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鷹潭拓沿320國道產業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逍、通訊員 徐衛華 江

西報道）從2014年起，江西省鷹潭市全力發展沿
320國道產業集聚升級帶，力爭到2015年實現主營
業務收入2,000億元(人民幣，下同)以上。

目標明年逾2千億產值
320國道橫貫鷹潭東西，是該市連接周邊省市的

一條主要通道，也是該市經濟發展主戰場。在鷹潭
市，一個沿320國道自西向東，由余江工業園、鷹
潭高新區、現代物流園、童家創業園、貴溪工業
園、鷹潭（貴溪）銅產業循環經濟基地等組成的現
代綠色產業長廊已具雛形。
鷹潭市將以全面深化改革為契機，着力破解影響

沿320國道產業帶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推動沿線
產業加速集聚升級。目前，鷹潭市已形成集銅原
料、銅冶煉、銅加工、銅貿易、銅研發、銅檢測、
銅文化為一體的產業體系，「綠色世界銅都」呼之
欲出。
目前，鷹潭市212家規模以上企業六成集中在320

國道沿線；全市在建的270個項目中，沿320國道
產業項目超過五成。
鷹潭市沿線重點打造十大特色產業基地發展迅

速，其中水工、節能照明電器、文化創意、眼鏡、
微型元件等已成為國內知名產業基地，湧現了興業
電子、三川水表、陽光照明、東源紅背帶等一批特
色優強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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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湊仔論」做品牌
港商組商會 增「牙力」攻內地 推廣要「慢慢煲」

百貨飽和 進駐須計清楚

「快時尚」迅速青島擴張 港投資推廣會銀川舉辦

平保好房網明推1000筍盤
香港文匯報訊 平安保險（2318） 旗下房地產電子
商務平台「平安好房網」將明日（20日）舉辦網絡特
價購房節，該網站上周四正式上線，力推「零中
介」、超低價房源及萬元購房補貼，擬打造全新互聯
網金融房產營銷模式。
對於平保這一跨界組合的網站，業內認為「金融+

地產+互聯網」確實是未來發展方向，地產界資深人
士、首創集團總經理劉曉光卻在微博稱，好房網宣傳
賣點是交易雙方零中介費，但免費的房屋交易平台已
經有很多，例如趕集、58等，其實際並不能替代中介
的線下功能。
他表示，「好房網真正的立足點，可能來自於集團

的綜合化金融優勢，從購房者的金融需求開始滲透，

這才有跨界制勝的競爭力。」
平保好房網將於明日舉辦網絡特價購房節，首期聯

合開發商推出北京、上海、廣州三個城市1,000套超低
價房源，提供總計5億元人民幣的購房補貼等多重優
惠，其二手房交易中「中介再見」的口號很吸引眼
球。

客戶獲融資支持具吸引
國泰君安國際長期跟蹤互聯網的分析師認為，好房

網免中介費、低價促銷新房是前期積累客戶的方式，
吸引到客戶後能利用平保的金融優勢，直接獲得融資
支持，這是較早進入市場的同類電商搜房網所欠缺
的，後者的優勢在於營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
蔣金鵬、蘇瑞 銀川報道）由香港
投資推廣署與中央人民政府駐香
港聯絡辦公室經濟部貿易處共同
主辦的「善用香港優勢．開拓海
外市場」投資推廣研討會，上周
五(15日)在銀川舉辦。此次研討
會，重點介紹香港的營商環境，
鼓勵當地企業以香港作為有利平
台，打造品牌，拓展世界市場。
寧夏百餘家知名企業代表應邀

到會，投資推廣署助理署長鄧仲
敏、中聯辦經濟部貿易處副部長
兼貿易處負責人楊益以及寧夏人
民政府副秘書長張柏森在會上致
歡迎辭。

寧港兩地經貿日趨密切
研討會期間，鄧仲敏女士就與

會媒體所關心的問題一一作答。
鄧仲敏表示，寧夏近年來積極實
施產業轉型升級戰略，經濟增長
迅速，寧港兩地經貿關係日趨密
切。隨着國家加強推動企業「走
出去」的步伐，寧夏企業實現國
際化發展已成為大勢所趨。香港
作為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城市，具
有豐富的市場推廣經驗和成熟穩
健的金融市場，將在上市融資、
會計、法律、銀行服務等方面構
成完善的現代服務業系統，配合
企業發展的需要，協助內地企業
進一步拓展海外市場。
會上，渣打銀行（香港）有限

公司、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等企業
代表及寧夏中銀絨業常務副總經
理在分享各自專業知識和關於香
港經驗方面均作了精彩演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桂麗、張勇，實習記者李婷婷青島報道）在
青島市南區商圈，聚集着ZARA、H&M、GAP、優衣庫等快時尚的品牌
店，它們通過亮麗的櫥窗、快節奏的背景音樂、亮暗分明的燈光等等吸
引一對對的俊男美女。
據百麗廣場負責人介紹，ZARA、H&M、優衣庫等品牌入駐，不僅是

進入青島的第一步，也是進軍山東市場的第一步。青島市商務局有關人
士介紹，青島正在制定時尚消費品零售業發展規劃，推動浮山灣等三灣
着力向時尚和高端的方向突進。可以預見，快時尚和高端正成為以浮山
灣為核心的青島市南商圈的明顯特徵。

南商圈機遇與挑戰並存
快時尚憑借其較快的貨品周轉和物流速度、契合年輕人追求品牌與時
尚的心理、有新品的app推送或者微信推送等獲得顧客青睞。目前，快時
尚店舖在青島市市南區加緊跑馬圈地，青島市南商圈也將迎接巨大挑
戰。
面對挑戰，青島市南商圈要維繫時尚氣質，除引進更具號召力的品
牌，還得在營商環境、服務細節等方面不斷提升，通過高端展會和主題
活動等，讓「時尚中心」的「頭銜」更加名副其實。
「快時尚」來襲，不僅僅改變商圈的業態結構，更將改變商圈的生態
法則。因為其快，涉及商業的方方面面也將隨之加快轉型步伐，比如配
套設施的完善，比如休閒空間的拓展。沒了這些，時尚將無處安身。 ■研討會主辦方與嘉賓合影

那些年，鄭陳曼芝亦和丈夫做過珠寶設計製造代工生意，當時美國
經濟好，生意不愁沒着落，但好景被金融海嘯一鋪沖散。她自言

「痛苦到講唔出，美國生意佔當時七成，幾百人工作的工廠變幾十，傳
真機（外國訂單）半年無響過。」公司捱到2010年終把心一橫，以自
創品牌闖經濟騰飛的內地市場。
看中內地遍地黃金，但心急求勝就令她「未學行先學走」，眼見內地
開店成本便宜，在不了解內地消費者與歐美需求差距下，即以ODM貨
應市兼一年連開5間分店，結果因產品銷路不佳，加上內地法制、稅制
與港不同，幅員又廣，品牌戰難打，終損手近200萬元離場。

「獨闖內地易畀人蝦」
其實，她的失敗經驗被不少傳媒報道過，但亦毫不吝嗇一再與小記分享，
為的是希望港商莫重蹈其覆轍。她坦言「港商獨闖內地好易畀人蝦，失敗
損手當交學費可以，但不能交得不明不白！」隨後，她與數位生意上的好
友彼此傾談下，決定成立香港品牌總商會，期望推廣香港好品牌及香港精

神，匯聚本土品牌力量攻內地市場，既增「牙力」又降低成本。
現時品牌總商會會長是人稱「假髮大王」的趙振國、多位副會長包括

香港鐘錶業總會前會長黃業光、特色「拖鞋大王」王偉等。當中，被鄭
陳曼芝形容為好有心的趙振國，更是首次創立品牌，但非常強調品牌要
「格好」，與該會宗旨堅持品牌在聲譽及質量都要「有品」一拍即合，
鄭陳曼芝坦言欣賞對方識見，相信未來以對方人脈可幫港企打通內地各
地脈絡。

籌劃拓展旅遊城市
鄭陳曼芝自己亦會以過來人身份協助中小企闖內地市場。她指，當初
經歷失敗才了解內地中產增加，港牌可於旅遊城市推廣，加上機緣下其
品牌已成功進駐包括青島、三亞等的七個機場候機室，未來希望可帶領
其他港牌拍住上攻內地，「單獨做，好易會畀人搬位，但一堆本港牌
子，加上有商會支持，機場個位都靚些、大些，成本亦可慳二成！」在
未來，品牌總商會更希望可沿鐵路網絡發展，希望港商深入內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好多港商

做OED、ODM（代工、

設計製造代工）都好

叻，但一講到做 Brand

（品牌）就唔識，要當

佢 哋 仔 咁 湊 兼 再 教

育！」新創立的香港品

牌總商會副會長兼首飾

商G-LINK創辦人及總監

鄭陳曼芝大嘆香港雖有

好品質好設計，偏偏不

少港商不明白品牌推廣

非「一蚊賺一蚊的生

意」，廠商又眷戀當年

北上設廠的好風光，忘

卻內地工資漲、工人缺

等現實困境，要靠自創

品牌升級轉型才可殺出

新血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楚茵）內地
經濟增長放緩，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增長持續減慢，多個子類別如黃金與
珠寶、家用電器及傢具等都不能幸
免，內地反貪又雷厲風行，令內地市
場充滿陰霾。鄭陳曼芝坦承，此冰河
期預期今年持續全年，但希望港商不
要卻步，應趁此機會穩守突擊。

反貪忍一時之痛
她指，內地政策雖令小商人痛苦，

但長遠屬好影響。「實在太貪，貪的
錢非用於內地，肥水流向別人田」。
她又預期若反貪完畢，內地市場及經
濟將更好，「寧忍一時之痛，保守地
減慢開店速度，將表現差的店結

束。」但她認為港商危中有機，因過
往內地大型連鎖店發展如雨後春筍，
「就似香港太多連鎖店，反而令私房
菜上位」，希望港商以精品、良心等
優勢突圍。
不少港商都希望進入內地百貨，藉

此開拓市場，但她建議中小企別急於
進入內地百貨，因內地百貨零售面積
以往大幅增加，市場面臨飽和和吸引
力降低的困境，加上企業無論舖貨、
人工等開店成本都大，港商在市道不
穩時應謹慎開店，否則負擔更重。她
亦不忘再為品牌總商會打廣告，「加
入商會，有人教你內地的實戰經驗，
教你做市場分析，好過你讀幾個EM-
BA（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內地幅員
廣品牌多，本港中小企資金匱乏，想在內
地打響品牌知名度幾似泥牛入海，投資一
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鄭陳曼芝對此強
調，品牌推廣要「慢慢煲」，經營工廠與
零售的計算效益方法不可能相同，難以
「使一蚊賺一蚊，老闆亦一定要識轉彎，
識精神分裂！」

工廠思維難經營零售
以往經營工廠的人大多性格殷實，腳踏實
地亦可闖出一片天，奈何世界變得太快。
她指，老闆一定要有勇氣跟隨時代走，
現時科技發達，不能再做硬廣告，要
實體及互聯網配合發展。據她透
露，除機場的新血路外，香港品
牌總商會將與機構合作展示港
商實體商品，客人先見「靚

貨再網購」，一反「網上買次貨」的失望情
況。
該會亦會因應產品類型以不同渠道推廣，並

作嚴格品質監控，確保各平台不會販賣次貨、
舊貨。未來亦將拓展內地龐大的直銷市場，推
廣本港食品、家電、中藥等。相反珠寶、鞋
履、時裝就分別與不同網站合作展銷，她指，
現時亦已有數個商場想與商會合作。

推廣淘汰制確保質素
由於該商會會員眾多，但機場櫃位有限，

將採末位淘汰制，按品牌銷售表現淘汰表現
差者，希望本港中小企會以更出眾的設計產
品應市。對於內地抄襲情況嚴重，經營首飾
生意的她感受猶深，亦驚歎內地抄襲功力之
深，「24小時已可將米蘭新款擺上網賣，根
本無可避免」，但認為港商絕對可贏包裝，
以質量證明兩者屬不同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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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希堂國際百年藏品精華將亮相香港春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月

展 香港報道）備受業內矚目的
三希堂國際香港春拍將於2014

年6月9日在香港半島酒店拉開大幕。此次春拍是業內
國際拍行首次與國際媒體、金融機構聯手，500餘件、
總標的30億元的三希堂國際百年藏品精華將陸續亮
相，為香江及全球華人帶來一場藝術拍品的饕餮盛宴。

鑒寶專家首次現場解讀
據三希堂國際負責人介紹，此次香港春拍將有一批博
物館館藏級藝術品首次與世人見面：宋畫第一人李公麟
畫作《牧馬圖》，南宋宮廷畫院大家李迪的《花鳥
圖》，與文征明、沈周並重的明代大畫家藍瑛的《花鳥
圖》，明末清初大畫家惲壽平的《菊花圖》，榮氏家族
第一代掌門人桐山居士榮德生先生四幅傳奇畫作《商山
四皓圖》、《伐柯還家圖》、《竹林七賢圖》、《樵夫
樂山圖》，「三百年第一人」林散之遺作《秋情圖》，
清晚期老坑玻璃種帝王綠翡翠108顆朝珠，唐貞觀力士俑
造像，明宣德鎏金棗皮紅佛像，明鎏金棗皮紅文昌帝君
造像，明永樂銅鎏金佛造像，清康熙楊玉璇田黃石圓雕
孔子像，千年藏傳老天珠，元青花釉裡紅雙象耳盤口
尊，清乾隆黃地粉彩鏤空如意八卦轉心瓶，元青花龍紋
象耳盤口尊，元青白釉釉裡紅堆塑四靈塔式蓋罐，元青
花釉裡紅螭虎耳方口扁瓶，元青花龍紋帶蓋梅瓶等拍品
多為光緒帝書法侍教彭述之子、海上收藏家彭水若收
藏。
在500餘件拍品中，前國家副主席榮毅仁之父榮德生

桐山居士畫作尤為珍奇。畫作無一例外以中國傳統山

水、人物為題材，以道家思辨的哲學角度表達畫者嚮往
太平盛世、樂山樂水的高士情懷，寄寓畫者心懷憧憬，
不斷進取的奮進情懷。畫風師承元四家，有魏晉隋唐遺
風，堪稱晚清海派扛鼎之作。
此外，當代嶺南書畫四大家之一廖強先生五幅書畫作

品也將華麗亮相本次春拍。其書畫作品獨特各異，畫中
似字，字中藏畫，以禪入道，以道入禪，一葦渡江，拈
花一笑，着墨落筆皆得古法。除書法藝術作品外還擅長
國畫，尤愛寫意「荷花」與「竹韻」，為繪畫載體寄托
自己靜穆幽深的情懷，以筆墨抒發人生之歎。在掌握氣
韻、筆韻、墨韻及神韻後具
有一代大師風範，其畫作
具有極大升值空間。
據了解，中國和氏
璧破譯第一人、中國
老翡翠鑒定頂級專
家王春雲博士將於
2014年6月3日親臨
香江新聞發佈會
現場，為此次
春拍中眾多頂
級老翡翠做專
業現場鑒定解
讀。此舉在
中國寶玉石
研究史上具
有里程碑的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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