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貿發局日前（2月7日）在深圳舉行2018年新春媒體會議，其傳訊及推廣事務總監蘇詠雪表

示，該局今年將加大扶持和吸引珠三角中小企業和創業企業赴香港參展，吸引海外買家，並繼續組織

考察團前往越南、菲律賓、印尼、柬埔寨等多個東盟市場，為不同的基建及投資項目配對香港和內地

投資者及專業服務提供商，讓港企和內地企業更好地把握「一帶一路」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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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發局今年重點工作及計劃
1 3月，帶領香港專業服務代表團訪問天津及青島，與當地有興趣作

海外投資的企業會面洽談，介紹相關服務：融資、盡職調查、估
值、風險管理、法律、稅務、知識產權保護等；

2 3月，於廈門舉辦「未來建設．建設未來」活動，針對內地城鎮化
的需要和商機，推廣香港的基建和房地產服務；

3 5月，於杭州舉辦「創新升級．香港博覽」，推廣香港各項服務業
的獨特優勢，介紹香港創意、管理新思維、科技應用等創新營商之
道，協助企業加快提升競爭力和創新升級；

4 6月底，再度於香港舉辦「一帶一路高峰論壇」，邀請沿線國家和
地區的政府高層及商界翹楚，討論「一帶一路」倡議的最新發展，
以及為不同界別帶來的機遇，並設有投資項目介紹、一對一項目對
接，以及各類專業服務展區介紹；

5 9月，在越南胡志明市舉辦「時尚潮流．魅力香港」，推廣香港的
優質專業服務、品牌產品和時尚設計；

6 今年，貿發局將繼續組織考察團前往多個東盟市場，例如：越南、
菲律賓、印尼、柬埔寨等，為不同的基建及投資項目配對投資者及
專業服務提供者。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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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貿發局作為香港半官方機構，多年來為香
港和珠三角港企提供無數展覽、營銷和出口

等服務，受到許多港企和港人的認可。「一帶
一路」、大灣區和深港合作成為今次媒體會議
的焦點。蘇詠雪表示，去年12月，貿發局
「一帶一路」委員會成立，旨在鞏固香港作
為「一帶一路」商業及信息樞紐的角色及推
動商機，促進香港各界參與，共享「一帶一
路」倡議帶來的龐大機遇。

港續發揮對外聯繫功能
該委員會設有五個專責工作小組：國際市場、內地及東
盟地區、專業服務、中小企業及青年、宣傳及傳訊，並由相
關界別的商界領袖及專業人士擔任召集人，以更好地服務珠
三角港企和內地企業，也有利幫助中小企業發展和青年創
業。
蘇詠雪強調，香港作為國際商貿平台、金融中心及展覽之
都，服務業發達，可繼續發揮對外聯繫的功能，結合大灣區
內聯腹地的優勢，提升整個灣區（包括深圳）的競爭力，全
力協助香港和區內企業攜手「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並於
科技創新及青年創業等領域加強合作。目前，他們已跟區內
深圳、廣州、東莞、佛山、肇慶及相關部門簽訂經貿合作備
忘錄，推動合作。

粵企參展費用僅原價20%
談到深港合作時，貿發局深圳代表曾沂靖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深圳高科技產業十分發達，香港科技研發也十分不
錯，為了增進兩地科技合作，2017年4月，他們與深圳市創
科委簽署合作備忘錄，推動兩地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協助
初創企業進軍國際市場，並促進跨境技術轉移及知識產權交
易。
曾沂靖表示，香港許多專業展覽，通過補貼的方式，展覽
費用僅為原價的五分之一，吸引了上百家廣東企業，當中深
圳企業就有十多家。深圳一家研發治療睡覺打鼾的企業就受
到外國客戶的青睞，吸引了不少海外業務和合作。2017年深
圳舉行的高交會「香港日」活動中，貿發局設立香港科技展
區，展示香港大學、香港教育大學、5家香港研發中心、香
港科技園等的研發成果，讓許多深圳企業和參觀者驚訝地了
解到，香港竟然有汽車、納米材料、紡織、物流等許多領先
的技術成果。該展覽也促進了香港與深圳、東莞等地企業進
行科研成果合作和轉化。

組團考察東盟沿線市場
談到2018年發展計劃時，蘇詠雪稱，貿發局將繼續組織

考察團前往多個東盟市場，包括越南、菲律賓、印尼、柬埔
寨等，為不同的當地基建及投資項目配對香港和內地投資者
及香港專業服務商。其他重點活動包括：下月（3月）將會
訪問廈門、天津、青島和杭州，推介香港專業服務、基建和
房地產服務，香港創意、管理新思維、科技應用等創新營商
之道，協助企業加快提升競爭力和創新升級等。
6月底，將會再度於香港舉辦「一帶一路高峰論壇」，邀請
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政府高層及商界翹楚，討論「一帶一路」
倡議的最新發展，以及為不同界別帶來的機遇，並設有投資
項目介紹、一對一項目對接，以及各類專業服務展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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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媒體會議上，從
事 工 業 設 計 的 港 企
InDare 和提供無人機技
術的維視拍受到了媒體的
關注。
蘇詠雪表示，InDare

作為設計公司，在業界內
享負盛名，設計的許多作

品獲得不少大獎。據 InDare
負責人陳先生介紹，該公司主
要從事設計服務，包括品牌設
計、工業設計、多媒體設計與
空間設計，兩年來他們團隊從
6個人擴展至目前的43個員
工。公司應用國際化的視野，
將中西文化和現代設計理念，
為香港和珠三角企業設計許多
優質產品，受到客戶的青睞。
維視拍行政總裁辛子雋表

示，公司多個高管都是香港大
學畢業，最近剛剛進駐前海創
業夢工廠，租金僅香港的零
頭，大幅降低了創業成本。公
司研發的無人機監管消防、高
壓電線等技術被內地許多無人

機公司採用，其中包括大疆。他稱，未
來將好好利用深圳優越的創業環境大力
加強研發，並與深圳眾多無人機合作，
提升無人機飛行監控技術。

推動交流會創北上機遇
為了推動深港兩地科技合作，最近，

香港貿發局商貿大使及香港管理專業協
會成員參觀深圳科技企業華為、
Makeblock 等，了解深圳科技發展情
況。2018及2019年，他們還將與香港
廣東青年總會組織「粵港澳大灣區」青
年考察團、交流聚會等，推動他們北上
創業發展。

港
設
計
無
人
機
技
術
吸
睛

客
－
戶
－
青
－
睞

曾沂靖表示，粵創企赴港參展，展覽費
用僅為原價五分之一。

香港貿發局日前在深圳舉行2018年新
春媒體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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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使用閒置自有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進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
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委託理財受托方：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匯支行、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松江科技城支行、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松江支行
●委託理財金額：本次委託理財總金額為人民幣1.8億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下屬子公司使用自有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餘額為人民幣2.6

億元
●委託理財投資類型：保本型理財產品
一、委託理財概述
為提高閒置自有資金使用效率，2018年2月12日，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全資子公司上海漕河涇開發區松江高科

技園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松高科」）與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松江科技城支行簽訂購買6,000萬元《中國工商銀行保本型法人35
天穩利人民幣理財產品》的協議。

2018年2月13日，公司全資子公司松高科與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松江支行簽訂購買5,000萬元《中銀保本理財-人民幣按期開放理財
產品》的協議；公司全資子公司上海漕河涇開發區松江高新產業園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松高新」） 與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松江支行
簽訂購買4,000萬元《中銀保本理財-人民幣按期開放理財產品》的協議；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臨港松江科技城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松
江科技城」）與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匯支行簽訂購買3,000萬元《「蘊通財富·日增利」系列人民幣理財產品》的協議。

二、公司內部需履行的審批程序
公司於2017年12月18日召開了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六次會議和第九屆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使用閒置自有資金進行現金管

理的議案》，同意為提高閒置自有資金使用效率，增加資金收益，在保證日常經營運作資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資風險的情況下，公司及下屬子公
司擬使用最高額度不超過人民幣6億元閒置自有資金購買安全性高、流動性好、有保本約定的短期理財產品或辦理銀行定期存款，期限自第九屆董
事會第二十六次會議審議批准之日起至2019年4月30日。在上述額度內，資金可滾動使用。詳見公司於2017年12月19日披露的《關於使用閒置自
有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編號：臨2017-066號）。

三、委託理財協議主體的基本情況
公司購買的保本型理財產品受托方為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匯支行、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松江科技城支行及中國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松江支行，公司已對交易方當事人的基本情況、信用評級情況及其交易履約能力進行了必要的盡職調查，認為交易對方具備履
約能力。交易對方與本公司不存在關聯關係。

四、委託理財合同的主要內容
公司下屬子公司本次購買的總金額人民幣1.8億元保本型理財產品具體合同內容如下：
（一）基本情況

委託方 受托方 理財產品名稱 產品性質 理財金額
（單位：萬元）

產品期限
及預計年化收益率

產品期限（N天） 預計年化收益率

松高科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松江科技城支行

中國工商銀行保本型法人35天穩利人
民幣理財產品 保本浮動收益類 6,000 35 3.2%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松江支行

中銀保本理財-人民幣按期開放理財
產品 保證收益型 5,000 22 2.95%

松江科
技城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徐匯支行 「蘊通財富‧日增利」S款理財產品 保本浮動收益型 3,000

N＜7 1.80%
7≤N＜14 2.55%

14≤N＜30 2.90%
30≤N＜90 3.05%

N≥90 3.15%

松高新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松江支行

中銀保本理財-人民幣按期開放理財
產品 保證收益型 4,000 22 2.81%

（二）風險控制分析
公司及下屬子公司是在確保不影響正常經營的基礎上，根據公司閒置自有資金情況進行保本委託理財。本次購買的是保本型理財產品，公司

將建立台帳對理財產品進行管理，及時分析和跟蹤理財產品的進展情況，如評估發現可能存在影響公司資金安全的情況，將及時採取措施，控制
投資風險。公司將對資金使用情況進行日常監督，公司獨立董事、監事會有權對資金的使用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必要時可聘請專業機構進行審
計。

五、對公司經營的影響
公司在保證流動性和資金安全且不影響公司主營業務正常開展的前提下，運用部分閒置自有資金投資於保本型理財產品，有利於提高資金使

用效率，增加資金收益，符合公司和全體股東的利益。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下屬子公司使用閒置自有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餘額為人民幣2.6億元。
特此公告。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8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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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子公司新增土地儲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
及連帶責任。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臨港金山新興產業發展有限公司於近日參加了上海市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掛牌出讓活動，競得金
山區楓涇工業區CB_201608001號地塊，並與上海市金山區規劃和土地管理局簽訂了上述地塊的《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

金山區楓涇工業區CB_201608001號地塊，位於金山區楓涇鎮4街坊P1宗地，面積53,873.70平方米，土地用途：工業用地。
特此公告。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8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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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京東集團昨發佈「香港
品牌年貨內地銷售數據報告」，於今年1
月22日至2月10日期間，香港品牌商品
在京東平台上的銷售金額環比增長1.8
倍。據數據顯示，內地消費者春節前夕

的購買傾向已經從吃喝的「硬」需求轉
向生活方式類的「軟」需求，消費者更
願意在新年前夕購買一些高品質服飾飾
品、家居用品，升級家庭環境和個人形
象迎接新年。

平台銷售 周生生稱冠
過年，愛美是主題。香港品

牌在京東平台的銷售金額最高
的前五位品類依次是：黃金、
時尚女鞋、男裝、客廳家具、
鑽石。
臨近春節，消費者購買品類
也有所變化，銷售金額環比增
幅最大的前五位品類依次是：
益智玩具、傳統滋補、K金飾
品、生活電器、進口食品，該
等品類的銷售金額都達到上月
同期的3倍以上，表明消費者

更願意購買高品質飾品、禮物、生活用品
慶新年。
銷售金額最高的前五位品牌依次為：周

生生（CHOW SANG SANG）、天美意
（TEENMIX）、芝華仕（CHEERS）、佐丹
奴（Giordano）、達芙妮（DAPHNE）。而周
生生更囊括香港品牌銷售金額最高的前五
位單品，其中四款單品均為黃金轉運珠相
關商品。
在地域方面，香港品牌銷售金額最高
的前十大地區依次為：廣東、北京、江
蘇、上海、山東、浙江、遼寧、四川、
河北、天津，一線地區仍是主力；而銷
售金額環比增幅最大的前五大地區依次
為：黑龍江、遼寧、青海、天津、江
蘇，這些地區的銷售金額達到上月同期
的2.2倍以上，二、三線地區增長迅速，
表明香港品牌在該等地區的知名度進一
步提升。

平保夥華為拓智慧城市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平安（2318）與華
為技術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在智慧
城市、雲業務等領域開展全方位的合作，
本次戰略合作的達成，將進一步推動雙方
之間的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助力內地智
慧城市發展及金融科技創新。
雙方高層領導將組成「戰略合作指導委員

會」，並成立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專家合作小
組，聯合起草智慧城市頂層設計以及相應解
決方案。平安集團常務副總經理兼副首席執
行官陳心穎和華為輪值CEO徐直軍，分別
代表雙方在戰略合作協議上簽字。平安科技
總經理陳立明、平安集團智慧城市辦公室主
任胡瑋、華為Cloud BU CTO張宇昕、
EBG中國區副總裁楊萍等出席簽約儀式。
作為內地智慧城市發展聯盟成員，平安

集團已系統性地搭建出智慧城市建設的整
體解決方案─「平安智慧城市雲平
台」，旨在打造「智慧、智理、智效」的
全新城市生活。經過多年的研究與佈局，
目前平安已經與全國多個省市在民生息息
相關的政務、教育、房產、環保等智慧城
市領域建設開展合作，幫助政府提升政務
管理和民生服務能力，取得良好社會效
應。
作為全球領先的信息與通信解決方案供

應商，華為依托強大的研發和綜合技術能
力，為企業客戶提供全面、高效的ICT解
決方案和服務。截至目前，華為的智慧城
市解決方案已經服務全球40多個國家、
100多個城市，項目包括平安城市、電子
政務、智慧交通、智慧醫療等。

京東：港品牌銷售金額增1.8倍

■■周生生囊括香港品牌銷售金額最高的前五位單品周生生囊括香港品牌銷售金額最高的前五位單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