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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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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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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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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海动态 5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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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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海动态 5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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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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商机

巴黎拟改建酒店建筑物：

基本信息

 编号：LHHKS-0022
 售价：550,000,000 欧元
 改建工程预算：150,000,000 欧元
 共计：700,000,000 欧元
 行业：酒店业

 地区：巴黎市

 交易需求：整体转让

业务概述

 该建筑物距凯旋门 500 米，属于巴黎市金三角地段
 建筑面积 4660 平米，
 已经获得改造成豪华酒店的建筑许可，并由法国建筑师作出设计

 拟建成 5 星级酒店
 70 间客房+13 个套房，内花园，内平台，两个餐厅
 国内投资人需先购下这座楼房，然后再做改造装修工程，自行经营酒店

 可以帮助联系法国银行贷款

 目标客户：游客

 项目联系人：刘小姐

 电话：0755-82913852
 邮箱：105309433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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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商坛

防止商业诈骗案例之一：

星期五支票诈骗

支票（cheque）是以银行为付款人的即期汇票，是汇票的一种形式。
用支票进行货物交易肯定不是一种稳妥的交易方式。但是许多商场初哥，不知水深，喜欢使用。

需知一张支票，只要出现以下

任何一种情况就无法兑现：

1/ 支票签署人的签字与其存

在银行底档的签字样式有差异，银

行拒付。（因此产生错签，乱签等

导致支票失效行为）

2/ 付款方在银行的存款低于

支票金额，或者账号上根本无存款，

是一家空壳公司。

3/ 支票签署人不是公司法人

代表，也不是被授权的支票签署人，

签名无效，银行拒付。（因此产生

无效签名导致支票失效行为）

4/ 支票签署人是公司法人代

表，但只是个挂名人，该人既没有

固定财产，也不是该公司被授权的

支票签署人，签名无效，银行拒付。

如此种种......

除了上述的几种可以导致支票

失效的行为之外，还有一种恶意的

“星期五支票诈骗”。

这种支票诈骗冠以“星期五”，

是因为骗子专门利用星期六和星期

天银行系统不进行支票交换的空

挡，在星期五，尤其是在星期五下

午收工前开出空头支票，骗取货物。

星期五支票诈骗还有其另一种

欺骗性。

众所周知，支票的入账方式有

“顺转”和“逆转”两种。

“顺转”即卖方收到支票后，

将支票交到支票所属的银行去，由

支票所属的银行验收，然后由其将

货款拨到卖方的银行户口。

“逆转”即卖方收到支票后，

将支票交到自己的开户银行，委托

自己的开户银行向支票所属的银行

收款。

“顺转”是一种比较安全的方

法。因为支票一交到支票所属的银

行去，该银行马上就可以查到该支

票户口有没有足够支付该支票的存

款。但是，在某些管理不善的银行，

骗子仍然有机会在银行认定该支票

户口有足够的金额和将该货款划出

的空挡中将该支票户口的存款清

空，让该支票变为一张无法兑现的

空头支票。但一般的情况下，银行

在收进自己银行的支票并在其上盖

上银行印章并退“回单”给客户时，

可以认为，货款已经划出。

如果是“逆转”入账，就没那

么安全了。

骗子在星期五开出空头支票，并用

各种借口指定要由卖方的开户行

“逆转”托收 。卖方在星期五收

到货款的支票后，交到自己的开户

行托收，开户行在初步认定支票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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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商坛

有重大瑕疵的情况下，会接受

支票，并把支票的金额标示在卖方

的户口上。（注意：卖方支票户口

的收入一栏标示的金额只表明你委

托开户行向对方托收的金额，并不

表明你所拥有的金额。很明显的一

点是银行不会同意你马上使用该笔

货款！！！）

有些商场初哥，在见到自己账

户上的确多出了一笔数字，就误以

为收到了货款，把货物交出去。这

就上了“星期五支票诈骗”的当了。

因为当你的开户行下周一进行

银行系统支票交换时，该支票被所

属银行拒收，银行马上会通知你，

支票被拒收了，而你的支票户口上

的数字也随之被取消了。

在《蓝海集团商务讲座》上，

许多客户都吐槽受到空头支票的诈

骗，其中最多的就是上了“星期五

支票诈骗”的当。“星期五支票诈

骗”不是什么新鲜诈骗勾当，以前

有，以后还会有。

希望《蓝海通讯》的读者对星

期五送来的支票，尤其是大额货款

的支票多留一个神，少受损失。

15 BOB NEWS



在商言商

第一讲：最典型的出口信用证（L/C）的流程

① 买卖双方签订合同，并注明付款方式为不可撤销的银行信用证（Irrevocable letter of credit)。

② 买方选择一家开证银行，填写信用证申请书，并支付 30%-100%保证金。

③ 开证银行同意申请并把 L/C 通过 SWIFT 系统传给卖家所在地的通知银行。

④ 通知银行把 L/C 传给卖家。

⑤ 卖家收到 L/C 后，如无修改意见即可组织生产，准备交货。

⑥ 卖家按照 L/C 的要求制作好单证，并连同提单等提货文件交给通知银行（或其他议付银行）。

⑦ 议付银行审查单证，如无不符点即将整套单证快递给开证银行。

⑧ 开证银行审查单证，如无不符点即通知买家付款并赎回提货文件。

⑨ 买家付款赎单后，凭单证即可提取货物。

⑩ 开证银行把 L/C 货款扣除费用后支付给通知银行。

⑪ 通知银行收到货款后扣除费用，并把剩余货款支付给卖家。

下一讲：信用证（L/C）的风险管控

16 BOB NEWS



读者信摘

上次“蓝海集团商务讲座”分析“如何提升企业的战略层次”很有启发。正像张董所说，

企业的战略层次像企业有三层楼，我们每天都在最底下的一层忙忙碌碌处理企业业务，忘了

我们应该上二层楼，看看公司战略方向，有空还要上三层楼看看行业战略方向。

我们从去年开始上第二、三层楼，注重公司和行业的战略方向，眼界宽了，对外合作打

开了，企业在逆境中得到了顺利的发展。

——“W”公司董事长

年前约了香港蓝海张董来深圳蓝海商谈，受益匪浅。

我们公司的客户群发生了重大变化，订单丢掉了 75%，也找不到什么解决办法，很茫然。
张董指导我们进行“重构商业模式”，分析企业现有的各种资源，进行排序，重组，再

用开发，协作等方式补齐短板，重新进行企业定位，重新构建商业（盈利）模式。

我们获得重新出发的信心，目标和勇气。

——“E”公司董事总经理

“蓝海集团商务讲座”所发的资料很好。其中有一篇“安索夫矩阵”对我们企业帮助最

大。

我们是做 LED灯的，以前是客户给什么单我们就做什么货。现在竞争激烈，利润空间被
压缩，生意难做。

张董教我们念“旧产品，旧市场；旧产品，新市场；新产品，旧市场；新产品，新市场。”

这篇商场圣经——“安索夫矩阵”。

我们正在全力推动“新产品，旧市场”，除了给该客户供应 LED灯泡之外，还向他推广
新产品，如办公室 LED灯盘，LED植物生长灯，LED花园灯等等，营业额迅速增长。

感谢蓝海集团，帮我们开出一片广阔的蓝海。

——LED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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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对 2016年的 8个预判：

谁要爆发，谁被革命？

2016年 02月 15日 09:11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来源：吴晓波频道

2016年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是一个极端不确定的事情。现在理论上讲没有人知道。但
是可能在经济领域里面，有一些事情是继往开来的，在过去几年里面已经累积了很多事实，

我们从逻辑角度来说，有可能在 2016年会出现某一些经济形态、商业模式和盈利的机会，
这些东西可能在今年，如果在一年最后简单做一些总结，很可能对即将到来的 2016年有一
些小小帮助。关于 2016年我认为有八个经济方面的景象，值得我们大家一起关注。

1、2016年是中国新中产消费元年
我觉得第一件有可能发生的事：

2016年是中国新中产消费的元年。
在 10月份的时候，瑞信曾经有过
一个数据，说中国当今成熟的有购

买能力消费者 8亿人，这 8亿里面
分两拨人，一拨是 6个亿，所谓的
吊丝经济，另外还有 2亿左右。
我认为这个数据大概是被夸大

的，我们说如果从银行净资产数据

看，我认为大概 1亿以上这样的人
口，是所谓中产阶级人群，这一拨

人是在 2015 年慢慢成为了中国互
联网消费主流的一拨人群，当今中

国所有商品供应者，所有创业者。

当你开始进行商业活动的时候，首

先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是为谁服

务，整个大众市场已经被瓦解掉了，

现在整个中国消费人群分成两拨

人，一部分人是吊丝经济，一部分

叫做中产经济。

中产经济和吊丝经济最大的区

别，我认为有三条：

第一条，中产经济是理性消费者，

吊丝经济往往是感性消费者；

第二，他比较相信质量，他不太

相信价廉物美，他相信质量，他愿

意为质量买单，为核心技术买单；

第三一定是圈层化。在 2016年当
中产消费元年到来的时候，在互联

网革命下，中国的消费市场很可能

将没有大众品牌，没有大众消费，

将没有大众偶像，就好象今天这些

人聚在一起，我们是一个圈层文化

所产生一个结果，每一个人，每一

个中产阶层都生活在不同圈层里，

所以当中产消费元年到来的时候，

我认为无数多创业机会，无数多新

的商业机会，无数多新型品牌和商

业模式会从此诞生。

2、2016年很可能是金融商业时代
开始

在过去 36年里，中国所有的创业
者、企业家赚钱基本上是属于产业

商业时代， 但是到了 2015年经过
这一轮激烈资本泡沫期以后，在

2016年会看到很多新景象，这些景

象很可能会长达十年以上：

第一件看到股权投资，在未来股

权投资应该会成为中国中产阶级一

个最重要财富增长的空间。

我们今天经常会看到什么情况

呢，随着互联网金融不断增加，中

产阶级通过购买一些理财产品，一

些股权产品，通过保险、比较保险

的、比较激进的资产组合方式，使

得我们家庭理财产品会极大的丰

富。

我们看到了今年北京新三板，到

我今天演讲的时候，北京新三板上

市公司已经达到了 4500家，明年我
们年终秀的话，我认为这个数据应

该超过 8千家，后年会超过两万家，
然后北京新三板会成为全球最大中

小企业融资平台，新三板因为投资

门槛比较高，那么随着投资的理性

的增加，机构的增加，中国的资本

市场有 97%的散户市场在 2016年慢
慢会被改变掉。

如果不出意外，2016年在上海，
战略新兴版即将推出，注册制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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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即将推出，所有这些告诉

我们一个景象，新的金融时代到来

了，这是第二个景象。

3、社群经济将大行其道
什么叫社群经济？就是现有一群

人在这里，现场一千个人，全国有

一百万人，当这群人被聚集起来以

后，再问自己我们需要一个什么商

品，所以市场经济是一个从物到人

的过程，而即将到来的社群经济，

是一个人到物的过程，这可能是

2016年即将开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事件。

马化腾曾经讲过一句话，未来的

互联网是什么呢，未来互联网两件

事情，左边叫做内容，右边叫做连

接，然后所有的战争，基本都已经

结束了，大家都在做 IP，做内容，
对不对呢，对的，大互联网就是这

个逻辑，但是我愿意在内容和连接

之间再加一个东西，价值观。

有了价值观以后，整个互联网就

被切割成无数社群和圈层，因为有

一种价值观存在以后，因价值观产

生了不同内容，内容会被切分掉，

通过不同管道，找到那些消费者，

所以所谓的社群就是在连接和内容

之间出现一种价值观，当这样的模

型出现以后，社群建立以后就会出

现一种社群经济，就是说我因为价

值观而形成某一个区隔群，比如在

座的所有人，我们是一群认可商业

之美的一个群。

当这些价值观被确认以后，然后

就可能出现无数的商业模式，所以

所谓的社群经济，就是等于圈层加

电商。

4、2016年体育营销将热浪扑人
其实体育经济是属于体验经济的

一部分。2016年，有两个非常重大
体育项目，将要在全球举行，第一

个奥运会，第二个 2018年世界杯。

我们在 2015看到一个景象，无数资
本跑到全世界买那些最好的资源和

最好的体育公司，所以随着整个中

产阶级崛起，人们精神消费将极大

的丰富，而在精神消费中，体育将

成为一个刚需，所以 16 年体育产
业，将进入到一个爆发时期。

5、传统企业将加速淘汰
我今年到全国去了很多地方，所

有人跟我讲实体经济非常困难，我

们在全国做了一些转型大课，来了

很多愁眉苦脸企业家，我跟各位报

告，这样的困难不是结束了，而是

刚刚开始。

我认为在未来五年内，传统制造

业和传统服务业企业中 80%的人，
将不适应未来的变革，他们将集体

地被淘汰，所以未来中国创业将是

一次替代性变革，是一个新的商业

模式，新的资本，对旧的人、旧的

商业模式，革命性的替代。

然后在 11月份的时候，中央提了
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叫“供给侧

改革”，大家开始意识到一个问题，

中国不是商品不够，我们有无数多

的商品，中国不是没有购买力，我

们有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但是

为什么商品卖不掉，我们消费者有

大量闲钱，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存

款国，重要的原因是，供给和需求

错配，怎么办呢？

只有一个办法，在供给端解决问

题，就是把落后产能加速淘汰，让

它更快地离开现场，然后用大量资

本扶持中小的、具有创新能力的小

型企业，在供给端进行大规模改革。

所以在我看来，2016年开始是理
性创业，理性商品一个非常好的时

间段，中国经济没有崩溃掉，中国

改革信心没有丧失掉，未来是理性

创新，而各位，野蛮成长时代，到

2016年已经结束掉了，未来五年是
理性创业，各位如果有一个好的产

品，有一个好的服务，一定在中国

能找到一个好的资本帮助你走得很

远。这是 2016 年将看到的一个景
象。

6、跨境电商破解 TPP
从 2008 年以后中国外贸经济垮
掉了，一直到今年，所有宏观数据

里面最最难看的数据就是外贸数

据，所以为了让中国的制造，继续

能够往前推，过去一年多里面，从

政府到产业都做了很多工作，比如

说两年前我们开始做自贸区改革，

政府形态的改革，从今年开始，我

们看到了产业层面发生了变革。

今年三月份时候，国务院批复了

杭州成为全国的跨境电商综合实验

区，唯一的一个实验区，为什么放

在杭州，因为杭州有一个非常大的

跟电子商务有关一家企业，阿里巴

巴，在过去一年里面，2015年看到
在商务部、杭州市、阿里巴巴这些

方面努力之下，形成了一个新的跨

境电商的平台。

我今年 4月份去北京参加国务院
经济形势座谈会的时候，我跟总理

汇报，我认为外贸出口有很大的问

题，问题在哪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外贸政府部

门各自为政，做外贸一半时间是在

敲章。这一次杭州跨境电商综合改

革，所有的政府部门，全部在一个

窗口进行，这个改革基本上实验已

经完成了。

第二件事，所有信息在一个窗口

进行以后，就出现了第二件事，未

来外贸交易平台，借助交易本身，

大数据，未来会成为中国外贸交易

平台的一个新的驱动力。

我认为大概 2016 年底，不出意
外，通过这样的一个新型的实验区

外贸跨境平台，外贸交易量大概会

达到 2千亿左右，如果明年年底达
到 2千亿的话，三年内中国外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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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将焕然一新，五年内中国人成为

全球最大的外贸离岸中心，然后

2015看到所谓 TPP，所谓的政府与
政府之间的外贸框架结构，将会被

中国几十万家中小企业像蚂蚁一样

推跨掉，中国外贸新的春天即将在

2016年到来。

7、两币大战扑朔迷离
全世界现在最坚硬两个货币，一

个美元，一个人民币，人民币 2014
年对美元贬值 2%，今年遭到一点冲
击，贬了百分之四点几，不到百分

之五，不管怎么说，人民币仍然是

全球范围内相对比较坚硬一个货

币。

但是这个月，美联储将要讨论要

不要加息，据说全世界 97%的经济
学家认为加息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我们每一个中产阶级，在未来，

我们的人民币资产配置和美元资产

配置是一个我们重新需要学习的一

个问题。

8、可穿戴技术方兴未艾
到了 16年以后，互联网经济将由
一个虚拟的空中的经济，变成一个

新的经济。

2016年会看到，硬件会发生革命，
今年已经看到很多企业在这方面进

行了大规模实验，接着呢，移动端

应用会极大的丰富，会诞生一个新

的电商模型，所以可穿戴设备在 16
年、17年，我们不知道，在哪一个
时间点，以哪一种方式，由哪一家

企业最终改变我们所有的商业生

态。

听完了这一段，大家都感觉到，

2016年面临着重重困难，中国经济
仍然有可能在一个下滑的通道里

面，我们所谓叫做新常态通道，广

大的传统制造业企业的苦日子，远

远没有到头，甚至仍然暗无天日，

但是我们同时看到了新兴中产阶级

已经崛起，新的消费能力正在诞生，

无论是内贸也好，无论是外贸也好，

存在着种种变革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说风非常地大，“大风

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所以里尔克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

“我认出了风暴却激动如大海”

（音），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完）

【附】吴晓波总结 2015：年度十大
关键词

疯：从 2000多点到 5000多点再到
3000多点的波动，2015年，中国的
股市就是非常虚弱的实体经济和非

常强大的国家意志进行了一次激烈

的博弈。

品：“马桶盖”的巨大争议和讨论

背后，是 2015年成为了中国中高端
制造业开始进行自我革命的一年，

也是中国实体经济互联网+的第一
年。

乱：从几百家到今年的 3800 家、
8000亿的贷款规模，中国 P2P行业
正在经历中国发展的惯有特点——

野蛮生长，然而 P2P依旧是金融领
域里最具有革命意义的行业。

涨：今年下半年多地房价的快速上

涨，或因中心城市不动产投资性价

值被重新发掘、居民的避险性投资

需求以及城市化矛盾下政府的有力

推动。

潮：快的&滴滴、赶集&58同城、携
程&去哪儿、美团&大众点评，等等，
今年这些大型并购预示着“互联网

+”信息和 O2O行业已经进入到行
业的晚期，不会再有大的商业机会。

逃：2015年是中国媒体革命非常剧
烈的一年，旧世界崩溃的声音非常

响亮，很多优秀的媒体人离开了他

所服务的机构，然而转战新媒体的

我们却是这一场媒体变革的受益

者。

生：2015是全民创业的关键年，一
年中在这个国家举办了 30万场创

业沙龙、一千多个城市里面出现了

3200个创业空间，来自于年轻人对
财富渴望的创业潮，也让中国变成

了一个创业的天堂。

一：2015年有一只猫、一只企鹅分
别从电子商务和社交两个领域逐渐

控制了我们的交易和信息。我们必

须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台面上了——

如何面对垄断。

＋：从 2015年开始，所有实体企业
家开始认认真真地考虑这个问题：

如何利用信息化革命所产生的思

维、模式、工具对内改造我们所有

的生产要素，对外改善我们和消费

者之间的关系。

鲜：今天中国的消费层次非常丰富，

我们的投资主权掌握在 60 后、70
后手上，创业主权掌握在 80 后手
上，我们的消费主权掌握在 90后手
上，我们娱乐主权掌握在 00后上。

凤凰国际智库

[责任编辑：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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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蓝海

蓝海集团（国际）有限公司前身于 1980 年在香港成立迄今 35 年。35 年间，从进出贸易到项目引进

和投资，直至今天的国际项目合作和跨境股权交易，我们积累了国际项目合作的丰富经验，积累了国

际企业、国际商协会、国际投融资 的丰富人脉.

2009 年，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要求，我们在香港和深圳同时成立了蓝海集团.蓝海集团是一个为国

内企业和个人走出国门，海外发展提供全面综合服务的国际平台。迄今已为 2000 多家企业和个人提

供香港和海外公司注册，企业海外经营策划，国际技术项目合作，股权买卖等多项服务。以满足客户

海外发展需求为中心，我们在深圳和香港、美国硅谷、洛杉矶、韩国首尔、法国巴黎、澳洲悉尼等地

的国际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

联系我们

香港公司 (Hong Kong company)

地址：香港皇后大道西 2-12号联发商业中心 502室

Add.：Room502, Arion Center, No.2-12, Queen’s Road West, HongKong

Tel：00852-30533051

Fax.：00852-28541913

E-mail.：hk@hkbob.com

加盟合作负责人：:刘光容

Tel：00852-30533051 E-mail:1053094336@qq.com

深圳(Shenzhen company)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虹路世贸广场 C 座 1003室

Add.：Room1003, Block C, World Trade Plaza, Fuhong Road,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香港公司注册：0086-755-82917325

香港公司税务：0086-755-82917319

海外公司注册：0086-755-82917319

国际项目合作：0086-755-82913852

Fax：0086-755-82917261

E-mail.：sz@hkbob.com

离岸公司注册：资深顾问李小姐

Tel：0086-18923499572，E-mail：46360203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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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蓝海通讯》载列的资料由蓝海集团（国际）有限公司（蓝海集团）编制，只供一般参考。蓝海集

团虽已尽力确保该等资料准确，但对于该等资料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使用时的准确性或恰当性，并没有

作出任何明示或隐含的陈述、申述、保证或担保。

对于因或就本《蓝海通讯》所载的任何资料（包括数据或程序）而引起的任何损失或损害，蓝海集团

并不承担责任。蓝海保留权利，可随时运用其绝对酌情决定权，省略、暂停或编辑本《蓝海通讯》所

载由蓝海集团编制的资料，而无须给予任何理由，亦无须事先通知。 使用者有责任自行评估本《蓝

海通讯》所载的一切资料，并宜加以核实及在根据该等资料行事之前征询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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