

豪华套房 RMB2200/晚

1.以上房价均需加收15%的服务费及增值税，

含一份早餐及网络

2.以上房价展会期间不适用

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西路12号

电话：（8620）8396 1234转预订部

联系人：Ms.Vicky Wang

广州柏悦酒店

持商会会员卡尊享客房之特别优惠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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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nn Xu

广州圣丰索菲特大酒店

高级房 RMB850/晚

豪华房 RMB1000/晚

（以上房价均需+10%服务费，+6%增值税费）

地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988号

电话：（8620）3819 0882

联系人：Mr. Padrick Yuan

中国大酒店

豪华客房RMB 700/晚

（以上房价包含16.6%服务费和税费）

地址：广州市流花路122号

电话：(8620)8666 6888-3228

联系人：Ms.Mon Ko

广州海航威斯汀酒店

豪华房RMB1000/晚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6号

电话：（8620）2826 6808

联系人：Ms. Mary  Ma

佛山岭南天地马哥孛罗酒店

高级房RMB700/晚

豪华房RMB800/晚

行政高级房RMB850/晚

（以上房价含1位早餐）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人民路97号

电话：（86757）8250 1830

   177 8681 3287

联系人：郭小姐

广州卓美亚酒店
卓美亚礼庭公寓

持商会会员卡尊享客房之特别优惠折扣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6号

周大福金融中心

电话：（8620）8852 8888/185 2010 2355

联系人：Ms. Kate Wang

广州瑰丽酒店

后现代二居室公寓RMB2049/晚

（以上房价均需+10%服务费+6%增值税费）

豪华大床房RMB1400/晚

复式套房RMB2100/晚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4号

电话：（8620）8883 8888

联络人：Mr. Rogers Chen

CONTACT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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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花都皇冠假日酒店

高级客房 RMB 790/晚

豪华客房 RMB 890/晚

豪华套房 RMB 1390/晚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189号

电话：(8620)3690 0888-8869

联系人：Ms. Susanna Zheng

佛山希尔顿酒店

客房 RMB 520/晚

豪华客房 RMB 600/晚

行政客房 RMB 770/晚

（以上房价均须+16.6%的服务费和增值税，含单人早餐）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岭南大道北127号

电话：（86757）8306 9999

联系人：Ms.Flora Gu

广州四季酒店

持商会会员卡尊享客房之特别优惠折扣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5号

电话：(8620) 8883 3881

联系人：Ms. Sarah 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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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ber's

君兰酒业

泰轻松Spa美容发型养生会所

大明企业国际有限公司

饮食

其它

康富来补品店

参茸补品类9折，保健品类9.5折

（特价商品除外）

康富来体检中心

个人健康体检8折优惠，企业员工健康体检6.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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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ly

康富来国医馆

Hong Fu Loi Chinese Medical Clinic

深圳市惠迅旅游有限公司

单笔消费超过200HKD可获75折优惠

优惠码：HKCCC25

消费地址：www.aonicondoms.com

（有效时间至2019年12月31日）

联系人：Ms.Jiang

电话： 852-3902 3536

1、香港代理品牌可享高达55折优惠

优惠码：ROW2019HK45

消费地址：www.royalorchid.com.hk

2、国内代理品牌可享75折优惠

联络人：Victor Wong

电话：852-6050 6134

消费可享7折优惠

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兴民路222号

广州康莱德酒店6楼

电话：（8620）3788 9288

联系人：王小姐

广东周边旅游+温泉酒店 

广东龙门2天一晚特价299元/人  

广东惠东2天一晚特价399元/人  

广东博罗2天一晚特价499元/人 

广东从化2天一晚特价599元/人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2002号

佳宁娜广场B2104

电话：（0755）88851130 

微信号：17898457153

电邮：ANGUS@160HS.COM  

联系人：吴伟

新张期间，染烫八折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魁奇一路9号

新DNA四楼451铺

电话：0757-8225 6640

客服微信：FTF_Salon

首约形象设计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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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资讯

常用电话                                                                  广州商务机构

报警                                                      110                       

火警                                                     119                      

电话查号台                                                114                                     

紧急医疗救援                                          120                                          

交通拯救                                                122                                                         

广州市长热线                                          12345                   

消费者投诉举报专线                                     12315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 China Mobile 10086                    

中国联通广东分公司 China Unicom        10010                      

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 China Telecom        10000                      

中国邮政服务                                          11185                       

白云机场咨询热线                                    96158       

       

            

银行                                                客服热线                五星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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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银行                              95599                       广州天河希尔顿酒店                          020-6683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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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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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580                       广州粤海喜来登酒店                             020-6668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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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95528                      广州康莱德酒店    020-3739 2222

广发银行                               400-830-8003          广州希尔顿逸林酒店                            020-2833 2888

深圳发展银行                         9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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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花都皇冠假日酒店    020-3690 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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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宾馆         020-8666 9900

汇丰银行                                          800-830-2880           广州四季酒店                                     020-8883 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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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生银行                                   400-120-8282 广州海航威斯汀酒店  020-2826 6808 

渣打银行                                    800-820-8088

   

领事馆                                                                              航空公司

澳大利亚                                                 020-3814 0111          国泰港龙航空                          400-888-6628

加拿大                                                    020-8611 6100         英国航空公司                           400-881-0207

丹麦                                                       020-8666 0795     全日空航空公司                            400-882-8888

法国                                                       020-2829 2000        日本航空                                   400-888-0808

德国                                                       020-8313 0000         新加坡航空                                  020-8755 6300

意大利                                                    020-3839 6225  泰国航空                                           020-8365 2333

瑞士                                                       020-3833 0450       澳洲航空公司                                   400-819-9495

日本                                                       020-8334 3009        越南航空                                             020-8386 7093

韩国                                                       020-2919 2999         马来西亚航空    400-601-5331

马来西亚                                                 020-3877 0763         中国国际航空                                     95583

荷兰                                                       020-3813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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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61

泰国                                                       020-8385 8988         海南航空                                           95339

英国                                                       020-8314 3000         四川航空                                              95378

美国                                                       020-3814 5000        九元航空                                        400-105-1999

www.gzboftec.gov.cn

广州市工商局商标处           020-8559 6566-1411

广州仲裁委员会                         020-8328 7919

广州公证处                                                 020-8318 3060

纳税服务热线                                   12366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20-8331 8412

广州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                        020-8161 8818/12345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     020-3891 1220 

广州市商务委员会

广东政务服务网

CONTACT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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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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0 （包括3位基本会员）

□  Individual Member                                             个人会员   RMB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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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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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三角往来香港船只

080 Salon

Hong Fu Loi Chinese Medical Clinic

加拿大校址：
       1003 Main Street West，Hamilton，Ontario，Canada L8S 4P3
       1-905-572-78832
       Columbia@cic-totalcare.com
       CIC-TotalCare.com

全面照顾教育计划®
儿女升学，家长放心

北美最大的寄宿初、高中

全球唯一： 与【多伦多大学】官方合作
精英通道计划（Elite Pathway）

获以下名校录取之人数，远超全球其他中学
多伦多大学、滑铁卢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

通向世界一流大学最佳途径

852-2868-4222咨询热线

1979年创校，
赢得全球100多个
国家家长的信赖！

香港校务处（提供入学及签证服务）：
       香港湾仔港湾道6-8号瑞安中心1612室
       852-2868-4222 | 传真：852-2530-3156
       general@cic-totalcare.com.hk
       CIC-Totalcare.com/zh-hant

提供 7-12年级初中、高中及大学预科课程

CONTACT 044



加拿大校址：
       1003 Main Street West，Hamilton，Ontario，Canada L8S 4P3
       1-905-572-78832
       Columbia@cic-totalcare.com
       CIC-TotalCare.com

全面照顾教育计划®
儿女升学，家长放心

北美最大的寄宿初、高中

全球唯一： 与【多伦多大学】官方合作
精英通道计划（Elite Pathway）

获以下名校录取之人数，远超全球其他中学
多伦多大学、滑铁卢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

通向世界一流大学最佳途径

852-2868-4222咨询热线

1979年创校，
赢得全球100多个
国家家长的信赖！

香港校务处（提供入学及签证服务）：
       香港湾仔港湾道6-8号瑞安中心1612室
       852-2868-4222 | 传真：852-2530-3156
       general@cic-totalcare.com.hk
       CIC-Totalcare.com/zh-hant

提供 7-12年级初中、高中及大学预科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