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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李寧公司(2331)稱，以現金約1.25
億元（人民幣，下同）向非凡中國出售紅雙喜10%股
權。完成交易後，公司於紅雙喜的股權將降至
47.5%，仍為紅雙喜最大股東。公司獲得上述現金後，
現金狀況較2015年6月30日公佈的中期現金淨額狀況
提高約25%。交易所得淨額將用作投資五大核心運動
品類的產品開發、進一步拓展集團的銷售管道，以及
用作一般企業用途。
此外，管理層預期此交易將為集團帶來逾2億元人

民幣除稅後收益淨額，部分來自重估本公司於紅雙喜
之餘下47.5%權益。交易完成後，紅雙喜將不納入合
併，自此將使用權益會計法入賬。

李寧1.25億沽紅雙喜1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靖澳門報道）京、澳及葡語
國家合作項目推介洽談會日前在澳門舉辦。北京市副
市長程紅、澳門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澳門中聯辦
經濟部副部長寇明及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主席張祖榮
等京澳相關機構負責人及澳門與葡語國家工商界代表
和參展的幾十家企業代表近百人出席是次會議。
會議深入挖掘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新戰略和由此產

生的新業態、新商機，發揮澳門聯繫葡語國家市場的
橋樑紐帶作用，宣傳推介北京服務業擴大開放、文化
創意、現代農業和北京近年將承辦的重大國際活動，
推進京澳兩地政府部門、商協會和企業在以上領域的
交流與合作。
在選擇企業與項目方面，北京選擇20家企業的40多

個合作項目，面向澳門及葡語國家開展招商工作，包
括高科技產品、職業教育培訓、文藝演出和展覽及中
醫藥養生等領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大明李欣 天津報道）中國
國際礦業大會日前在天津閉幕，「一帶一路」戰略成
為期間熱門話題。
中國黃金集團公司總經理宋鑫指出，「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黃金礦產資源豐富，儲量佔全球41.5%，消
費需求旺盛、投資交易活躍，必將為中國黃金產業帶
來新的歷史性機遇。中國礦業聯合會常務副會長王家
華指出，當前我們正在經歷陣痛，但必須看到中長期
的礦業發展前景，國內礦產資源需求仍將維持在高
位，世界上其他新興經濟體也必將會接過中國經濟發
展對礦產資源需求的「接力棒」。

逾600企業參會
中國國際礦業大會是世界四大礦業盛會之一，為全

球最大的礦產勘探、開發交易平台之一。本屆大會由
國土資源部、天津市政府、中國礦業聯合會共同主
辦，以「新常態、新機遇、新發展」為主題。來自全
球50多個國家（地區）的8,900多位代表、600多家企
業參會。國土資源部部長姜大明在大會開幕式致辭中
倡議，順應世界開放合作大勢，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
心的新型關係，打造全球礦業命運共同體，得到與會
各國礦業同仁的一致贊同。
加納國土和自然資源部部長在「礦業部長論壇」上

說：「加強合作是全球礦業發展的必由之路，能夠為
發展帶來更多的機遇，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贏。」
波蘭環境部國務秘書表示，願與中國加強溝通交流，
深入推進雙方在企業、調查和科研方面的合作。

和美擬5年增10高端醫院
生產坐月收21萬 內地婦產毛利高

陳偉稱，去年虧損500萬元（人民
幣，下同）的深圳醫院今年上半

年已盈利500萬元，預計今年全年集團
盈利將可獲得雙位數增長。

婦產最貴服務逾40萬元
深圳和美婦兒醫院吸引許多深圳、香

港和珠三角高端人士就診。據該院前台
告訴記者，他們門診掛號費需200元一
次，較公立醫院普通門診的30元高出近
六倍，但其無須排隊、專業醫生細緻診
斷及配餐服務等，每天吸引逾100富裕
人士預約光顧。
據介紹，深圳醫院面積逾萬平米，僅

次於北京醫院，設有婦科、產科、兒科
和牙科等多個綜合服務，其中尤以婦產
科為重點，包括產前孕檢、輔導、生產
和產兒康復等一條龍服務，孕婦正常的
三天兩晚的生產服務費用為2.5萬元，
而包括生產、坐月子等28天服務費用總
計高達21萬元，更有孕婦產前、生產和
產後等綜合服務消費，金額高達40多萬
元。一位前來看病的患者告訴記者，來
這裡雖然貴很多，但卻可以享受細緻周

到的服務，免去排隊擁擠的煩惱。

港病人光顧 港醫做臨工
陳偉表示，該院平均每位孕婦分娩費

用為5萬元至6萬元，因享自主定價的
權利，每年服務價格還可上調5%至
10%，儘管這樣，高端用戶仍絡繹不
絕。深圳醫院運營五年來，今年上半年
收入增長同比為38.8%，已從去年虧損
500萬到盈利500萬元，這是對集團是
一個很大的利好。集團盈利成倍增長，
2012年盈利2,000萬元、2013年 6,000
萬元、去年達1.4億元。
他稱，因深圳醫院有名氣，吸引一些

香港人前來看口腔科，也有多位香港醫
生前來臨時工作。他稱，國家鼓勵私立
醫院發展高端服務，與公立醫院進行差
異化競爭，隨着未來進一步放開二胎和
富裕人士的快速增長，將給集團帶來良
好的前景。
陳偉續稱，公司正通過租賃的輕資產

模式加快全國佈局和擴張，集團計劃明
年將在北京、廈門和後年在南京、杭州
和重慶等一二線城市中心城區開設高端

醫院，未來五年共計新增十家，令旗下
全中國的醫院數量增長近倍。目前，每
家醫院都培養和儲備醫生，為擴張準備

人才。此外，他們也與一些開發商商談
進行定制化醫院大樓建設，目前尚未對
外披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和美醫療（1509）集
團副總裁陳偉對傳媒透露，因高端醫療服務附加值高，毛利率高達
五成，目前集團在深圳、北京等7城市共有11家醫院，現在僅北京
和深圳兩家為高端醫院，未來五年將加快全中國擴張，在北京、上
海和重慶等地共計新增十家高端醫院，並通過高增值服務來增加收
入。

德勤看好山東國企商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山東省早前與德勤
簽署戰略合作備忘錄，德勤華南區主管合伙人黎嘉恩
上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山東省資源豐富，地大物
博，以GDP計已是第三大省，潛力不比廣東和浙江
差。德勤看好該省的國企改革、混合所有制、兼併收
購及重組等領域帶來的商機，希望在審計、上市、財
務諮詢、顧問、調查估值、稅務及營改增等方面為當

地政府和企業提供更多服務。

證券發展空間大
黎嘉恩表示，國企改革帶來的市場需求愈來愈大，
據其了解，山東省已將471家國企、約3成的國有資
本，涉及資金180億元人民幣轉為社保基金；同時還
推動國有資產統一監管，實行股權激勵制等。此外，
該省的證券化水平仍較低，新股上市和併購重組的推
行相對不夠理想。目前該省有13家省屬的國企，旗下
沒有任何上市平台，這些都為業界提供大量機會。德
勤希望廣泛參與這些業務，幫助國企和大型民企「走
出去」，同時幫助外資進入當地發展。

長沙擬新開分所
黎嘉恩透露，德勤在山東省濟南有一間分所，有員
工數十人，主要進行重組、兼併收購等業務；目前德
勤共有超過100個山東客戶，而在整個大中華區共有
22間辦公室，1.35萬個員工。明年年初至年中將在湖
南省長沙新開一間分所，主要提供諮詢性的服務，涉

及財務諮詢、兼併收購、國企的頂層設計、稅務、審
計等眾多領域。
被問及對內地經濟看法時，黎嘉恩表示，內地經濟
不算很弱，中央政府仍有不少手段刺激內需，且擁有
龐大的外匯儲備，加上世界其他大國也不希望內地經
濟出現危機，故他認為目前的形勢不像2008年金融海
嘯期間那麼差。不過，A股不少公司都有待改善，地
方政府債務的問題也比較嚴重，料未來內地會出現愈
來愈多的債務重組，相信中央政府會連同四大國有銀
行，通過資產管理公司處理掉一部分債務。
近年來不少民企卷入假賬風波，有分析擔憂審計行

的名聲也會被連累。黎嘉恩坦言，德勤也擔憂這一問
題，但沒有辦法防止。他稱，曾有內地民企用假資
料、假名片、假賬戶行騙，甚至還借來銀行辦公室偽
裝成公司的辦公地點，謊稱有3億元資金，但實際只
有100萬元，令他感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惟
有盡可能小心。相比之下，與國企合作相對比較放
心，德勤一般會多做一些內部評估，憑經驗判斷是否
合理。

馬雲：浙商是全球最大商幫 粵自貿區啟「互聯網+」通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杭州報道）第三屆世
界浙商大會昨日在杭州開
幕，同時會上舉行浙商總
會授牌儀式，阿里巴巴集
團董事局主席馬雲當選浙
商總會第一屆理事會會
長。馬雲說：「目前全國
和全球的浙商分別達到
600多萬和200多萬，這
800萬浙商可能是全球最
大的商業商幫。他們在浙江本土之外，又創造了
一個省外浙江經濟體。」

第三屆世界浙商大會開幕
世界浙商大會是浙江省規格最高、規模最大的浙
商精英聚會，今年大會突出「經濟新常態、浙商新
機遇」主題，期間將舉辦世界浙商論壇、浙商全球
化戰略論壇等多場活動。昨日大會吸引世界各地的
浙商精英，包括全球500強總部、世界名企及央企
等機構負責人共1,600餘人出席，現場簽訂浙商回

歸重大項目60個，總投資
1,111億元（人民幣，下
同）。浙江省委書記夏寶
龍表示，浙江是創業創新
的沃土，希望廣大浙商堅
持做實體經濟的「堅守
者」，順應「互聯網+」
風起雲湧的新趨勢，努力
在創業創新中實現「二次
騰飛」。
在昨日舉行的浙商總會

成立大會，審議通過《浙商總會章程》，阿里巴巴
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當選為第一屆會長、銀泰集團
董事長沈國軍擔任執行會長。馬雲坦言，當前是一
個困難的時期，眼下經濟下行的壓力很大，大家都
有很多擔憂，但在他看來，看到更多的是企業家的
機會。中國經濟此前的20年多以投資、出口為拉動
力量，在消費拉動上一直沒做好，因為投資和出口
政府可以拉動，而消費一定是靠企業家和市場來拉
動。「未來十年，以巨大的內需拉動消費經濟，將
是每一家企業家巨大的機會所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廣州報道）廣東自貿試驗區南沙
片區昨日通報稱，即日起廣州海關聯合廣東自貿試驗區南沙
片區率先啟動「互聯網+易通關」改革。廣東自貿區南沙片
區工作辦公室主任潘玉璋表示，「互聯網+易通關」模式包括
「互聯網+自助報關」、「互聯網+提前歸類審價」、「互聯
網+互動查驗」、「互聯網+自助繳稅」4項措施，旨在推動
企業通過互聯網平台即可完成進出口貨物海關通關手續，促
進貿易便利。業界人士指，此項改革創新在全國屬首個。
廣州錦興紡織漂染有限公司每年進出口額上十億美元，該

公司報關主管張文超表示，「以前急着出貨，公司會安排一
個人在公司電腦錄入報關單，一個人跑現場。現在一個報關
員在公司或現場就可以搞定，預計管理成本將降一半」。」

天津國際礦業大會
熱議「一帶一路」

京借道澳門開拓葡語國家

■出口企業現場演示
「互聯網+易通關」。

本報廣州傳真
■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向浙商總會會長馬雲授
牌。 本報浙江傳真

■德勤黎嘉恩表示，希望幫助國企和大型民企「走出
去」，同時幫助外資進入當地發展。 記者涂若奔 攝

■京、澳及葡語國家合作項目推介洽談會在澳門舉
辦。 記者吳靖 攝

■中國國際礦
業 大 會 吸 引
8,000 餘 名代
表參加。
記者趙大明攝

■具有航空地
球物理綜合測
量系統的地礦
勘查中型無人
機，由中國自
主研製。

■■和美醫療副和美醫療副
總 裁 陳 偉 透總 裁 陳 偉 透
露露，，高端醫療高端醫療
服務毛利率可服務毛利率可
以高達五成以高達五成。。
記者李昌鴻記者李昌鴻 攝攝

■因無須排隊
和細緻就診服
務，和美醫院
吸引許多高端
客戶。
記者李昌鴻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