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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一條龍助三地青年深圳創業
國際產融俱樂部深成立 提供引導孵化資金商務服務

為了推進青年創新創業和把

國際青年會、產融俱樂部發展路線圖

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國
際青年工作委員會、國際產融

■1.0新青年聯誼：聚合&選優&合作&賦能&共享

俱樂部揭牌儀式昨日在深圳舉

聚合粵港澳國際/選優新青年/產融合作/投資賦能/資源共享

行，深圳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副

■2.0創客夢工場：大灣區&大時代&大場景

會長、港企譽德集團董事長盧

打造：青年聚集地/夢想策源地/創客大本營

成旺表示，將推出「產業 5+

■3.0實戰商學院：賦能&進階&升級

5」發展路線圖，助力海內外

共建：創業創新學院/企管經管學院/投融資商學院

青年在大灣區創新創業，構建

■4.0創投孵化器：共創&共享&共贏

粵港澳青年來深圳創業服務平

創新項目孵化/創新品類扶持/創新公司展示/創新模式推廣/新獨角獸投資

台。

■5.0時代精英匯：集合平台&交互閉環



集群：企業家/投資家/金融家/藝術家/思想家

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國際青年工作委員會、國際產融俱樂部昨日在深圳舉行揭牌儀式。

圳外商投資企業協會、深圳市國際投
深融資商會會長郭榮俊在揭牌儀式上表

發揮平台優勢匯創業青年
郭榮俊指出，香港在灣區的定位是國際超
級聯繫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創新中心、
國際航運貿易中心，深圳定位是全球科技創
新中心、「一帶一路」交通樞紐、全球影響
力的海洋中心城市。目前為止，粵港澳城市
群中深圳憑借對科創產業的高度重視和持續
投入，可以說已處於全國科創領域的龍頭地
位。
他指，就 GDP 而言，粵港澳大灣區經濟
總量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灣區，這既為國際青
年工作委員會、國際產融俱樂部的工作提供

盧成旺：「產業5+5」促強有力運作
盧成旺則表示，自己從香港來深圳創業已
經20多年了，是深圳經濟特區及國家經濟發
展的親歷、參與和受益，通過將香港
市場成熟的產業運營能力及國際化的金融創
新優勢結合內地發展的市場動力，在盤活存
量商業地產空間、創新消費業態內容、以及
從資產管理視角實現產業與金融一體互通等
方向形成了一些自己的實踐和思考。
對於國際青年工作委員會、國際產融俱樂

部的發展規劃，盧成旺表示，他們將制定青
委會和產融俱樂部「產業 5+5」發展路線
圖，從「國際新青年聯誼、創客夢工廠、實
戰商學院、創投孵化器、時代精英匯」5 大
方面，以「聚合、賦能、升級、共創、閉
環」5 個關鍵詞為宗旨，全方位打造一個強
有力的運作體系。
同時搭建「兩會沙龍會所、青委會創客
營、俱樂部式行業協會、企業互訪工作坊、
拓展及公益圈、國際榜樣企業考察團」等 6
大平台式組織，真正聚人、聚力、聚心，為
港澳台等海內外青年插上夢想的翅膀，助其
快速騰飛。
深圳市工商聯專職副主席薛興強表示，深
圳是外商最早進入中國的一片熱土，外商投
資企業是深圳經濟特區成形、成規模，發揮
信息優勢、資金優勢、管理優勢、技術優勢
最重要的一個平台。
此次成立的產融俱樂部需發揮外商的四個
優勢，搭建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集管理諮
詢、金融諮詢、現代服務業諮詢為一體的組
織，所以國際產融俱樂部是新時代外商企業
參與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新平台。

恒泰：戰略佈局電力通信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恒
泰實達（300513.SZ）日前在京舉行了新戰
略發佈儀式，推出了名為「數智雲圖 VBI
5」的大數據可視化智能分析平台。董事長
錢蘇晉表示，大數據與智能化的深度結合，
正日益成為傳統行業轉型升級的強大技術驅
動力。未來公司將戰略佈局電力和通信行
業，聚焦大數據、通信等核心技術，實現產
業資源的整合發展。

■拉近音樂將攜手「粵港澳大灣區音樂藝術聯盟」和星海音樂學
院，大力發展原創音樂。

香港文匯報訊 「粵港澳大灣
區音樂藝術聯盟」前日（12 日）
在廣州宣佈成立，拉近網娛
（8172）旗下子公司拉近音樂將
攜手「粵港澳大灣區音樂藝術聯
盟」和星海音樂學院，在「一帶
一路」的政策背景下，拓展大灣
區兩岸三地音樂產業，推動高校
音樂教育發展，扶植青年音樂
人，大力發展原創音樂。拉近網
娛首席策略師許鍾民與執行董事
伍立出席了聯盟成立儀式。

三地樂人結盟促發展

推大數據可視分析平台
調查數據顯示，2015 年全球大數據市場規
模在 256.7 億美元規模，預計 2022 年市場規
模將達到720.38億美元，2025年市場規模將
達到 1,000 億美元以上，行業復合增速在
15%左右。
恒泰實達相關負責人表示，恒泰實達的智能
大數據業務主要是基於大數據技術和產品。其
中，「數智雲圖VBI 5」是公司為業界推出的

拉近網娛助力大灣區樂壇

示，隨着國際青年工作委員會、國際產融俱
樂部的成立，深圳外商投資協會將進一步凝
聚多方力量，共繪粵港澳青年企業家事業發
展藍圖，該俱樂部積極構建粵港澳青年來深
圳創業的服務平台，為在深圳的創業青年及
企業家們提供創業引導、孵化、資金、商務
等一條龍服務，為深圳經濟社會發展和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貢獻力量。

了良好的發展機遇，也為廣大青年企業家創
業開拓提供了更廣闊的舞台。
他又稱，粵港澳大灣區呈現多元化產業格
局。深圳以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新能源等
高新技術產業為主，是首屈一指的創新型城
市，金融、創新與製造業的良性互動是粵港
澳飛躍關鍵。國際青年工作委員會、國際產
融俱樂部會以這次成立儀式為新的起點，兩
會將充分發揮現有的 4,000 多家會員企業產
業及金融資源平台優勢，以「聚合、選優、
合作、賦能、共享」為理念，匯聚創業青
年，實現社會價值。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記者 李昌鴻 攝

■恒泰實達發佈名為
恒泰實達發佈名為「
「數智雲圖
數智雲圖VBI
VBI 5」的可視化智能分析平台
的可視化智能分析平台。
。
最新版大數據可視化智能分析平台軟件，它以
大數據為基礎，智能挖掘數據中的價值和規律，
並以可視化的方式呈現給客戶。
「在智能大數據方向，我們將整合行業分析
模型能力、市場拓展能力，在通信技術方向整

記者張聰 攝

合核心芯片、關鍵設備、實施能力等。」錢蘇
晉說，未來公司將做實兩大基礎行業：一是以
電力行業作為恒泰實達智能大數據應用，二是
以電信行業作為通信技術智慧化建設運營，並
以此為基礎完成跨行業發展。

承興：孵化自有 IP 提升毛利率

會上，「粵港澳大灣區音樂藝
術聯盟」主席李海鷹、香港聯席
主席向雪懷分別致辭，表達對
「粵港澳大灣區音樂藝術聯盟」
未來發展的設想。他們表示粵港
澳三地音樂文化底蘊深厚，文化
創意機構雲集，音樂人才薈萃，
演藝市場活躍，利用這些天然的
優勢，音樂藝術聯盟的成立將把
相關的力量充分融合，攜起手來
為新時代創作出更多更好的音樂
作品。
拉近網娛表示，「粵港澳大灣
區音樂藝術聯盟」的成立與拉近
網娛的發展戰略不謀而合，作為
一家在本港上市的互聯網泛娛樂
公司，拉近集團始終密切關注粵
港澳大灣區音樂產業發展，旗下
的拉近音樂作為一家極具活力的
音樂平台公司，積極擁抱創新和
合作。
平台現已入駐來自內地、日
本、韓國、美國等多國音樂人與
實力樂手，與近千名音樂人達成
合作，並建立了多種音樂發行渠
道。

內地信用評級公司在港開業
香港文匯報訊 聯合信用管理
旗下聯合評級國際有限公司（聯
合國際）宣佈，該公司全面投入
服務，藉香港蓬勃的金融業，把
握「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所帶來的商機。由聯合信用
管理有限公司全資持有，聯合國
際總部設於香港，為聯合信用管
理有限公司的地區辦事處。此
外，聯合國際已獲香港證券及期
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授予第 10 類牌
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承興國際（2662）投資
關係副總裁周小稞昨表示，IP相關業務的毛利率較移
動設備分銷高很多，故目前毛利貢獻已大於移動設備分
銷，相信毛利率會進一步提升，因公司正積極孵化自有
IP，相信毛利率或較代理IP高出10至20個百分點。
周小稞表示，為減輕公司負擔及保護股東利益，於今
年 4 月已宣佈出售所有電子製造服務業務，作價為 1.4
億元，目前已收取 1 億元訂金，及向聯交所提交申請文
件，惟何時可完成交易則難以預計。而影視開發業務方
面因風險較大，目前是由母公司負責，並未注入上市公
司，但未來發展成熟或會考慮注入上市公司。

佈局IP衍生品開發銷售
另外，對於集團去年收購有「漫畫之父」之稱的
Stan Lee 所創立的 POW! 娛樂公司，惟其後 Stan Lee 對
其間接附屬公司POW! 娛樂公司提出訴訟，周小稞回應
指，事件已告一段落，對方已撤控，目前雙方關係良
好。展望未來，集團將對 Stan Lee 相關 IP 進行孵化與
再開發，以盡快形成更具商業價值的頭部IP。另外，集
團早前亦推出自家 IP 衍生品專用品牌「CAMSING」，
積極佈局IP衍生品的開發與銷售。
承興國際日前公佈，截至今年 6月30日止年度，股東
應佔淨利潤8,681.9萬元，按年增長91.9%；每股基本盈
利 0.08 元，派末期息 1.2 仙。期內，持續經營與非持續
經營業務共實現收入約34.44億元，按年增長17.4%。
■承興國際投資者關係副總裁周小稞。

作為國家級戰略的重要內容，
粵港澳大灣區是繼美國紐約灣
區、美國舊金山灣區、日本東京
灣區之後的世界第四大灣區，如
今已成為全球最大城市體，並有
望成為全球經濟中心。
「粵港澳大灣區音樂藝術聯
盟」由多位在粵港澳三地具有影
響力的著名音樂人共同發起，旨
在促進大灣區音樂藝術產業的發
展，提升兩岸三地音樂藝術交流
合作，構建音樂發展的共用平
台，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音樂藝術
創新發展，集思廣益共創未來。

冀攜手聚力多出佳作

聯合國際：藉港走向國際

莊程敏 攝

聯合國際首席執行官何昊洺表
示，該公司目前專注於為中國債
券發行人，包括房地產開發商、
工業企業、金融機構、地方政府
融資平台等，以及就結構性融資
提供國際評級服務。他補充，憑
藉其母公司作為內地其中一個最
大的專業信用信息服務提供商的
地位，以及在內地堅實和全面的
行業經驗，聯合國際能為國際投
資就中國信用情況提供更獨特

■何昊洺（右一）表示，香港是全球其中一個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
在港設立首個離岸及國際據點，是理所當然的決定。
和更深入的分析。
何昊洺表示，香港是全球其中
一個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匯聚
世界各地主要債券市場的投資
及投資銀行家。因此，聯合信用
管理有限公司選擇在香港設立首
個離岸及國際據點，是理所當然

的決定。
他又稱，香港在「一帶一路」
倡議及大灣區發展規劃中佔有重
要的策略地位。相信在港設點將
為國際債券投資及各個相關市
場參與提供更佳的服務，以達
到業務國際化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