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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地 緣 20 年 之：港閩篇

福建，是內地體育產業領先者。「2016中
國體育企業百強排行榜」中，有28家福

建企業上榜，數量最多。香港上市四大國產運
動品牌中，有三個（安踏、特步、361度）均
來自福建泉州晉江。

閩企爭相赴港「躍龍門」
上世紀70年代末，晉江的陳埭鎮開始出現

一兩家小鞋廠，幾把剪刀、錘子、幾台縫紉機
就可開工。一條小河穿鎮而過，河東出了個安
踏的丁世忠，河西是特步的丁水波。創業的艱
辛，大抵相同。
2007年7月10日，安踏在香港上市，創造

了中國體育用品行業市盈率及融資金額最高紀
錄。據公開信息，安踏上市前營收僅12.5億
元人民幣，除因2013年全行業下滑外，安踏
收益、純利等均逐年提升，到2016年，股東
應佔溢利同比增16.9%至23.9億元人民幣，營
收高達133.5億元人民幣，門店近萬家。而內
地運動品牌「老大哥」李寧，去年營收是
80.15億元人民幣。
安踏在香港的成功上市，引領眾多福建運
動品牌開始「躍龍門」。一年後，特步也在香
港上市，融資22.28億港元；再一年，361度
也來到香港，融資18.05億港元，另有一大批
福建企業湧入資本市場。特步執行董事、首席
財務官何睿博表示，特步選擇香港上市是希望
面對國際投資者。

獲雄厚資本抗衡國際品牌
「香港作為全球大都會，金融市場更是為
國際大買家所關注，在香港上市，無形中就能
推廣和提升內地企業品牌在國際的知名度。」
黃萃琪說。有分析師認為，安踏超越李寧，是
港股福建體育板塊的亮點，其實質是福建運動
品牌上市募集的大量資金，給了這些企業雄厚
資本作支撐，更給了本土運動品牌抗衡國際品
牌的底氣。
安踏品牌總裁鄭捷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安踏通過赴港上市，逐步打造國際化的管理團
隊，用國際化的戰略眼光，使用國際化的管理
方法，在產品設計和質量上達到國際化的水
平，「讓安踏能夠在中國市場跟國際品牌進行
正面競爭」。目前，安踏已在日本、香港成
立設計中心，在美國設立了研發設計中心，進
一步支持其全球化佈局。
用「圍城」一詞形容內地體育用品消費市
場再合適不過。國際品牌殺進來，把大中華區
作為自己最重要的市場，而本土企業卻不甘於
只守着這片土地，想走出去。一些投行人士透
露，他們亦收到了以上所有品牌發出的尋找境
外收購標的的邀約。
內地與香港的金融命脈正被逐步打通。繼
內地與香港股市「互聯互通」後，安踏亦獲批
36億元人民幣「熊貓債」。與安踏攜手在資
本市場走過十年的黃萃琪，依然保持對香港資
本市場的信心：「如果還有資本需求的話，從
國際性角度考慮，安踏肯定會優先選擇香港市
場。」

「以前耐克、阿迪讓我們睡不

着，現在我們也要讓他們睡不

着。」說這話的是安踏董事局主席

丁世忠。十年前，安踏在香港上

市，融資31.68億港元。十年後，

安踏營收翻四倍，市值破600億港

元，穩居中國體育用品一哥之位，

躋身全球前五。安踏投資者關係部

總監黃萃琪，見證了安踏在香港資

本市場從零開始的全過程。黃萃琪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說：

「十年間，借助香港資本市場，安

踏不僅成為一個國際知名品牌，也

讓世界看到，中國可以做一個很好

的國際品牌。這點非常重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何德花 福建報道

港資本市場給力
閩體育產業拔萃
上市募資增競爭底氣 眼光開闊鑄國際品牌

「去年我們和福建省商務廳合作，促成
印尼三林集團在福清的投資。這是一個利
用香港專業服務對接『一帶一路』投資的
案子。」香港貿發局福州辦事處副主任鄭
文彬介紹，香港貿發局扎根福州已22年，
利用香港各類平台獨特優勢，在「一帶一
路」倡議的大背景下，結合「走出去」和
「引進來」策略，幫助福建拓展與海上絲
綢之路沿線國家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業績
不俗。

助閩企「走出去」「引進來」
鄭文彬介紹，國家的「一帶一路」倡議一
經提出，香港貿發局便組織民營經濟最為活
躍的泉州知名企業赴法國、意大利、西班牙
等地開展品牌合作、投資併購等經貿活動。
「歐洲時裝產業發達，有著名品牌和一流設
計師，但多數中小企業面臨資金鏈趨緊和業
績增長乏力的困境，這為中國企業海外併購
贏得難得契機。」鄭文彬說。此次歐洲之

行，利郎、特步等知名品牌企業不僅與歐洲
知名品牌達成戰略合作，引進歐洲設計團
隊、品牌企業開辦工作室，還開闢了雙邊企
業聯合研發、聯合投資、聯合生產等多方深
度合作暢通渠道。「香港貿發局發揮全球網
絡佈點的資源優勢，開創了閩港聯合開展國
際招商的有益嘗試。」
鄭文彬介紹，2015年年底，印尼三林集
團中國區總部——三林萬業（上海）集團
有限公司、香港華通食品等三家公司，計
劃啟動投資規模60億元人民幣的物流項
目。為了對該項目進行科學合理的規劃，
公司要求必須與國際國內知名、專業的物
流諮詢公司合作，特別是在物流領域專業
經驗豐富的香港知名物流公司。

港發揮超級聯繫人作用
儘管三林集團是一家有着雄厚底蘊的跨

國公司，但由於對香港物流服務行業的了
解不足，在尋找合作夥伴的過程中，遇到

了不少困難。去年6月，通過香港貿發局
福州辦事處的多方協調，三林集團選擇與
香港威裕環球集團（Bps Global）開展合
作，項目落地福建福清。「這個項目裡，
香港起到了『一帶一路』超級聯繫人的作
用。」鄭文彬說。
今年5月25日，香港貿發局在福建福州

舉辦今年首個大型的香港服務業推廣活
動，探討國家在「一帶一路」發展策略及
「十三五」規劃下，閩港兩地的機遇。香
港貿發局華南首席代表吳文慧稱，期望通
過這樣的論壇，推動香港高端服務業到福
建發展，為福建「引進來」、「走出去」
創造雙贏。

港閩攜手拓展「一帶一路」商機

今年5月25日，香港貿發局在福州舉辦
的「創新升級．香港論壇」活動上，福建
省政府副省長李德金透露，閩港兩地關係
緊密，過去一年，兩地進出口貿易額達到
562億元人民幣。改革開放以來，福建累計
利用港資近800億美元，約佔福建省實際利
用外資的三分之二。

港成閩企「走出去」重要平台
李德金介紹，香港是福建企業「走出

去」的重要平台，目前福建在香港的投資
企業有1,118家，投資額近100億美元，近
80家福建企業在港交所上市，融資額超過
1,000億港元。值得一提的是，福建在去年
全球經濟下行態勢下，經濟保持平穩健康
發展，去年全省GDP近3萬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8.4%，首次進入內地前十。今年
一季度，福建GDP同比增長8.6%，較內地
平均數據高出1.7個百分點，在經濟總量前
十的省份中，繼續保持增速領跑的位置。
對此，香港貿發局副總裁葉澤恩指，福

建的發展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關注和支持。
他稱，國家倡議加快「一帶一路」建設，
當中明確支持把福建省建設成為「21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並且加強包括福
州、廈門、泉州等沿海城市的港口建設，
成為發展「一帶一路」、特別是「21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主力。葉澤恩強
調，在這個過程中，福建需要多方面專業
服務的支援。香港專業服務人才擁有豐富

的國際經驗，正好為福建企業與各地企業
合作提供助力，在金融、物流、基建、設
計、品牌管理和科技創新等服務範疇上，
提供具備國際水平的支援，讓閩企在世界
市場跳得更高、走得更遠。

香港人脈優勢應加以利用
葉澤恩透露，福建的經濟非常活躍，福

建企業走出去併購的意願也很高。今年
初，在香港貿發局的協助下，福建企業到

意大利進行了併購時裝企業。9月份，福建
企業還將在香港貿發局的帶領下到歐洲等
地做時裝品牌的合作、併購事宜。
葉澤恩稱，閩港經貿往來緊密，從貿易

延伸到了投資領域，「一帶一路」倡議帶
來了很多新興市場商機，盡量多利用香港
人脈優勢，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多開拓
雙向貿易和雙向投資，讓閩港合作更上一
層樓。

「香港給內地帶來的影響是多
方面的。簡單從商務角度上看，
穿西裝、打領帶、提公文包，這
樣的風尚就是從香港傳到內地
的。香港可借鑒的經驗很多，香
港是全球自由經濟的典範，是全
世界知名的自由貿易港，內地與
香港簽訂的CEPA協定，為內地
走向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自由
化，以及貿易投資便利化奠定基
礎。福建從保稅港到自貿試驗區
就是受益者。」福建商務廳人士
說。
「香港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
福州保稅區在 1992 年獲批建
設，從那時候開始，我們就開始
學習香港自由貿易的經驗。」福
建自貿區福州片區人士向記者介
紹，從保稅區發展到自貿區，一
線放開、二線管住的做法就是香
港自由港的做法。「為了做保稅
區，我們經常到香港學習，例如
國際航運物流運作模式，引進了
嘉里大通、馬士基物流等著名物
流公司及他們先進的物流運作經
驗，發展以『國際貿易、保稅倉

儲』功能為特徵的保稅物流業務。參照香
港的國際貿易自由化，建設保稅區。」

已成指導風向標
「在思想、眼界、格局上應該都受到香
港的影響。」早期在福州保稅區、現在服
務於福建自貿區福州片區的黎先生稱，香
港與內地簽訂的CEPA協定，將早期從原
有的貿易領域的合作，拓展到服務如金
融、法律等多領域合作，從特定區域拓展
到了全面開放服務貿易領域的自由貿易協
議，也就是內地全境與香港基本實現服務
貿易自由化。
福建省商務廳人士說，從這個意義上，
CEPA協定是香港與內地合作的總開關。
中國從15個保稅區開始，到現在的11個
自貿實驗區，到將來真正的自由貿易區，
香港自由港的經驗始終是指導風向標，而
CEPA則是落實、加深兩地的合作。內地
與香港在經貿領域上的差距在慢慢地縮
小，也為中國走向自由貿易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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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利用港資累計近800億美元

福建部分香港上市公司
行業

運動休閒品牌

運動休閒品牌

地產

紡織及製衣

電子商貿及互
聯網服務

航運及港務

貴金屬

消費品製造業

註：截至2016年12月30日，福建在香港的上
市公司近80家。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德花

股票名稱

安踏體育

特步國際

禹洲地產

協盛協豐

網龍網絡

廈門國際港務

紫金礦業

恆安國際

股票代碼

2020

1368

1628

0707

0777

3378

2899

1044

■■內地企業品牌在香港上市內地企業品牌在香港上市，，有助提有助提
升在國際的知名度升在國際的知名度。。圖為香港聯交所圖為香港聯交所
的銅牛和旗幟的銅牛和旗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安踏體育成功安踏體育成功
登 陸 香 港 聯 交登 陸 香 港 聯 交
所所，，公司公司CEOCEO丁丁
世忠現場舉杯慶世忠現場舉杯慶
祝祝。。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閩港聯手在福州舉辦閩港聯手在福州舉辦
「「創新升級‧香港論壇創新升級‧香港論壇」」
活動活動，，兩地共商兩地共商「「一帶一一帶一
路路」」新機遇新機遇。。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何德花記者何德花 攝攝

■■香港專業服務人才擁有豐富的國際經
驗，為福建企業與各地企業合作提供助
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德花 攝

■■福建自貿區學習香港自由港經驗。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