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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波动，传统经商方式正在受到挑战。一群被称为“科技企业家”的
企业家大胆革新经商方式，从群众集资到打破市场常规，勇于改变，迅速壮大
公司规模。从硅谷革新中获得启发，这群既有经商头脑，又精通科技的新一代
企业家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无论是规模还是利润，都远超传统生意模式。
主流经商者和科技企业家能否相互借鉴，在各自领域取得更佳表现？

今年的座谈会我们将着重介绍两个在新经营模式下的传统经商成功故事，
供您借鉴，以获取新的灵感。

THINK BIG企业家大会 2013
报名：http://eventreg.asiaone.com/register/thinkbig 2013

勇于创新，迎接挑战！

座位
有限！

新 加 坡 大 彩 票
2013年9月4日开彩

首奖：4124736 二百三十万元
二奖：1406591 五十万元
三奖：3495921 二十五万元

积博奖十张（每张奖金一万元）
1501174 1900704 3064268 3218489 3307392
3320503 4036189 4251352 4258600 4484587

幸运奖十张（每张奖金五千元）
1185468 1513621 1556602 2118857 2495454
2633043 3790765 4128951 4163063 4304937

礼奖三十张（每张奖金三千元）
1155983 1187897 1379182 1515081 1630198
1657000 1746337 1760188 1945910 2119564
2211376 2262464 2364946 2389223 2523270
2556128 2660702 2670227 2714444 2774923
3099744 3111411 3122372 3140953 3155924
3281502 3481531 3625656 4296651 4405446

安慰奖三十张（每张奖金二千元）
1152502 1510832 1635854 1950562 1981311
2026441 2129881 2335664 2510582 2598909
2628468 2757873 2859831 2898151 2931779
3061012 3161541 3186867 3336105 3658903
3708648 3779694 3856515 3957800 3983185
4030425 4181711 4247118 4466358 4480362

参与奖五十张（每张奖金一千元）
1172368 1304550 1307936 1328853 1339740
1372770 1377825 1425888 1549692 1569145
1728721 1730956 1772195 1786260 1949817
1969056 1999265 2001946 2010232 2192752
2220686 2226682 2265959 2504939 2596325
2629975 2879918 2933584 2989518 3048975
3094554 3132818 3133218 3218101 3248747
3266173 3470477 3577133 3625296 3726840
3848718 4025738 4071955 4239258 4272931
4337266 4373233 4402672 4429783 4485618

2D欢乐奖(最后两个号码)三十一万五千张（每张奖金六元）
26 53 59 67 68
74 80 86 98

注：万字奖金与大彩奖金都可由9月5日起领取。
所有中奖的万字票和新加坡大彩的奖金，可到密驼路210号，#01-01新加坡
博彩大厦，新加坡188994邮区，新加坡博彩总行领取。每张$5,000或以下的
中奖票据，可在新加坡博彩分行或指定销售处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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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婧　报道
xiaj@sph.com.sg

　　截至去年底，新加坡在山东的
累积投资项目达到1352个，其中过
半是由本地中小企业投资。新加
坡-山东经济贸易理事会将加强同
各方的合作，进一步协助中小企业
在山东扩展业务。
　　新加坡-山东经济贸易理事会
第17次会议昨日在新加坡举行，
两地的政府机构、企业和商会组
织共签署了17项合作协议，其中
包括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IE 
Singapore）与中国山东省青岛市签
署经济合作框架备忘录；新加坡制
造商总会（SMF）、中国新加坡商
会（SingCham）和新加坡会展行业
协会分别与山东省贸促会签署合作
备忘录，协助本地中小企业在山东
探寻商业良机或扩展业务。
　　1993年成立的新加坡-山东经
贸理事会是中国地方政府与新加坡
建立的第一个战略合作组织。20年
来它推动两地重点项目发展，并形
成定期互访交流机制，成为深化双
方交流合作的桥梁和重要平台。在
理事会成立之初，新加坡与山东的
贸易总额为2亿2000万美元，去年
已高达28亿8000万美元。截至2012
年底，我国在山东的累积投资项目
多达1352个，累积实际投资额为55

亿美元。 新加坡已经成为山东第
四大外资来源地，在亚细安十国中
则位列第一。
　　贸工部政务部长、新加坡-山
东经济贸易理事会新方联合主席张
思乐指出，山东是新加坡企业在中
国熟悉并积极寻求商机的投资热点
之一，未来双方将强化新领域的合
作。例如：机场城市枢纽建设、可
再生能源和环保服务、智慧城市
等。
　　此外，理事会希望两地企业之
间的合作能进一步深化。目前在
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中资企业之
中，山东为第三大来源地。1993年
之前，山东在新加坡投资项目仅
7个，但截至去年底，已增加到81
个。
　　山东省副省长、新加坡-山东
经济贸易理事会鲁方联合主席夏耕
指出，未来双方的合作应突出服务
业和城镇化两个重点，并着重融入
智能和环保两大要素，以适应转型
升级和改善环境的要求。另外，双
方将着眼于合作的升级。“一是合
作方式升级，由分散投资升级为园
区建设、联合规划、联合招商，由
加工制造升级为研发创新合作。二
是合作层次升级，在城镇化领域，
由商业地产升级为智慧城市示范，
推广智能和环保解决方案；在金融
领域，由设立机构、借贷融资升级
为构建网络、股权合作。”

我国在山东投资项目
过半由中小企业参与

　　在网上交易即方便又佣金低的
情况下，本地活跃投资者原来还是
很喜欢通过股票经纪进行交易，并
希望能跟经纪交流，了解经纪对市
场走势和个股的看法，进而掌握市
场的整体投资走势和气氛。
　　华侨证券（OCBC Securities）
董事总经理徐世龙透露，鲜少有活
跃投资者会完全依赖网上交易，多
数都会时常通过经纪进行买卖，而
活跃投资者很注重按金（margin）
交易，偏好外汇和期货等杠杆交易
产品。

　　徐世龙表示，一家证券公司的
收入来源普遍存在“二八现象”，
也就是大多数收入都来自那两成活
跃投资者。这些投资者比普通投资
者更频繁交易，交易额也较大，一
人可抵上40名普通投资者。
　　他说：“活跃投资者注重信贷
额，需要证券公司能迅速调高他们
的交易额度，以及提供最好的按金
交易条件。他们也重视交易平台，
需要交易平台时刻维持快捷、多元
和稳定。当然，他们也需要和股票
经纪交换意见。”

　　相比之下，普通投资者的需要
则有所不同，他们更希望证券公司
推荐个股，以及举办讲座和工作坊
等，并且注重网上交易平台是否容
易操作和人性化。
　　徐世龙强调，活跃投资者和普
通投资者对华侨证券都很重要，公
司会采取不同策略来满足他们的不
同需要，在为活跃投资者提供良好
经纪服务时，也确保普通投资者时
刻享有简便交易体验和市场走势指
引。

活跃投资者仍爱通过经纪处理股票交易

扬子江 
另四艘造船订单生效
　　扬子江船业宣布上个月另
有四艘价值1亿1040万美元（1亿
4131万新元）的造船订单宣佈生
效。
　　这些新生效的订单包括建
造两艘承载量为1100个标准箱
（TEU）的货柜船只和两艘8万
2000载重吨的散货船，预料在
2015年交付，因此不会对集团截
至今年底的财年业绩产生实质影
响。
　　集团今年至今已有总值12亿
2000万美元（15亿6160万新元）
的35艘造船合约生效，目前仍然
持有价值28亿7000万美元（36亿
7360万新元）的51艘造船订单有
待生效。

四合成与子公司运作 
不受报警事件影响
　　四合成（See Hup Seng）昨
日发出文告指出，代表子公司
TAT Petroleum，针对两名前董事
陈图才（Jimmy Tan）和曾繁扬
（Chan Huan Yong）报警一事主
要同计划转移公司业务和商业机
会有关。
　　公司也向股东确保四合成及
子公司TAT Petroleum的运作和业
务都未受影响。若事件有任何实
质性进展，公司将在适当时候通
知股东。

简  讯

冯嘉年　报道
knpang@sph.com.sg

　 　 印 多 福 食 品 （ P T  I n d o f o o d 
Sukses Makmur）对中国闽中食品
（China Minzhong　Food）的收购
正式成为无条件献议。
　　截至昨天，印多福在闽中食
品的持股已达到51.62％，超过了
50％的门槛。
　　印多福强调，集团已经采取
所有必要步骤，以确保自己投资
闽中的决策是谨慎的，包括检视
闽中两次反驳做空机构格劳克斯
（Glaucus Research）的指控。印多
福它对闽中的反驳感到满意，也认
为闽中提出的反驳内容符合自己对
闽中业务所做的精密审核。

印多福股价回弹
　　印多福股价在提出全面收购闽
中献议后大跌9％，昨天才略微回
弹0.8％。
　 　 随 着 印 多 福 正 式 成 为 闽 中

食 品 的 控 股 股 东 ， 评 级 机 构 穆
迪（Moody ' s）也在昨天表示将
评 估 闽 中 的 B a 3 企 业 家 族 评 级
（corporate family rating），考虑上
调。
　　穆迪表示，印多福的营业额是
闽中的九到10倍，闽中如今由规模
更大、信贷质量更强的印多福持有
多数股权，意味着闽中的评级须考
量可从印多福那里获得的隐性支
持。

两公司将在业务 
进行策略性整合
　　穆迪也预期，闽中和印多福将
能在业务上进行策略性整合，创造
效益，而闽中在金融市场融资的能
力也将提高。此外，印多福也可能
居中穿针引线，协助闽中将货品出
口至印尼。
　　印多福在昨天称赞闽中管理层
在格劳克斯做空闽中的事件中，始
终跟投资者保持透明和开放的联
系。相反地，它谴责格劳克斯作出

指控，是要从做空交易中谋利。
　 　 新 加 坡 证 券 投 资 者 协 会
（SIAS）会长大卫·杰乐（David 
Gerald）也发表文告，谴责格劳克
斯对闽中的指控“鲁莽”和“没有
事实根据”，造成不少投资者惊慌
抛售，蒙受亏损，更挑战了新加坡
资本市场的信誉。
　　杰乐呼吁新加坡交易所和金融
管理局探讨收紧卖空条例，防止并
惩罚“不择手段”从中谋利的做空
者。
　　格劳克斯在上周一指控闽中涉
嫌捏造销售数据，欺骗监管当局和
投资者，导致闽中股价在早盘两
个小时多内从1.02元大挫48％，至

0.53元，宣布暂停交易。
　　闽中用了近一周的时间准备证
据，并在本周一召开记者会反击格
劳克斯的指控。同一天，印多福献
议以每股1.12元的价格，全面收购
闽中食品，闽中股票复盘后迅速回
弹，昨日闭市报1.115元。
　　由于格劳克斯在周一指闽中所
提出的证据都是非公开的文件，缺
乏可信度，闽中在周二再度反驳格
劳克斯，并提呈新的一批单据作为
证据，强调这些文件都经由外部审
计师抽样审核，公司的营收和应收
账目都依据新加坡审计准则进行审
计。

持股超过50％

印多福献购闽中成无条件
印多福强调，集团已经采取所有必要步骤，以确保
自己投资闽中的决策是谨慎的，包括检视闽中两次
反驳做空机构格劳克斯（Glaucus Research）
的指控。

印多福食品昨天称赞闽中管理层在格劳克斯做空闽中的事件中，始终跟
投资者保持透明和开放的联系。（彭博社）

　　近年来最大的一宗集体出售
交易——总值5亿9000万元的汤申
景花园（Thomson View），交易触
礁。
　　高庭前天裁决负责代理销售的
HSR，额外支付一笔津贴给其中一
小部分业主，没有回避利益冲突，
严重违反了它的职责，因此不批准
有关交易完成。
　　市场人士认为，这个首开先河
的裁决，或许会影响接下来其他的
集体出售交易。
　 　 例 如 前 年 被 私 有 化 的 中 等
入 息 公 寓 ( H U D C ) 友 诺 士 雅 苑
（Eunosville），三个月前也刚刚
推出市场，以集体的方式求售，叫
价至少6亿8800万元，但至今仍未
成交。
　　业内人士认为，这个最新的裁
决或许会在集体出售市场中吹起一
阵急冻的冷风。
　　由于房地产代理是业主挑选
的，发展商根本无法掌控房地产代
理的行销手法，却需要承担漫长的
交易风险（官司拖上一两年还无法
成交），因此他们不排除一些发展
商索性回避这类规模太大、有可能
卷上漫长官司的集体出售地段。
　　欣乐国际(SLP)执行董事麦俊
荣说：“不过，即使是这项裁决出
来以前，这类集体出售地段已经不
容易成交了。”

　　他透露，目前政府售地名单中
还有许多地段可供选择，类似的集
体出售地段，特别是99年地契的私
有化中等入息公寓，很难与政府地
段竞争，因为政府地段同样属99年
地契，却通常没有什么手尾，很快
就可以推出市场销售，让资金回
笼。

裁决可警惕相关利益者
　　他认为，从较正面的角度来
看，这个裁决可以警惕所有的相关
利益人士，避免重复这类技术上的
犯规或踩线动作，不但房地产代理
不能够暗地里给予少数一些业主额
外的补贴，业主们也不应该要求或
接受这种“优待”。
　　麦俊荣说：“对业主来说，挑
选房地产代理也变得更加重要。这
个裁决应该会让他们意识到，他们
不能只挑选那些愿意接受最少佣
金，却承诺帮业主们卖到最高价钱
的房地产代理。”
　　“整个集体出售团队中每一名
代理的经验都很重要，不仅仅是该
公司有没有名气而已。”
　　汤申景花园曾在2011年11月推
出市场，但却未能吸引适合的买家
而求售不果。去年4月重新推出市
场以更低的价格求售，结果在去
年9月由伟合控股持51％股份的伟
合－露峰（Wee Hur-Lucrum），

以5亿9000万元标下。
　　这个位于汤申路上段的共管公
寓，原本是自2008年以来首宗售价
超过2亿元的集体出售项目，不但
是去年第三季中第三大笔的交易，
也是最大笔的私宅项目交易。
　　整个汤申景花园地段占地54万
零314平方英尺。根据2008年的发
展蓝图，该私宅用途地段容积率为
2.1，可重新发展成为一栋24层楼
高的私宅项目。
　　伟合控股的代表律师说，他将
分析判决背后的理由，才决定下一
步该怎么走。

高庭：房地产代理 
偏袒部分业主利益
　　高庭法官翁安得烈在裁决书中
说，房地产代理HSR私底下答应支
付超过54万8000元给汤申景花园的
其中四名业主，等于偏袒其中一部
分业主的利益，将自己摆在一个利
益冲突的位置上，再加上没有向其
他业主申报这个安排，没有尽到它
必须保持公开透明的职责。由于行
销手法有欠诚信，因此法官不批准
这宗交易成交。
　　对于集体出售的管委会，法官
则认为，虽然他们在销售和行销过
程中有漏失，但这些漏失不足以显
示他们有欠诚信。

高庭不批汤申景花园交易
或影响其他集体出售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