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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灣區創業呈「四高」
學歷更高 產業科技含量更高 處更高端價值鏈 產品服務更高附加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粵港澳大灣區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越來越

多的港澳青年選擇北上創業。昨日，中山大

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發佈的《粵港澳大灣區

研究報告：港澳青年內地創業》報告指出，

港澳青年大灣區創業呈現「四高」趨勢：新

一代港澳創業者學歷更高、從事產業具有更

高科技含量、所處價值鏈更高

端、提供產品服

務具有更高

附加值。

港青北上創業的「變」與「不變」
創業特徵：從「低」到「高」

與傳統港澳企業家相比，當代創業的港澳青年企業家具有高

學歷、從事產業具有高科技含量、位於價值鏈高端、提供的

產品服務具有高附加值等四高特徵。

創業模式：從「輸入」到「輸出」

內地發展日新月異，原本港澳向內地輸入技術、資金、商業

管理模式和管理經驗等模式，已經轉向由內地向港澳輸出的

經驗模式，尤其在互聯網領域的創業中表現突出，以移動支

付、網紅經濟為典型代表。

創業心態：從「俯視」到「與有榮焉」

改革開放初期，部分港澳商人到內地創業時，不可避免地帶

有發達地區到落後地區投資的優越者「俯視」心態，一些港

澳青年也袒露，對內地欠缺與時俱進的了解；如今經過客觀

了解，對內地的高科技、互聯網經濟、高鐵建設等方面產生

了與有榮焉的心態。

■可繼續發揮港澳國際優勢，使港澳成為內地與海外的連接

橋樑，有效整合各種國際和內地資源，實現「立足港澳、

依託內地」、連接中外、面向世界、整合全球」。

■港澳青年要傳承和重塑老一輩港澳人的拚搏、自強不息和

吃苦耐勞的敬業精神，這是港澳當年經濟發展的動力，當

代港澳青年繼續保持並發揚光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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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UNCEMENT ON ESTABLISHING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and its entire members hereby guarantee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omission, fictitious description or serious misleading of information in this announcement and they will 
take both individual and joint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truthfulness,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content. 

Important Notice: 
●● Investment target: The Beijing Guosheng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 Investment amount: RMB 1,000,000 yuan
●● Special Risk Prompt: The uncertainty of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market might cause the uncertainty in the 

investment of establishing a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We kindly remind the investor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nvestment risks. 
1. General
1.1 Basic information of external investment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assets structure and integrate the property related businesses, the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mpany) plans to invest RMB 1,000,000 yuan with self-owned capital to 
establish a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of the Beijing Guosheng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Beijing Guosheng). Presently, the business license registration has been completed. 

1.2 Decision making procedure
This transaction would neither constitute a connect transaction, nor a major assets reorganization as regulated by the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Major Assets Reorganization of the Listing Enterprise.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of the Stock Listing Regulations of the SSE,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and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bove stated external investment would not be submitted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gener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for 
deliberation and approval. 

2. Basic Information of Investment Target
2.1 Enterprise name: The Beijing Guosheng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2.2 Registered address: Room 1201, Unit 01 of Building 1, No. 2 (Yi) North Road of East Third Ring,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2.3 Legal representative: Li Fanghui
2.4 Registered capital: RMB 1,000,000 yuan
2.5 Business scope: Property management,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commercial property rental, office building rental 

(The enterprise shall select the operation projects and carry out the business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of the law. The 
project which needs the administration approval shall be operated accordingly. The enterprise shall not engage in operating 
activities which are restricted and prohibited by the municipal industry policy.) 

2.6 Shareholders and equity structure: 

No. Shareholder Capital Contribution Amount
(In RMB 1,000 yuan) Equity Percentage (%)

1 The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1,000.00 100.00
Total 1,000.00 100.00

3. Influence
The external investment of setting up a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would mainly engage in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property rental businesses, etc. Above stated investment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ng term development plan and would 
help to optimize the assets structure and integrate the property related businesses. It would maintain the future sustainable 
and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 No activity damaging the interest of the shareholders (especially the interests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exists.

4. Risk Analysis 
Above stated investment is a prudent decision based on long-term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The Company might face 

operation risks of various uncertain factors concerning management reform and market and industry. It would take series 
measures to avoid and control possible risks in the management process, and strengthen the resistance ability of market and 
operation risks. 

Board of Directors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 Ltd. 

July 3, 2018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昨日在中山大學
舉行發佈會，發佈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報告（2018）》、《粵港澳大灣區可持續發展
指數報告》、《粵港澳大灣區研究報告：港澳
青年內地創業》三份研究成果。其中《港澳青
年內地創業》報告，選取來自內地22個領域的
創業港澳青年代表，他們超過9成在大灣區創
業。

關注扶持政策 資源化為己用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院長助理、教授
張光南是該報告的主編和統籌者。他表示，與
老一輩港澳創業者不同，新一代港澳創業者學

歷更高、從事產業具有更高科技含量、所處價
值鏈更高端、提供產品服務具有更高附加值。
張光南透露，過去一年來，他和團隊成員走

訪了18家港企後發現，港青在粵創業行業分佈
多元。既有涉及傳統行業的餐飲及貨運，又有
屬於新興行業的傢具共享和充電樁等領域。創
業模式也從過去的「輸入」轉為「輸出」。他
表示，在內地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和進步之後，
原本港澳向內地輸入技術、商業管理模式和管
理經驗等模式，已經逐步轉向由內地向港澳輸
出的經驗模式。「這在互聯網領域的創業中表
現得尤其突出，特別以移動支付、網紅經濟為
典型代表。」

研究報告也發現，珠三角強有力的製造業基
礎和龐大的市場成為吸引港澳青年創業的兩大
優勢。對於科創研究成果佔有優勢的香港青年
創業者來說，把科研成果產品化需要完善的製
造業來實現，把產品量產化又需要市場來支
撐。
張光南也表示，為了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融

合發展，珠三角的9個城市，紛紛出台了大
量扶持政策，以吸引合適的港澳青年前來創
業。對於港澳青年而言，政策支持如何轉化
為企業使用的資源，不僅需要政府的主動傳
播，也需要企業自身在創業過程中主動關注
了解。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
家發改委近日出台《關於創新和完
善促進綠色發展價格機制的意
見》。

兜住民生底線
共建美麗中國

國家發改委強調，此舉旨在加快
建立健全能夠充分反映市場供求和
資源稀缺程度、體現生態價值和環
境損害成本的資源環境價格機
制，完善有利於綠色發展的價格政
策，將生態環境成本納入經濟運行
成本，撬動更多社會資本進入生態
環境保護領域，促進資源節約、生
態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推動形成
綠色發展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
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斷滿足人民
群眾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
要。
《意見》提出，到2020年，基本

形成有利於綠色發展的價格機制、
價格政策體系，促進資源節約和生
態環境成本內部化的作用明顯增

強；到2025年，適應綠色發展要求
的價格機制更加完善，並落實到全
社會各方面各環節。
《意見》聚焦污水處理、垃圾處

理、節水、節能環保等四方面：
一是完善污水處理收費政策，建

立城鎮污水處理費動態調整機制、
企業污水排放差別化收費機制、與
污水處理標準相協調的收費機制，
健全城鎮污水處理服務費市場化形
成機制，逐步實現城鎮污水處理費
基本覆蓋服務費用，探索建立污水
處理農戶付費制度。
二是健全固體廢物處理收費機

制，建立健全城鎮生活垃圾處理收
費機制，完善危險廢物處置收費機
制，全面建立覆蓋成本並合理盈利
的固體廢物處理收費機制，完善城
鎮生活垃圾分類和減量化激勵機
制，加快建立有利於促進垃圾分類
和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處理的
激勵約束機制，探索建立農村垃圾
處理收費制度。
三是建立有利於節約用水的價格

機制，深入推進農業水價綜合改
革，完善城鎮供水價格形成機制，
全面推行城鎮非居民用水超定額累
進加價制度，建立有利於再生水利
用的價格政策，保障供水工程和設
施良性運行，促進節水減排和水資
源可持續利用。
四是健全促進節能環保的電價機

制，完善差別化電價政策、峰谷電
價形成機制以及部分環保行業用電
支持政策，充分發揮電力價格的槓
桿作用，推動高耗能行業節能減
排、淘汰落後，引導電力資源優化
配置，促進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優
化升級和相關環保業發展。同時，
鼓勵各地積極探索生態產品價格形
成機制等各類綠色價格政策。
《意見》指出，創新和完善促進

綠色發展價格機制，是當前和今後
一個時期價格工作的一項重要任
務，各地價格主管部門要強化政策
落實、加強部門協作、兜住民生底
線、注重宣傳引導，廣泛凝聚共
識，共同推動美麗中國建設。

發改委：用價格手段促綠色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香港文

匯報記者從昨日舉行的廣州建設國際航運樞紐創新
舉措新聞發佈會上獲悉，廣州將加強與港澳合作，
培育國際合作新優勢，攜手參與國際競爭，打造粵
港澳大灣區世界級航運樞紐建設。據悉，三地將加
強航運規劃對接、產業協同，服務於大灣區建設。
據了解，近年來，廣州不斷拓展外貿及內貿航

線，至今年5月底，廣州港已開通集裝箱航線202
條，其中外貿航線96條，內貿航線106條。廣州港
已成為中國內貿集裝箱第一大港、非洲-地中海航線
核心樞紐港，國際集裝箱幹線港地位進一步增強。
廣州港務局副局長袁越介紹，為更好地與港澳攜手
高水平參與國際合作，廣州將立足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加快推進港口大型化、深水化和專業化碼頭建
設。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將加快廣州港深水航道
拓寬工程、南沙港區四期、南沙國際郵輪碼頭、南
沙國際汽車物流產業園汽車滾裝碼頭、南沙港區近
洋碼頭、新沙港區二期工程和南沙港鐵路建設。

提升穗港間集裝箱運輸量
據介紹，未來3年，廣州港主要港口南沙港將全
力衝刺自動化集裝箱碼頭建設。目前，南沙四期碼
頭計劃建設第五代全自動化碼頭，採用北斗導航系
統實現導航與定位功能的「無人駕駛集卡」IGV方
案替代傳統自動化碼頭的AGV方案。同比規模相近

的碼頭，南沙四期碼頭可減少約50%的用工人數，
其中集卡司機就可減少約 400人。2021年，全自動
化的南沙四期碼頭將投入使用，並帶動一二三期碼
頭實現自動化。
在加強與大灣區內港口規劃對接、產業協同方

面，廣州市政府近日發佈的建設廣州國際航運中心
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提出，今年起，廣
州將深化與港澳的合作，強化在集裝箱運輸、航運
金融、航運法律仲裁、人才教育培訓、郵輪遊艇濱
海休閒旅遊等方面的合作共贏，提升廣州港與香港
港口間集裝箱運輸量，推動港澳國際航運的高端要
素優勢與廣州廣闊的經濟腹地優勢有機結合。

穗港澳共建灣區世界級航運樞紐

變

不

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民政部昨日在其
官網公佈了《全國殯葬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整治行動
方案》（以下簡稱《方案》），該專項整治行動從
6月下旬持續至9月底，整治重點主要集中在公墓
建設運營和殯葬服務、中介服務及喪葬用品銷售等
方面。

《方案》提出，整治重點主要集中在公墓建設
運營和殯葬服務、中介服務及喪葬用品銷售中兩個
方面10種違法違規行為。此外，所有殯儀館、殯
儀服務站（中心）、公墓、農村公益性墓地、醫療
機構太平間、宗教活動場所骨灰存放設施均納入此
次專項整治範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東莞報道）7月起，
東莞將月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為1,720元/月（人民
幣，下同），增幅超一成。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多家
東莞的港資企業了解到，企業開出的一線工人實際
底薪均已高於調整後的最低工資標準。
近日，廣東省人民政府在官方網站上發佈通

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和《最低工
資規定》（原勞動保障部令第21號），結合廣東
省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省政府決定對全省企業
職工最低工資標準進行調整。調整的項目包括廣
東省企業職工最低工資標準和非全日制職工小時
最低工資標準，2018年7月1日起生效。

15年間上調逾千元
東莞在此次調整中屬於第二類城市，月最低工

資標準調整為1,720元/月，非全日制職工最低時
薪標準為16.4元，相關社保繳費基數也相應提
高。這是自2015年來，東莞再次上調最低工資標
準。2015年，東莞的最低工資標準從每月1,100

元上調至每月1,510元。2015年以後，廣東省最
低工資標準由兩年動態調整一次，變為三年動態
調整一次，今年正好是三年一調的期限。此次調
整後，當地最低工資較15年前（2003年）漲了
1,270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東莞幾家港資企業了解到，

在東莞最低工資上調標準前，企業普工底薪就已
在基準線之上，此次最低工資上調並未給企業生
產成本造成明顯壓力。
據香港龍昌數碼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長梁鐘銘

表示，近年公司自動化生產線不斷完善，一線普
工比例減少，自動化設備操作員較多。「這樣的
操作員我們會進行專業培訓，員工底薪也在2,800
元左右，遠高於新出台的最低工資標準。」梁鐘
銘說。
另一家港資企業聯泰製衣有限公司總監何港生

也透露，員工月平均工資在3,100元左右，「作為
港資企業，我們在管理上會更嚴格，工資發放也保
證準時，這對應聘者來說更具吸引力。」他說。

東莞低資增逾一成 多家港企員工底薪已達標

■■南沙港四期全自動集裝箱南沙港四期全自動集裝箱
碼頭將投入使用碼頭將投入使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殯葬領域問題突出 九部門聯合整治

■中山大學粵港澳研究所發佈三份大灣區發展報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圖為龍昌數碼有限公司生產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