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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近25年、執華南地區拍賣行業牛耳的廣州
華藝國際拍賣有限公司（「華藝國際」），於
2018年11月26日以華藝國際（香港）拍賣有限公
司(「華藝國際（香港）」) 正式進駐香港，座落皇
后大道中229號的綜合藝術大樓同日啟用，目標成
為大灣區內首屆一指的拍賣機構，業務提升至國際
水平。
華藝國際（香港）執行總裁常越表示：「嶺南地

區自古以來憑藉獨特的地理及語言，形成得天獨厚
的環境，一直是中國革命性創新與活力的源頭，也
是中國最早與西方世界接觸的門戶，當中香港更是
亞太地區連結國際藝術市場的重要樞紐。立足廣州
的華藝國際是次正式落戶香港，未來業務定位面向
大灣區，建立具嶺南特色的拍賣行，每年將定期舉
辦大型拍賣會，首場拍賣預計於2019年上半年舉
行，務求發揮香港溝通東西的窗口優勢，更有效地
連結中西方學者與頂尖藏家。」
華藝國際（香港）團隊來自國際藝術圈內專業人
士，設四大部門涵蓋多元化藝術珍品，包括(1)現當
代藝術部，中西並蓄，搜羅著名及新進藝術家的作
品，涉獵油畫、水墨畫、雕塑、相片等，為藏家提
供豐富的藏品選擇；(2)中國書畫部，與內地龐大的
藝術圈緊密聯繫，同時連結本地及海外藏家，提供
更廣泛的歷史與藝術價值並重精品，讓藏家能從多
角度鑑賞與品味中國傳統藝術審美；(3)瓷器、玉
器、工藝品部藏品從古玩到傢俱包羅萬象，國際化
珍品各具特色，為藏家帶來獨特的收藏體驗；及(4)
珠寶及鐘錶部，華麗精巧的藏品，風格各具特色，
不乏名家之作。

華藝國際（香港）的藝術空間–SPACE 229正
同時舉行開幕專題展《吳冠中：人間風景》，展出
10幅吳冠中分別在60與90年代不同時期的重要作
品，並古今中西藝術珍品，包括博物館級明、清時
期的古董器物、張大千與鄭板橋等藝術大師的書畫
和書法作品、及價值逾5,500萬港元的耀眼奪目首
飾珠寶。展期由即日起至2018年12月23日。
華藝國際（香港）籌備超過一年，是香港唯一擁

有獨棟大樓的拍賣公司。綜合藝術大樓樓高六層，
提供不同類型的藝術展場和服務，其中最具特色的
是從地舖開始的三層藝術空間–SPACE 229，並
設有珠寶鐘錶陳列室、賞茗品酒區、貴賓會見室、
私洽部、辦公室、攝影棚及工作室，支援機構發展
多元藝術。
於開幕儀式上，主禮嘉賓香港特別行政區西九文

化區管理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暫任館長吳志華、
美的控股有限公司總裁、盈峰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
司董事長兼總裁何劍鋒、華藝國際拍賣有限公司首
席執行官兼華藝國際（香港）拍賣有限公司總裁李
亦非、華藝國際（香港）拍賣有限公司執行總裁常
越及其團隊，一起主持剪綵儀式。

■部分嘉賓合影，
（左起）香港製衣業
訓練局總幹事楊國
榮、香港理工大學校
友事務及招展總監周
敏珊、紡織及製衣學
系副系主任黃偉強、
旭日集團副董事長兼
總經理楊勳、紡織及
製衣學系系主任范金
土、真維斯國際（香
港）有限公司董事兼
副總經理劉偉文、旭
日集團總監楊昌業。

華藝國際（香港）綜合藝術大樓暨
藝術空間SPACE 229開幕

楊勳於香港理工大學講授《企業發展與管理》

香港理工大學紡織及製衣學系系主任范金土
向現場觀眾熱情介紹楊勳，隨後與楊勳交

換紀念品並合影留念。楊勳一向熱衷與學生交
流，經常到內地各省、市大學演講，是次為師生
們帶來第122場關於企業經營管理的主題演講。

企業發展貴在勇於突破
楊勳首先向現場觀眾介紹了集團四十多年的

發展歷程。旭日集團最初是一間以製造牛仔褲
為主的小型加工廠，隨着社會高速發展，時代
不斷變遷，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現已發展成
為一間以香港為中心的多元化跨國企業集團。
附屬旭日集團的真維斯品牌創建至今，經歷了

25年在競爭激烈的中國休閒服市場中穩佔一席
之地，在企業管理和運營上，楊勳有自己獨特
的見解和透徹的領悟。年輕時候與兄長楊釗在
港艱苦闖蕩，讓他明白要出人頭地，不能只靠
苦幹，要在原有的基礎上，尋求機會，勇敢突
破。會上楊勳提及旭日12字真言：「人無我
有，人有我優，人優我轉」，這12字簡潔詮釋
出了他對「企業發展與管理」的獨特見解。
楊勳表示，現全面推進的「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無疑是香港青年最好、最大的一個創業及
就業機遇。青年人無論面對哪種選擇，都要做
好「計劃、落實、檢討」三部曲，在過程中累
積寶貴經驗，為自己的夢想而付出不懈努力。

分享企業發展與管理經驗
日前，全國政協委員、

旭日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經
理、真維斯國際（香港）
有限公司董事長楊勳應邀
到香港理工大學，為理大
師生及服裝業界人士帶來
一堂生動的《企業發展與
管理》主題演講。楊勳與
現場觀眾分享他數十年經
營及管理企業的寶貴經
驗，現場氣氛踴躍，掌聲
不斷。

■楊勳向參與講座的
嘉賓介紹旭日集團發
展歷程

■開幕儀式上，一眾主禮嘉賓主持剪綵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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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鴻鈞獲老闆何哲圖現身撐場，圈中亦
有不少好友捧場，包括馬國明和女友

黃心穎、緋聞情侶蔡思貝與余德丞、吳若
希和老公、「密友」許廷鏗、吳業坤、林
欣彤、譚嘉儀，以及《救妻同學會》一班
演員。Hubert以「白馬王子」打扮在貼近
觀眾席的舞台現身，不少粉絲一擁而上，
氣氛高漲，Hubert 大施冧功，跟他們握
手、合唱，當回到主舞台時，Hubert興奮
高呼：「我終於開騷啦，多謝你們今晚來
成就呢個音樂會，希望大家睇得開心、愉
快！差不多到30歲先開第一個售票音樂
會，希望唔會太遲！」粉絲即尖叫鼓勵！

為失聲未癒的Mag打氣
Hubert為了這次演出，付出不少心思，

當晚除了自彈自唱，又罕有地與女舞蹈員
跳辣身舞，Hubert被舞蹈員任摸胸，還有
貼面動作，可能Hubert不太習慣，表現得
有點生硬，但就盡力舞動身軀，歌迷照單
全收，不停咿嘩鬼叫。Hubert彈唱時，特
別選唱林欣彤（Mag）的《忍》，希望借
助粉絲的掌聲為失聲未癒的Mag打氣：
「全部人等緊你返來。」歌迷掌聲如雷，
Mag感動地鞠躬致謝。
第一位嘉賓吳若希在Hubert的鋼琴演奏

下唱出《我沒有傷心》，唱畢後，吳笑
說：「原來好緊張，好開心上來做嘉賓，
好耐之前我哋應承過大家為對方第一個騷
做嘉賓。」Hubert自讚自己是個遵守承諾
男人，雖然這次一波19幾折，幸而皇天不
負有心人。」之後吳若希獨唱《野孩子》
時，不知是否太緊張，以致失準演出。
Hubert預備了國語情歌Medley，包括有

《慢慢喜歡你》、《情歌》、《旅行的意
義》及《連名帶姓》等，突然更感性暗示
有一個人一直都影響和啟發他，似是「愛
的告白」，輪到音樂會的第二組嘉賓 Dear
Jane出現，更讓全場瘋狂！

重要人是女性亦師亦友
完騷後他接受傳媒訪問，被問到在台上

所指一直被一個人所影響，此人是否許廷
鏗，他否認道：「唔係佢，如果係佢會指
名道姓，好似送歌給Ｍag都大方講出來，
(入面有首歌《旅行的意義》，你倆曾經一
齊去旅行？）係去了旅行，但呢段Medley
真係唔好意思，唔係送畀佢，對我生命好
緊要的這個人，是圈外一位女仔，(自爆有
圈外女朋友？)唔關事，係一位影響我好多
的女仔，保持住亦師亦友關係，今日有請
佢來，應該有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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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報訊（記者

李 思 穎 ） 胡 鴻 鈞

（Hubert）入行八年，

前晚終在灣仔會展舉行處男

騷，快將30歲的他先開首個售

票音樂會，他希望不會太遲，Hu-

bert獻唱串燒情歌時，憑歌寄意公然多

謝一位影響和啟發他的人，但他否認

口中所說的他是台下的許廷

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鄭伊健明年2月紅館開個
唱，門票於今天（11日）早上十時開賣。伊健開個唱消息一
出，立即掀起全城撲飛潮，圈中好友們亦一呼百應，鄭秀文
（Sammi）、葛民輝、陳小春、蔡卓妍自動獻身分別跟伊健接受
電台節目，特別是已息影10年專心相夫教女「永遠的細細粒」黎
姿亦親身撐伊健。
而昨日首集由Sammi和阿葛打頭陣，Sammi、伊健和阿葛22年第
一次合作電影《百分百感覺》，看到當年拍攝的電影海報，回憶湧
現。Sammi說：「我記得當年在赤柱影海報，攝影師叫我們隨意擺甫
士，好快就搞掂收工，真係快手到影了也不知。當年剛剛入行拍戲，不
會想太多事情，青葱年少嘛，心態半玩半工作、兜售青春。」伊健突然
指住Sammi笑言要爆料：「有一次我們在天台拍戲，她着住校服，突然
講了一句『我要曬太陽』，然
後就躺着在曬太陽。當時
我心諗『你好多雀斑
喎，仲曬？』哈
哈！」
訪問期間大
家又爆料，原
來 兩 年 前
Sammi 在機
場 巧 遇 伊
健，言談間
講到再合作
拍電影，當
時伊健拍心
口負責寫劇
本，找了阿葛商
量，後來因為各有
工作，計劃擱置，今
次重提起，計劃又再啟
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中
建企業主席許世勳上周病逝，享年
97歲，昨日於香港殯儀館出殯，幼
子許晉亨與媳婦李嘉欣一身素服於
早上八時前已抵達靈堂送別亡父，
孫兒許建彤（Jayden）則隨後由李
嘉欣助手陪同到場，Jayden穿黑西
裝，左面口袋掛上黑紗為爺爺戴
孝。其他親人包括許世勳姪兒許晉
奎來到時禮貌地向在場記者講早
晨，但當問他知否許世勳如何安
葬？他表示並不知道。
其後親友相繼到來送許世勳最

後一程，其中趙世曾表示跟許世
勳相交數十年，也知他已病了段
日子，至於離開時是否安詳？趙
世曾答謂：「聽聞他都幾自

然！」而趙世曾亦知道許世勳安
葬的安排，但留待其家人來公
佈。約逗留10分鐘，趙世曾離去
時透露靈堂上剛做完一場比較安
靜的儀式。另前港姐吳婉芳前晚
偕一對子女來弔唁，昨早又跟奶
奶及女兒前來致祭。
約11時10分所有儀式完畢，許

家親友陸續離開殯儀館，媳婦李
嘉欣雙眼通紅神情哀傷地拖着兒
子Jayden出來，許世勳幻子許晉
亨與長孫許建中則由後門上了靈
車，隨靈柩出發火抵達歌連臣角
火葬場，約到中午12時許，完成
火化儀式，許晉亨與李嘉欣及其
家屬依照傳統跨過火盆離開，之
後再轉往銅鑼灣吃解穢酒。

Sammi爆伊健

自告奮勇寫劇本

許世勳出殯 李嘉欣許晉亨哀傷送別

■■許建彤同媽媽李嘉欣離開許建彤同媽媽李嘉欣離開。。

■長孫許建中神情哀傷，許
世勳的遺照放在中間位置。

■■吳婉芳與女兒吳婉芳與女兒 ■■趙世曾趙世曾

■■鄭秀文鄭秀文

■■黃心穎黃心穎、、馬國明馬國明、、何遠東何遠東、、余德余德
成成、、蔡思貝也有現身蔡思貝也有現身。。

■■許廷鏗許廷鏗、、吳業坤吳業坤、、林欣彤林欣彤、、陳慧敏陳慧敏、、陳凱陳凱
彤彤、、羅孝勇一齊支持好友羅孝勇一齊支持好友。。

■■吳若希同丈夫吳若希同丈夫
AlexAlex拍拖而至拍拖而至。。

■■胡鴻鈞同胡鴻鈞同Dear JaneDear Jane夾歌夾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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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互動時，不乏面貼面動作。

■■鄭伊健鄭伊健
■■葛民輝葛民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