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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蓝海集团诸位客户的信

尊敬的女士，先生们：

您好！

值此 2016年即将来临之际，我谨代表蓝海集团全体同仁，怀着感恩的心情，向您和您的家
人，以及贵公司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祝福和感谢。感恩您对蓝海集团的信任和支持！

在过去的一年，蓝海集团在您和朋友们的支持下取得以下的进步：

1、蓝海集团在香港创立了全球第一个以“互联网+”“企业合并和收购”模式建立的国际产
能、资本、专利、股权相互置换的大数据平台。

2、蓝海集团在美国硅谷（圣何塞市）和苏州新加坡工业园设立了分公司。

3、蓝海集团正在与国际互联网金融公司、国际科技孵化器中心、国际科技产权转让中心探
讨合作，以期为我们的客户的国际发展提供更深层次的服务。

欢迎您访问蓝海集团的三个专项互联网平台：

l 五洋网(跨境并购) www.chinaacquirers.net

l 香港及海外公司的秘书服务网（www.hkinbu.com）

l 移民留学网（www.hkbob.com）

蓝海集团已经做好准备，和我们的客户一起携手迈进互联网的新时代。互联网世界就是全人

类的蓝海，我们大家的蓝海！

让我们在恭贺圣诞和新年的钟声里，聆听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句：

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

寒冬既已来到，春天还会远吗？

蓝海集团（国际）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刘光容

④ BOB NEWS



蓝海动态 5则

蓝海集团执行董事刘光容英国威尔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典礼

享誉英国和国际认可的硕士学历

英国威尔斯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旨

在培育在职专业人士及行政管员，提供企业

团体成员之学术和管理水平，从多角度面对

及剖析全球商业竞争环境的挑战，获颁发的

硕士学历，其学术水平与地位及认受性与英

国大学本部硕士学位课程完全相同。

记录下人生中其中一个光辉灿烂的回忆

蓝海集团执行董事刘光容用两年的辛劳

汗水， 浸出了这张“英国威尔斯大学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证书”！

刘董参加国务院中小企业调研会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李子彬会长受国务

院副总理张高丽的委托，特在深圳市中小企

业协会召开深圳市中小企业调研会，听

取各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问题及

需求。

出席开会的领导分别有中国中小企业协会

李子彬会长、深圳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协会孙

利会长、深圳中小企业发展署冯副署长等。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 李子彬会长受国务

院委托来深圳调研中小企业

⑤ BOB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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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海国际火种助学基金参加 2014年公益金百万行

为什么叫做“火种”助学基金？
蓝海国际火种助学基金创始人刘光容

女士解释了：

她说：我小学的启蒙老师孙希虎先生在

给我们上第一堂时课就对我们说：“只有知
识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句话像“火种”
在我心中点燃希望。对于我，火就是光明，

火就是道路；火种就是关爱、就是温暖。火

种是“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
现在，我在深圳和香港成立了集国际高

等专业教育、项目移民、国际商务顾问、国

际合作为一体的“蓝海集团”，把公司赚到的
一部分钱，成立“蓝海国际火种助学基金”，
开始发动“一人一书桌”捐赠活动。接着，要
动员我们“香港国际企业家协会”的力量，办
希望小学，把“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像火

种一样传遍贫困山区。“传播火种，燃点希
望”。
2014年 01月 10日，刘光容女士用她的其
中一个公司【蓝海国际商务（香港）有限公

司】名义，在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成

立了设立了“蓝海国际火种助学基金”。

深圳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段亚兵老师考察蓝海集团

深圳市把“走出去”作为城市发展的重大
战略实施以来，充分发挥外向型经济优势、

自主创新优势、现代产业优势和特殊区位优

势，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走出去”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为更加全面深
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升深圳国际竞争
力，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提高开放型经济

质量水平，加快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并且培

育面向“走出去”企业的法律、会计、评估等
服务，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专业化咨询、权益

保障等综合配套服务。发挥境内外商会、行

业协会作用，避免“走出去”过程的无序竞争
和恶意竞争，为企业提供便利服务。

为此深圳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段亚兵

老师莅临蓝海集团考察。

蓝海集团刘董、段亚兵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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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联盟第一届大会---蓝海集团（国际）有限公司是发起单位之一
2015年 12月 22日上午，在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和深圳市民政局的支持和

指导下，深圳市走出去战略合作联盟第一届会员大会在市民中心顺利召开。深圳市经济贸易

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高林先生、对外合作处处长何志梅女士、副处长周晓红女士、科长杨

元丹女士及深圳市民政局科长余乐斯女士、蓝海集团执行董事刘光容女士作为嘉宾出席大

会。

图为市经贸信息委副主任高林先生致辞

图为深圳市民政局科长余乐斯女士宣读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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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商机

LHHKS-0022旺角区大型老人院（56个床位）

投资标的概述

 叫价：HKD 5,000,000
 12个月平均营业额：HKD 450,000 / month
 行业：服务业

 地区：香港

 交易需求：公司股份转让

 项目时间控制方：其他私有股权所有人

公司信息

 位于极旺位置，交通十分方便

 开业超过十年，业务稳定

 现设 56个床位
 有 15个政府床位，单单政府买未收入已可抵消租金支出
 近乎全部床位已注满客人

 主要行业：护老院

 目标客户：老人家

 收费：政府买位：＄7,500（政府资助）+ ＄1,603（老人家）； 其他位：＄6,500

其他杂项收入 每人约＄2,000 / 月

 店铺形式：楼上铺

 项目联系人：刘小姐

 电话：0755-82913852
 邮箱：105309433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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