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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福建、在香港浸

會大學獲得工商管理碩

士的陳紹嘉，2013年7

月被好友張延悅「三年

打造一家上市公司」的夢想所打動，接受張延

悅邀請，共同投資設立深圳市樂活天下股份有

限公司，他負責財務管理，主抓內控管理和內

控體系建設。當時大量跨境電商正拓展進口奶

粉和化妝品，但他們獨闢蹊徑，將目光瞄準較

難盈利的海外水果、海鮮和牛羊肉等生鮮食

品，通過「互聯網+農業」的跨境電商平台，拓

展內地市場運營商業務，並在海外基地直接採

購供應。2016年，公司銷售收入達3億元（人

民幣，下同），較2015年大幅增長三倍。在陳

紹嘉推動下，公司2016年8月初成功在新三板

掛牌上市，市值達40億元，實現了三年上市的

夢想。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

樂活因在海外快速發展，導致面臨資金和
人才等發展瓶頸。陳紹嘉透露，擅長會計業
務的他通過財務設計、公司架構設計、母公
司子公司的業務分拆等，將公司財務報表重
新整理，讓其符合新三板上市要求，建立健
全相應的財務內控制度等，2016年8月初在
新三板掛牌上市。截至2017年1月初，樂活
在新三板市值已高達40億元，在所有新三板
掛牌公司中居於前100名。
2016年11月初，樂活向中科招商發行了
中科一號基金，金額為1,800萬元，其他
戰略投資者仍在協商中。今年，樂活將大
力拓展內地業務，尋求與內地更多特色產

品基礎合作，並將在全國配備100輛冷鏈
物流車，約需資金3,000萬元，為此，他
們仍在設法引入戰略投資者以緩解資金的
不足。
目前，樂活擁有員工百人，在快速發展
中，公司面臨高端人才的短缺問題，包括冷
鏈、物流、電商銷售等高端人才，為此，他
們便以「高薪+股權」的方式設法吸引人
才，去年以來引入戰略投資、管理、技術、
市場、培訓和文化宣傳等十多位人才。在電
商平台對接許多市場運營商及平台時，他們
遇到數據對接問題，通過升級和技術改造，
從而解決了問題。

陳紹嘉透露，他們銷售的智利車厘子，去年在華
南、華東、華中一個月可以銷售一千萬至兩千萬
元。2016年公司銷售收入達到3億元，較2015年
大幅增長三倍。
今年通過擴大國內外直接採購基地，加強全國配

送，並將在深圳建立檢驗檢疫中心，讓樂活提供的
海外生鮮食品和內地特產達到樂活良品標準。
樂活還將斥巨資準備入股海外生產基地，每

個基地入股約一成，從而獲得保質保量供應，
並將在內地尋找特色的「一縣一品」基地。經
過上述多重努力，他預計今年銷售額將達10億

元，較2016年
有兩倍多的增
長。

隨着內地消費水平和百姓對食品安全
要求不斷提高，進口商品需求日

增。陳紹嘉將目光瞄準容易變質和腐爛
的海外生鮮產品，由於風險大，故該領
域很少有人願意涉足，但卻蘊藏了巨大
的機遇。

建溯源系統 保食品安全
陳紹嘉與張延悅合作建立「互聯網+農

業」跨境電商平台，並親赴美國、加拿
大、智利、澳洲、新西蘭、越南、泰國
等地，考察生鮮水果、海鮮和牛羊肉生
產基地。他制定了「低碳、綠色、有
機、環保和時尚」的樂活良品標準，只
有保證符合標準，才能納入合格供應
商，並通過電子採購合同等，建立商品
溯源系統，將其傳到政府相關雲端平

台，通過政府審核後，為電子合同做可
信背書，從而解決了內地消費者對食品
安全的擔憂。

直購省成本 讓利消費者
通過基地直接採購加拿大和智利的車

厘子、美國的黑提子、澳洲的柑桔和牛
羊肉、新西蘭的奇異果、越南的香蕉
等，省去了中間多個流通環節，從而可
以給內地消費者讓利。與此同時，他們
還與內地一些基地合作，包括江西贛州
的臍橙、福建建寧蓮子和平和蜜柚等。
截至2016年12月底，他們已在海外61個
國家和內地十多個縣市建立了基地直接
採購合作關係，從而保證生鮮和特產的
穩定供應和品質。
陳紹嘉直言，因水果是快速消費品，

他們通過直接服務市場運營商，而非消
費者，這樣就無須配備大量的配送車、
人手和銷售渠道，也可規避水果腐爛導
致虧損這一風險。

冷鏈物流車 保品質新鮮
在談到生鮮產品帶來的保鮮挑戰

時，陳紹嘉表示，他們根據不同水果
配備不同的冷鏈物流車，通過對溫度
的控制和快速配送，保證了生鮮水果
的品質。冷鏈運輸是其中一個環節，
樂活大部分的冷鏈運輸目前主要委託
專業物流公司，總投入約300萬元，只
有深圳目前配有近十輛冷鏈物流車。
內地特產基地是基地直接配送，物流
也是基地負責，進口生鮮食品主要由
物流公司泛亞物流配送。

浸大碩士三年圓上市夢
瞄準「互聯網+農業」海外水果搶先賣

高薪加股權 設法吸人才

去年銷售增三倍
將入股生產基地

��
����

■■一些顧客通過商家訂購樂活海外一些顧客通過商家訂購樂活海外
進口的新鮮水果進口的新鮮水果。。 記者李昌鴻記者李昌鴻攝攝

■■陳紹嘉將目光瞄準海陳紹嘉將目光瞄準海
外生鮮產品外生鮮產品，，獲得發展獲得發展
機遇機遇。。 記者李昌鴻記者李昌鴻攝攝

■樂活的生鮮
水果倉儲。
記者李昌鴻攝

成都高新區註冊資本年增1.3倍

陽江核電下半年進「四核」時代

「全年新增市場主體36,253個，若按工
作日計算日均新增市場主體達144

個，意味着平均3分多鐘便有一個市場主體誕
生。」成都高新區工商局副局長孫秀蓬說，這
一切得益於該區實施的商事制度改革。

3年新登記企業逾5.8萬戶
2013年，該區正式啟動「資本認繳」「先照後

證」等改革措施「黃金十條」，激發了社會創新
創業熱情。3年來，該區新登記企業58,363
戶，超過了改革以前近20年的企業存量總和。

港青年領袖組團往參觀考察
日前，全國青聯委員、香港華菁會副主席、

鼎佩投資集團合夥人張玥率17名香港青年領
袖，赴成都高新區參觀考察。「成都高新區的

產業體系具有全球視野，創業與生活相得益
彰。」世界華商組織秘書任暉非常關注成都高
新區打造國際創新創業中心的戰略佈局，計劃
邀請更多同行造訪，「這次是走訪考察，下次
或將進行合作簽約。」
「這裡的創業氛圍濃厚，就像呼吸，雖看不
見卻能時刻感受到。」中國亞太資產及產權交
易所財務部副總經理唐陽說。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1月18

日，記者從成都高新區獲悉，2016年該區新登記

市場主體36,253戶、同比增長60.25%，新增註

冊資本1,959.88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134.47%。其中，註冊資本10-1,000萬元的企

業23,133戶、佔比80.74%，10億元以上的企業

22戶；外商投資企業1,063戶，註冊資本331.91

億元。截至2016年底，成都高新區已有各類型

企業83,371戶，註冊資本6,897.86億元。
■■港青在成都高新區考港青在成都高新區考
察察。。 本報四川傳真本報四川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
道）中國廣核集團旗下陽江核電有限
公司近日召開新聞發佈會。陽江核電
相關負責人表示，2016年，陽江核電
全年上網電量達215.83億千瓦時，相
比2015年同比增長78% ，是陽江市
2015年全社會用電量的兩倍多。與同
等規模的煤電相比，相當於減少二氧
化碳排放1,684.32萬噸，進一步助力

南粵大地「天更藍、水更清」。另據
透露，2016年陽江核電安全業績良
好，3台運行核電機組三分之二的指標
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在建機組按計劃
推進。
對於2017年的工作，陽江核電方面

表示，除了在運的1、2、3號機組外，
4號機組已於2017年1月8日實現首次
併網發電，後續將按計劃推進相關試
驗和小修，預計2017下半年實現商
運，屆時陽江核電將步入「四核」時
代。

香港文匯報訊 (通訊員 羅洪嘯 北京報道)
國家電網公司營銷部副主任沈建新日前透露，
2016年國家電網公司建成充電樁2.2萬個，累
計建成充電樁超過4萬個，建成「六縱六橫兩
環」高速公路快充網絡，覆蓋1.4萬公里、13
個省、95個城市。同時，還搭建了車聯網平
台，與主要充電運營商實現了信息互聯互通，
接入充電樁超過10萬個。 「十三五」期間，
國家電網將投資250億元人民幣用於充電樁建
設，包括在全國建1萬個充電站和12萬台充電

樁，屆時電動車充電難問題將會得到解決。
在支持新能源發展方面，2016年，國家電

網公司經營區域內，消納清潔能源11,893億
千瓦時，同比增長15.2%，減少標煤燃燒3.8
億噸，減排二氧化碳9.5億噸。海外業務方
面，目前國家電網境外資產規模超過400億美
元，成功投資運營菲律賓、巴西、葡萄牙、澳
大利亞、意大利、希臘及香港等7個國家和地
區骨幹能源網，項目盈利能力都在10%以
上。

國家電網「十三五」投250億建充電樁

■國家電網公司新聞發佈會現場。 羅洪嘯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蕊、孟冰
重慶報道）隨着重慶水港、空港、
鐵路港、信息港、保稅港五港交
匯，該市已成為全國最大汽車產業
基地，去年全年生產汽車約316萬
輛，同比增長4%，繼續領跑全國；
規上汽車製造業預計完成產值超過
5,380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約11.4%。
據悉，重慶是全國唯一汽車年產

量超過300萬輛的省市，超過排名第
二的廣東省約40萬輛。在去年生產

的汽車產品中，乘用車佔比近9成，
達到89.3%的水平，高出全國87.7%
的水平1.6個百分點。

智能車生產9.2萬輛增96%
此外，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預

計2016年全年，重慶新能源和智能
汽車產量達 10 萬輛，同比增長
64%，完成產值262億元，同比增長
67%。其中，智能汽車生產9.2萬
輛，同比增長96%，完成產值251
億元，同比增長93%。

重慶年產汽車逾300萬輛領跑全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丁春麗山東
報道）由於不受榨季影響，以玉米
為原料的玉米棉白糖自研發成功上
市後備受市場關注，其產能釋放後
或將對傳統糖業產生衝擊，或將引
發糖業革命。
據西王藥業公司副總經理徐磊介

紹，玉米棉白糖是西王集團多年的
研發成果，打破了國際上少數國家
對果糖生產的壟斷。2017年玉米棉
白糖產量將達到15萬噸，2018年的
目標是50萬噸，規劃將來達到100
萬噸。

高附加值 不受榨季制約
根據西王集團董事長王勇的介

紹，該集團50萬噸玉米棉白糖項目
爭取到2018年打造10個億的利潤，
再造一個300億市值的上市公司。西
王糖業也正是王勇要打造的新的上

市公司，目前該集團旗下已經擁有
西王食品、西王特鋼、西王置業三
家上市公司。
在日前舉行的西王玉米棉白糖推

介會上，專家、經銷商對玉米棉白
糖的功能特性和前景應用給予充分
肯定。玉米棉白糖是由玉米精深加
工而成的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
其生產過程完全不受榨季的制約，
甜度是蔗糖的1.2倍到1.8倍，具有
甜度高、熱量低以及不易致齲齒等
優點。特別是血糖生成指數低，是
一種新型健康糖源。
傳統的製糖業是利用甘蔗或甜菜

等農作物為原料。甘蔗糖的主產區
集中在南方的廣西、雲南、廣東湛
江等地，甜菜糖主產區主要集中在
北方的新疆、黑龍江、內蒙等地，
每年10月到次年4月是蔗糖集中壓
搾、集中上市的時間。

■■陽江核電陽江核電33台運行核電台運行核電
機組機組22//33指標達到世界先指標達到世界先
進水平進水平。。 北京傳真北京傳真

玉米棉白糖料掀糖業革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山
東報道）記者從青島市金融辦獲
悉，2016年青島市直接融資取得重
大突破，通過資本市場、銀行間市
場、債券市場等融資方式累計融資
達1,456.08億元(人民幣，下同)，是
上年同期的2.75倍。

首次突破千億大關
青島市去年資本市場融資101.18

億元，首次突破百億元大關；銀行

間市場、債券市場融資達1,354.9億
元，首次突破千億元大關。在發債
的企業中，非金融企業發行各類債
券23隻，融資231.8億元。發債的企
業涵蓋了國有和民營企業，遍佈港
口物流、能源、建築、文化傳媒、
橡膠及基礎設施等各個行業。
截至2016年11月末，青島市小額

貸款公司歷年發放貸款金額累計超
過500億元大關，投向「三農」和小
微企業貸款佔比近九成。

青島去年直接融資逾千四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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