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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冠深倡「四通」促大灣區融合
打通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 消除發展障礙

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上周四（3月29日）在深圳舉辦「新時代再出

發 大灣區共發展」論壇。新華集團董事局主席、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

盟主席蔡冠深在會上呼籲各界要積極合作，攜手消除大灣區的發展障礙，

讓大灣區的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自由流通，塑造全球一流的大灣

區。同場的祥祺集團董事局主席陳紅天和長隆集團董事長蘇志剛等重量級

人物，亦建言要加快大灣區的發展及區內11城市的分工協調。

蔡冠深表示，促進粵港澳大灣區人流、
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四通」十

分重要，這需要在國家層面逐步推進解決。
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將在5月中下旬，
與香港中華總商會在香港召開大型的粵港澳
大灣區規劃說明及研討會，屆時會邀請國家
發改委以及粵港澳三地的最高官員，一起解
讀這份最新公佈且全球矚目的大灣區發展規
劃。

聯盟：覓產業發展新方向
他稱，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組團分
別拜訪三地政府及首腦，得到了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與廣東省省長馬興瑞的支
持；澳門方面的溝通亦將在近月進行。聯盟
將為在大灣區創業創新的青年人，建設一個
提供交流、展示、獲得融資以及支撐的平
台，以及舉辦大灣區青年創新創業評選比
賽，從中找出未來產業發展的新方向。
蔡冠深續指，粵港澳大灣區的優勢在於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深圳的創新能力非常
強，以及廣東製造業全產業鏈非常成熟，粵
港澳大灣區基本上是包含了紐約、東京和三
藩市的優點。粵港澳大灣區剛剛成立，充滿
活力，未來5年到10年應該很有機會排在全
球的前列。他稱，3月30日他去參與湄公河
論壇，在場見到多個國家的總理，以前湄公
河沿線國家主要希望對接的是廣西和雲南，
現在他們希望對接的是粵港澳大灣區。粵港
澳大灣區也要發揮「引進來」和「走出去」
的雙向作用。

陳紅天：區內產業宜整合
出席同一場合的全國政協委員、祥祺集
團董事局主席陳紅天指出，香港的發展正面
臨着一些樽頸，年輕人找不到出路，大學畢
業後的薪酬和深圳差不了太多，但深圳擁有
創業氛圍和機會。在大灣區11個城市中，
香港擁有良好的法制和金融服務環境，廣州
有非常多的優秀人才，比如說很多大學的科
研單位設於廣州。江門和惠州則有相對比較
好的人力資源。他建議大灣區內11個城市
可以將產業有效整合。

蘇志剛：要做好協調推廣
廣東長隆集團董事長蘇志剛亦表示，大

灣區內11個城市要合作發展，最重要是做
好協調和推廣，除了經濟，包括交通和環保
等建設均要做好規劃協調。

莫浩棠：先規劃整體定位
廣東三正集團董事長莫浩棠認為，大灣

區內「9＋2」城市各有優勢和短板，如何讓
這9個城市和2大特區的優勢互補，在整個
大灣區的建設當中發揮各自優勢，必須要有
一個預先的規劃。大灣區應該有自己整體的
定位，以及各個區的個別定位和發展策略，
並發揮大灣區在集聚以及輻射功能上的作
用。他認為要「計劃先行、規劃先行」，在
規劃和資源集聚的過程當中，打通各種通
道；這同時能增強大灣區經濟的集聚能力和
輻射能力，加快大灣區經濟群的形成。

重量級人物看大灣區發展
■ 全國政協常委、新華集團董事局主席、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

主席蔡冠深：未來5年至10年，粵港澳大灣區應該很大機會排

在全球灣區前列；湄公河區域多個國家主動對接粵港澳大灣區。

■全國政協委員、祥祺集團董事局主席陳紅天：粵港澳大灣區內11

個城市可以將產業有效整合。

■ 全國政協委員、廣東長隆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蘇志剛：粵港澳大

灣區內11個城市的合作與發展要注重協調和推廣，包括經濟、

交通和環保等均要做好規劃協調。

■ 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聯席主席、廣東三正集團有限公司董事

長莫浩棠：大灣區必須要有一個預先的規劃，發揮集聚和輻射功

能。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逾200位嘉賓參加了「新時代再出發
大灣區共發展」論壇，其中港企代表佔近
一半。有香港地產、旅遊和建築設計業界
人士指出，將會好好把握和拓展大灣區及
「一帶一路」機遇。

加快佈局珠三角
從事建築設計的港企凱達負責人黃威林

表示，他們在香港和內地分別有600名和
200名員工，目前在內地的發展不錯，其

中包括北京新浪大廈的設計。他看好大灣
區發展帶來的機遇，並將積極前往珠三角
9市加快業務佈局。

申國際旅遊牌照
香港大航假期董事長陳燕萍表示，去年公

司吸引了逾40萬港人赴珠三角旅遊，其中
惠州和江門是港人北上旅遊的熱點；公司業
務達雙位數增長，且增長趨勢持續。她指，
將在珠三角多個城市申請國際旅遊牌照，擬

拓展大灣區龐大居民的海外旅遊業務。
華潤置地產業創新部華南大區總經理曉

曼表示，華潤前海金融綜合體將成為首批
進入前海的500強企業之一，將以華潤前
海中心金融綜合體為依託，在前海導入華
潤多維產業資源，建設華潤首個金融主題
的「潤加速產業孵化加速器」。同時面向
前海產業鏈的上下游企業，全面嫁接產、
學、研、創和投等五個方面的國際資源，
通過創新產品研發對接產業資源。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

港企積極拓展大灣區機遇

■「新時代再出發 大灣區共發展」論壇吸引了逾200位嘉
賓參與，其中近半為港企代表。

■蔡冠深呼籲各界促進大灣區人流、物
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四通」。

■陳燕萍擬在珠三角城市申請國際旅遊
牌照。

■黃威林指，正積極前往珠三角九市加
快業務佈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主要從事
連鎖快餐業務的合興（0047）行政總裁洪明
基昨表示，隨着內地經濟繼續平穩增長，居
民收入增加，因此合興今年於現有市場的淨
開店數目或會由去年的46間，輕微增加至近
50間，以應付日益增加的需求。

分店自動化增營運效率
洪明基續指，所有新開的分店全部為
「4.0」模式。比舊有的分店更為電子化，例
如引入自助點餐機系統。此外，他表示若全
線分店改裝成自動化系統，將可提升約20%

營運效率。
另一方面，洪明基表示，由於內地吉野家

的線上收入佔整體收入比率，按年增加6個
百分點至32%，其中北京地區更高達40%，
集團將致力提升電子化點餐與外送系統；未
來開設的內地吉野家分店面積或較過往為
小，以節省營運開支與增加公司的收益。
談及內地吉野家產品的定價時，洪明基表

示內地吉野家將採取「梯級」加價政策。他
透露，去年及今年2月28日已加價兩次，產
品的加幅介乎2%至5%。不過，他沒有透露
相關產品未來會否進一步加價。

8 Securities獲野村注資1.95億

■洪明基（左）指，集團將致力提升電子化點
餐與外送系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健樂 攝

香港文匯報訊 從事機械人投資顧問的金融
科技公司8 Securities昨宣佈，已和野村資產
管理達成協議，將獲注資2,500萬美元（約
1.95億港元）。這是本港今年目前最大宗的
金融科技投資。8 Securities及野村資產管理
將推出新的數碼財富管理服務，包括針對千
禧世代的機械人顧問和移動投資方案。

增金融科技領域合作
8 Securities 執行主席 Mathias Helleu 表

示，歡迎野村資產管理公司成為8 Securities

的首個策略投資者，「野村資產管理的投資
肯定了8 Securities的公司願景、專業技術能
力和亞洲下一代財富的重視。」新注入的資
本將助8 Securities加速客戶增長，加強產品
研發，增加軟件開發團隊的規模，並拓展到
新的市場。雙方還打算於亞洲（包括日本在
內）金融科技領域作出更多不同方面的合
作。
作為本港2018年最大宗金融科技投資，這

項交易反映機械人顧問服務在亞洲（包括日
本在內）的龐大增長潛力。8 Securities行政

總裁Mikaal Abdula表示，公司將繼續致力開
拓機械人顧問Chloe的發展和增長。他指，
建立8 Securities以來，公司一直把業務重點
聚焦於幫助千禧世代成功邁出投資第一步，
希望為下一代財富管理帶來簡單易用、普遍
可負擔的移動投資方案。
8 Securities指，亞洲首個機械人顧問移動

應用程式Chloe自2016年面市以來，已通過
分散於28個國家/地區多達38,300隻股票和
債券的多元化ETF組合，為客戶帶來7%至
15%的年度回報。

中國金融發展續拓大灣區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麥 迪 森 控 股
（8057）昨宣佈，公司已於上周五
（3 月 30 日 ） 與 日 本 上 市 公 司
Remixpoint訂立協議，集團將以50億
日圓（約3.6億港元）現金代價，向
Remixpoint收購在日本持牌經營數碼
貨幣交易所BITPoint Japan之 20%股
權，以及附帶之額外40%股權的收購
期權。
麥迪森表示，BITPoint是日本領先

及著名的數碼貨幣交易平台。自日本
金融服務管理局去年9月開啟發放經營
許可牌照，BITPoint是最早取得經營
許可的數碼貨幣交易所，為當前日本
16家數碼貨幣交易持牌機構之一，且
在技術、用戶體驗和經濟指標等各方
面位居行業領先地位。
全球數碼貨幣 2017年總市值接近

6,129億美元，日本是全球數碼資產最
活躍且最嚴謹的市場之一。集團認

為，日本在區塊鏈應用及數碼貨幣應
用領域均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並擁有
法律支持的環境與相對嚴密的監管。
作為日本市場的領導者，收購
BITPoint權益將為集團在未來區塊鏈
及數碼貨幣市場的發展提供良好支
持。

冀業務產生協同效應
麥迪森主席丁鵬雲表示，鑑於全球

數碼貨幣近年蓬勃發展及良好的增長
預期，加之日本法律監管體系下完善
的牌照制度，集團對數碼貨幣交易平
台的前景感到樂觀。相信數碼貨幣交
易所的發展仍處於初級階段而其潛力
不可小覷。此次與BITPoint的全面合
作，標誌着集團由傳統金融向金融創
新領域的轉型，力求與集團現有業務
產生協同效應，為客戶及股東帶來更
大利益。

多方發力搶攻網約車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

報道）原本趨於平靜的網約車市場最
近硝煙再起，繼美團上線網約車服務
後，阿里系的高德地圖推出順風車服
務，吉利集團旗下曹操專車則在近期
接連擴張版圖。從機構報告顯示，中
國移動出行用戶規模每年以兩位數增
長，因此行業巨頭依然視此領域為兵
家必爭之地。
美團是近期挑戰滴滴的新對手，

率先開通上海站網約車服務，直指
滴滴主營業務。阿里全資子公司高
德地圖近日亦推出順風車業務，首
站登陸成都和武漢，北京、上海、
廣州、和深圳等城市的車主招募亦
已開啟。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傳統
老牌車企的吉利集團，同樣在默默
發力網約車領域，旗下曹操專車今
年以來相繼開通北京、深圳、重慶
和無錫等主要城市，並將全國版圖
拓展至22城市。

從這些企業巨頭紛紛涉足網約車領
域來看，對滴滴的衝擊無疑是巨大
的。據美團打車公佈數據，美團打車
上海站開通首日訂單量為15萬單，第
二日和第三日訂單量分別達到25萬單
和30萬單，幾近拿下上海網約車三成
份額，分流了滴滴原本穩固的市場。
高德順風車則提出不抽取佣金戰略，
料會影響滴滴順風車業務。曹操專車
優勢在於服務品質對標空乘服務，又
給滴滴優享型專車帶來挑戰。

滴滴壟斷地位遇挑戰
另從機構報告不難發現，網約車市

場再次迎來激戰，和其巨大的市場空
間不無關係。CNNIC統計數據顯示，
截至2017年 12月，內地網約車用戶
（不含網約出租車）規模增長了
40.6%，整體增速迅猛。業界認為，在
滴滴佔據壟斷地位的同時，依然會有
眾多挑戰者不斷出現。

麥迪森3.6億入股日虛幣交易所合興今年擬淨開店50間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金融發展（3623）公佈
截至去年底止全年業績，期內總收入約為
9,280萬元（人民幣，下同）與上年基本持
平，溢利約1,570萬元，按年減少17%，不派
末期息。主席兼執行董事張鐵偉表示，過去
一年，集團在穩健發展傳統業務之餘，進一
步豐富了財務顧問業務類別、改善對外合作
機制和平台，以及推動大灣區綜合服務和大
資管業務等重點創新業務。

推多元資產組合管理服務
他指出，集團今年將繼續穩健發展傳統業

務，利用擔保和融資租賃等業務渠道，緊貼
廣大中小微企業，做好投融資服務。同時集
團將抓緊內地大資管時代發展機遇，糅合內
地和香港資管業務的優勢，為客戶提供多元
資產組合管理服務。集團亦會抓緊大灣區
「宜居宜業宜遊」的機會，運用多種金融創
新工具，提供全方位產融服務，支撐大灣區
企業發展。
張鐵偉表示，今年將致力推動大灣區綜合
服務，積極對接政府尋求建立灣區城市發展
基金。
目前城市基礎設施應收賬轉讓方案已獲政

府批准並實施，為灣區企業提供投資併購顧
問服務，積極挖掘業務增長點，同時推動國
家戰略發展。
展望未來，張鐵偉表示，在十三屆全國

人大一次會議開幕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作《政府工作報告》表示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於年內推出。該規劃的推出將為
地區發展帶來新動力，這對業務扎根珠三
角地的企業如中國金融發展而言，是一個
絕佳的利好；在中央及三地政府支持下，
有助集團為大灣區發展提供更專業及全面
的金融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