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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訪印尼推動一帶一路合作
發揮港金融等優勢 與東盟商貿交流更緊密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前往印尼
雅加達外訪，其間出席印尼香港 「一
帶一路」 商貿合作午餐會。她致辭時
表示，香港在 「一國兩制」 下擁有獨
特優勢，於 「一帶一路」 倡議中，香
港的專業服務優勢將能為國家以及 「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發揮作用，連接
多方的金融、技術及高端服務需求，
相信香港未來將更精彩。是次訪問印
尼為其第五次出訪東盟國家，她表示
，今屆政府非常重視與東盟國家關係
，相信未來香港與東盟的商貿及交流
將更緊密。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右）昨日在印尼雅
加達與印尼總統佐科
．維多多（左）會面
，兩人在會面前握手

大公報記者陳詠賢雅加達報道

林鄭月娥指出，是次到訪印尼為自去
年上任以來第五次出訪東盟國家，足見今
屆政府非常重視開拓香港與東盟十國的雙
邊關係。她透露，昨早跟印尼總統佐科．
維多多會面，自去年以候任行政長官身份
與對方會面後，今次為兩人第二次見面，
其間香港與印尼關係愈趨緊密，雙方已促
成多項合作協議。
林鄭月娥表示，目前東盟為香港第二
大貨物貿易夥伴，去年雙邊貨物貿易量高
達9368億港元，而且按年升幅超過12%。其
中，香港企業去年於印尼的投資額達20億
美元，按年升8%，為印尼第四大外來直接
投資來源地；去年有近50萬名印尼遊客到
港旅遊，她相信未來香港及印尼在文化、
旅遊及教育等方面會有更多交流機會。

加強區域間貿易合作大勢所趨
於午餐會上，林鄭月娥向當地商界推
廣香港的優勢，指香港是自由經濟體系，
在 「一國兩制」下具備獨特優勢，被譽為
最自由及具競爭力經濟體，而且本身具備
金融服務、設計及其他高端專業服務人才
，在國家 「一帶一路」倡議中，將可為多
方連接機遇，相信香港未來更值得期待。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亦隨團
到訪，他表示，香港與東盟已簽署自由貿
易協議及投資保障協議，政府之間已開放
投資門檻；香港對東盟國家的貿易出口量
相當多，但在服務貿易上仍有龐大的增長
空間。
他又指出，港府近年積極開拓東盟市

場，非因中美貿易糾紛而來的應對策略，
因近年區域間加強貿易合作為大趨勢。對
於香港內部政治爭拗不斷，邱騰華指出，
香港屬言論自由社會，而 「一國兩制」必
須要維護，在環球經貿合作上，他認為，
這些爭拗始終未有影響外間對香港經濟獨
立性的信心，外界持續投資已可體現 「一
國兩制」的落實。
對於美國擬對香港出口鋁材提高徵稅
，邱騰華早前表示，港府已正式去信美國
要求由名單中剔除。邱騰華昨表示，目前
仍等候美方回覆，但香港不會對任何限制
行為沉默，會繼續就問題發聲。他又指，
雙方爭拗處於罵戰階段，目前難以掌握對
香港的間接影響，但強調貿易戰對任何一
方都有損失。

永利擬斥7.8億翻新澳門半島項目
【大公報訊】記者林靜文報道：永利
澳門（01128）公布截至今年3月底止首季
業績。季內，受惠永利澳門和永利皇宮項
目經營收益分別增長11.9%和47.2%，帶動
公司經營收益升27.77%，首季多賺1.19倍
至2.27億美元（約17.7億港元），惟稍遜市
場預期。永利澳門行政總裁馬德承表示，
今年會投資1億美元（約7.8億港元）於澳
門半島項目，包括翻新原有賭場及新建兩
間餐廳等。永利昨日收報29.75元，跌1.2元
或3.9%。
業績期內，永利澳門項目經調整後物
業EBITDA同比升15.9%至2.098億美元。來
自娛樂場收益升10.5%至5.39億美元，其中
貴賓業務賭枱轉碼數增28.6%至170.9億美
元，貴賓賭枱贏額佔轉碼數百分比為2.61%
，遜預期；中場業務賭枱投注額同比升
16.4%至13.2億美元，中場業務賭枱贏額百
分比為19.4%。另該項目非娛樂場收益同比
升22.3%至7920萬美元，客房入住率99%。

永利皇宮方面，首季經調整後物業
EBITDA同比大增89.4%至2.119億美元。來
自娛樂場收益同比升50.7%至5.685億美元
，其中貴賓業務賭枱轉碼數和中場業務賭
枱投注額分別升39.3%和58.1%。至於永利
皇宮的非娛樂場收益同比升29.5%至9740萬
美元。
永利澳門首季經調整後物業EBITDA
同比增長43.95%，大致符合該行及市場預
期。但瑞銀指出，永利澳門貴賓廳表現遜
該行預期，贏率對EBITDA影響則屬中性
。該行維持永利澳門 「買入」評級，目標
價看33.4元。

年內還將清理盈利能力不足的外判貴賓廳
。他又透露，正研究永利皇宮附近的11畝
地皮用途，強調會符合澳門政府增加非博
彩元素的政策。
此外，受惠永利澳門及拉斯維加斯業
務 增 長 ， 控 股 股 東 永 利 度 假 村 （Wynn
Resorts）首季經營收益升20.5%至17.2億美
元，經調整後物業EBITDA同比增長32%至
5.643億美元。

永利澳門(01128)
4月18日高位
30.95元

瑞信予目標價41元
瑞信則認為，永利市場推廣奏效，首
季中場賭收跑贏同業，並有上行空間，該
行維持 「跑贏大市」評級，目標價看41元
，為行業首選。
除了翻新澳門半島項目，馬德承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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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在雅加達出席香港
貿發局及中總舉辦的午餐會，林鄭月娥與貿發
局代表團成員交流，貿發局主席羅康瑞和香港
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亦一同出席活動

貿發局與印尼訂投資保障框架
【大公報訊】記者陳詠賢雅加達報道：
香港貿發局昨於雅加達與印尼投資協調委
員會簽署合作協議。貿發局主席羅康瑞表
示，雙方合作協議為長期投資訂下框架，
主要用以取得當地政府對外商的投資保障
及稅務優惠政策。
貿發局是次率團出訪菲律賓馬尼拉及
印尼雅加達，羅康瑞表示，兩地近年大力
推動基建項目，加上本身人口眾多及年輕
，勞動力充裕，兩地不少優質項目都值得
香港企業研究，如港商可在當地工業園區
投資製造業；他表示，回港後貿發局會繼
續跟進當地投資項目配對工作。

對於 「一帶一路」國家的投資機會，
不少港商反映，外商要進入當地市場投資
較困難。羅康瑞表示，部分東盟國家在基
建上須私人投資者的資金支持，但對外商
投資仍設較高限制。他同時亦坦言，港商
於 「一帶一路」國家投資機會多， 「我哋
唔係嚟做慈善，亦不是奉旨嚟投資，如果
當地政府唔開放外資投資門檻，就好難成
事。」
但他亦認為，華商於 「一帶一路」投
資時，應考慮到須與其他外商競爭優質項
目，投資上不可賺盡，才可達到 「一帶一
路」倡議的共商共享。

朝鮮將來港參加一帶一路食品展
【大公報訊】朝鮮將首次派團參加於
今年6月27至29日在亞博館舉辦的首屆 「
香港一帶一路國際食品展」。根據朝鮮駐
香港領事館提供的資料，該國目前確認派
出兩間具代表性的貿易公司：朝鮮高麗貿
易總公司清流對外物資交流社和朝鮮明信
貿易總會社，參加是次展覽。
兩間公司預計展出數十款特色食品，
包括：即食麵、麵包、餅乾、玉米、綠色
有機食品、海產品（海參、海帶、魷魚乾
、海貝、海螺等）、加工食品、農產品、
人參產品（紅參、參茶、人參蜜果、人參
精華、人參飲料、人參酒、紅參切片、人
參精、人參湯、女士專用補藥、人參蜂蜜
）等。
朝鮮代表團在本次展會上將有八個展
位，並正在積極組織更多企業參加。代表

團同時計劃舉辦貿易配對會和產品推介會
，藉此拓展朝鮮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和地區的貿易交流，推廣農食品，拓寬市
場，挖掘商機。
朝鮮還計劃選派廚師參加展會同期活
動─ 「首屆一帶一路國際美食烹飪大賽
」，與多個國家的精英廚師切磋廚藝，促
進飲食文化交流。
由恒揚展覽策劃有限公司和北京農展
國際傳媒公司聯合主辦、香港旅遊發展局
、中國農業銀行、一帶一路總商會等作主
要支持機構的首屆 「香港一帶一路國際食
品展」是海外首個 「一帶一路」主題的國
際食品展覽，屬B2B貿易性質，旨在為 「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提供一個集食
品貿易、商務投資合作及專業服務的專業
平台，目前有超過35個國家及地區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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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職學平台助青年規劃生涯
聯想在印度生產智能可穿戴配件
【大公報訊】外電引述聯想集團（
00992） 旗 下 的 移 動 事 業 集 團 配 件 主 管
Sebastian Peng表示，計劃在印度生產智能
可穿戴配件，並將其在當地市場的份額提
高兩倍。Peng指出，該公司計劃在年底前
，將印度智能手表和健身帶等可穿戴設備
市場的份額提高至20%。自公司去年在印
度開始銷售可穿戴設備以來，已經取得6%
至7%市場份額。
Peng補充，公司現在計劃開始在印度

生產，當地今年智能可穿戴設備市場預計
將增長30%至40%。聯想目前在中國生產可
穿戴產品。他說，已經與當地製造商開始
商討在印度國內生產的事宜，將致力在今
年內開始有關運作，一旦啟動當地製造，
公司將考慮讓印度成為可穿戴設備的出口
樞紐。
聯 想 授 權 海 外 配 件 經 銷 商 Shenzhen
Aodishi Technology 的 印 度 業 務 主 管
Naveen Bajaj表示，聯想已經與印度本土電

商Flipkart合作，在後者的平台上出售可穿
戴設備。聯想還將從印度主要城市開始，
推動建立實體零售網絡。
Peng表示，智能可穿戴設備是公司今
年努力推動的主要項目。對於達成目標深
具信心。
根據國際數據集團（IDG），2017年
印度可穿戴設備市場規模達1.57億美元。
在印度銷售可穿戴設備的其他供應商包括
小米科技、華為和Fitbit。

【大公報訊】選擇一份適合自己的職
業，對個人前途關係重大。為協助習慣面
對手機或電腦屏幕的數碼原居民（digital
native），恒生銀行（00011）夥拍社福機
構聖雅各福群會，計劃於明年推出一站式
「職學平台」，以 「7×24」方式運作，
協助15至29歲青年及早做好生涯規劃。
這個名為 「I am...」的職學平台，將
會運用人工智能包括Chatbot及數據分析
技術，提供快捷簡單的職業志向測試，再
根據測試結果，提供相關的個人化升學就
業資訊。聖雅各福群會表示，預計職學平
台投入運作之後，首年可接觸超過150萬
人次，並吸引超過一萬名青年成為登記用
戶。

恒生銀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鄭慧敏
憶述她早年畢業時求職，每逢星期六都看
報紙上的招聘廣告，相比之下，現時的年
輕人幸福得多。為拓闊眼界，她畢業後選
擇加入一間跨國公司，從此與金融行業結
緣。
她說在職場上經常要面對挑戰，以她
自己為例，一、兩年前就接受公司建議，
到外國擔任其他工作崗位。談及工作挑戰
，她指恒生現時約有30%員工的年齡是在
30歲以下，笑說 「令員工覺得工作有前途
」，也是她面對的挑戰之一。最後，她勉
勵年輕人 「唔好怕失敗」，因為 「仲有好
多時間可以追」。

阿里健康整合醫務平台服務小企業
【大公報訊】據內地傳媒報道，阿里
健康（00241）宣布，與阿里巴巴旗下網上
平台 「釘釘」合作，將整合其體檢、問醫
、購藥等健康領域的服務能力，以線上 「
阿里醫務室」方式，為企業用戶提供一站
式健康解決方案。現階段阿里醫務室以 「
阿里體檢」功能為主，幫助小企業人力資

源部門解決員工健康福利煩惱。 「阿里體
檢」首批體檢提供商有愛康國賓、美年大
健康等，覆蓋國內100多個城市，400多家
機構。
據了解， 「阿里醫務室」整合了阿里
健康的健康體檢、在線健康諮詢、1小時送
藥上門等服務，後續還會開通針對企業員

工的口腔護理，疫苗接種預約，心理諮詢
等服務，以新零售的方式更好地服務用戶
，提升企業健康體驗。
阿里健康方面人士透露，阿里健康內
部正考慮將 「阿里醫務室」服務能力對外
開放的方案，吸引更多的服務機構和企業
參與。

◀恒生銀行與聖雅
各福群會合作推青
年職學平台
大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