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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分享環節

香港鐘表業總會副主席兼項目統籌高鼎國致辭表示：「香港是全球
第二大鐘表出口地，去年的出口總值逾743億港元，僅次於瑞

士。為保持競爭優勢，香港鐘表業需要創新求進、尋找增值點、調整
營商手法及改變市場策略，以順應因外圍環境轉變而帶來的新消費模
式。」他指出，是次香港鐘表業總會與生產力局攜手編制《香港鐘表
業發展指南》，旨在乘香港鐘表業的強勢，鼓勵同業為未來發展定下新
方向，延續鐘表業的盛況。「簡單而言，這個新書項目可描述為『探
索時計新趨勢，引領同業拓商機』。」

事實上，香港鐘表業界曾經歷不同的發展階段。香港鐘表業總會永
遠名譽會長孫秉樞博士表示，業界認為營商態度、科技應用及市場拓
展，是驅使行業前進的主要因素。「這三大方向，在不同時代各有重
要性。1970年代前，鐘表業主力生產配件、培育人才，故講求營商態
度；1970至90年代，業界開始生產電子機芯，期望達至世界級水準，
故講求科技應用；自2000年至今，香港廠商紛紛北遷，行業趨向以設

計品牌為主，遂講求市場拓展。」他期望藉 新書，引領同業發展上
述三大範疇，並向成功的行家借鏡。

創品牌研技術 業界所求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總裁麥鄧碧儀亦指出，發展品牌是行業的目標和

方向。「據我們的鐘表業中小企調查，近六成半業界人士認為本港需
要更多自主研發的核心技術，特別是發展機芯的技術，才能提升產值
及持續發展。本局一直支援香港鐘表業發展，如提供符合國際標準的
測試服務，以及轉移最新的材料和生產技術，最近更成立『手表機
芯、部件和組件測試中心』，提供機械表和石英表兩種機芯的天文台表
測試，協助業界發展本地設計及製作的機芯，並提升生產天文台表的
能力。」

《香港鐘表業發展指南》備有印刷本及電子版，電子版可從生產力
局網頁www.hkpc.org下載。《香港鐘表業發展指南》是「為鐘表行業探

求和實現一個新的願景以應對全球商
業環境的轉變：香港鐘表業中小企發
展指南」工作計劃的重點項目，該計
劃由香港特區政府工業貿易署「中小
企業發展支援基金」撥款資助，計劃
的其他項目包括行業問卷調查、經驗
分享會及工作坊。如欲查詢計劃詳
情，可聯絡生產力局葉建新，電話：
2788 5826，電郵：ksyip@hkpc.org。

■梁建誠表示，

《香港鐘表業發

展指南》具備四

大特色，結集了

業界的心血。

■香港鐘表業總會

聯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作

編制《香港鐘表業發展指南》。

《香港鐘表業發展指南》介紹
於新書發布會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資

訊科技及企業管理部首席顧問梁建誠介紹
《香港鐘表業發展指南》的四大特色：

1. 借鏡歷史

濃縮香港鐘表業界的歷史，陳述與分析
業界與時並進的發展，汲取過往經驗，展
望行業未來的發展方向。書中附設簡單易
明的分析及拉頁圖解，將香港鐘表業逾80
年的發展歷史盡現眼前。

2. 三大策略

鐘表行業經常談論到營商態度（A）、科
技應用（T），以及市場拓展（M）3方面的
前景，ATM可說是推動鐘表行業發展的元
素。新書綜合業界知名人士對ATM未來發
展方向的看法，並介紹近年應用的新科技
及材料，談論新興市場的商機，以及探討
定位於價值及生活方式的市場策略。

3. 突圍關鍵

鐘表業是本地重要的輕工業之一。香港
的鐘表企業一直不乏競爭力，但要在急速
轉變的市場中生存並不容易，決定性的成
功關鍵究竟在哪？新書將鐘表行業分為兩
大範疇：製表廠及零售店，從而找出成功
企業的必備條件。

4. 企業專訪──精粹經驗分享

現時行業競爭白熱化，要屹立不倒並非
易事。新書精選12間香港鐘表企業作個案
分享，從營商態度、科技應用及市場拓展
三方面，道盡企業多年來維持競爭力的心
路歷程，為業界提供具參考價值的心得。

在此刊物上/活動內（或項目小組成員）表達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
議，並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或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及發展
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機構支援計劃）評審委員會的觀點。

（資料由客戶提供）

資料來源：貿發局曾於2012年，在內地

城市進行手表消費調查。

成長於電鍍業世家，創隆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偉，於會上分享其企
業如何藉履行社會責任，改善內部營運及創造品牌價值，並談論承擔社
會責任為企業帶來的長遠利益。

「我們於1996年遷廠到深圳的工業基地沙井鎮，同時租用獨立廠房，自
行建設環保設施。」陳偉表示，2008年中國環境保護部頒布《電鍍污染物
排放標準》（GB21900-2008），企業須於2010年7月起執行表2規定的水污染
物排放限值。至今年中，廣東省之電鍍企業更須執行表3規定之特別排放
限值，令排放限值大幅收緊。「幸而我們建廠至今一直添置環保設施，
大力減少污染，同時提升電鍍技術水準，為環保出力，履行社會責任。」

改善廢水處理 減少污染
談及廢水的檢測及處理，陳偉指出，公司使用的廢水處理系統，回用

率逾40%。「廢水處理系統初建於2002年，之後一再改造升級，加強生
化處理系統、高效沉澱池設備及回用水處理系統等。經處理的廢水，質
素長期達標。車間產生的廢水會分類收集，排放前會經絮凝沉澱預處
理，降低COD排放量；中水採用RO膜分離技術進行脫鹽處理，純水回
用率超過40%。」2010年，創隆實業參與「清潔生產伙伴計劃」，確認
系統有效減少污染物排放，經濟和環境效益明顯。

陳偉強調，除了爭取利潤外，企業成功的關鍵也在於得到客戶、員工和
社會的認同，做到「取諸社會、用諸社會」，有助其持續發展。「歐美最壞
的時候已過，待外圍因素繼續改善，經濟便可全面復甦。我對鐘表業的前
景審慎樂觀，因它屬於發展中的高增值行業，不會被市場淘汰。為了拓展
客源、得到國際名牌認同及垂青，我們要加強產品研發、創造自家品牌、
追求高質素及高效益，並考慮對社會及環境的影響，達致可持續發展。」

用社會責任創造品牌價值
營商態度

香港貿易發展局（大中華區）研究副總監邱麗萍於1991年加入香港貿
發局，並於1996年起主管中國研究組。她主力研究內地對外投資和貿易
政策、企業升級轉型策略，以及內地中產消費模式和分銷管道。兩岸經
貿關係和粵港商貿聯繫，亦是她的研究領域。於是次新書發布會上，她
分析有關消費者調查研究，闡述內地顧客購買鐘表的習慣，並展望網購
鐘表的趨勢。

邱麗萍指出，2012年內地手表進口減少，但零售需求保持增長，其中
大眾及時尚品牌手表的銷售表現理想。「中產手表消費需求的特徵，根
據貿發局中國內地手表消費調查顯示，大部分受訪消費者（88%）在過
去三年曾購買一隻手表自用，很少購買兩隻或以上手表。而上班/商務
型手表、休閒時尚手表和機械手表，是消費者最常購買的3款類型（見
圖1）。」她又說，內地消費者普遍會到香港購買手表，除了可免稅及順
道旅遊，亦因為香港手表零售商提供良好的品質保證，而香港零售商專
業的服務態度，也能讓消費者享受上佳消費體驗。

網購料續增 社交網有影響
至於中產的網購習慣和態度，邱麗萍認為，網購於內地發展迅速。

「根據貿發局中國內地中產消費調查顯示，5%受訪者上網買表，預計未
來將增至18%。他們選擇網購的主因，是方便、選擇多，以及價格較便
宜。他們選擇網購平台時，首要考慮正貨及售後保障，亦最希望網店提
高產品品質，其次是希望送貨準時。」最後，她指出社交網絡對消費決
定也有一定影響，「逾六成受訪者表示，相信在微博、微信上關注的人
所推薦的產品，會有興趣嘗試，這值得業界留意。」

內地鐘表市場分析──網購鐘表趨勢
市場拓展

陀飛輪為三大最複雜製表技術之一，目前全球只有少於25間手表廠
擁有陀飛輪技術。萬希泉鐘錶有限公司（下稱萬希泉）鐘表的誕生，
除了使陀飛輪技術不再是歐洲國家的專利，更將中華木雕文化推廣到
世界各地。

出生鐘表世家的沈慧林，於2011年7月創立萬希泉，現為該公司總經
理。「我自小受父親熏陶，鍾愛傳統中國木雕，故於美國學成回港後，
創立『萬希泉』品牌，既是香港首家僅出產陀飛輪手表的企業，更得以
巧妙地將傳統中國木雕的概念應用在鐘表上。」沈慧林坦言，萬希泉擁
有運作40年、一直以出口為主的自家機芯廠，不僅省卻貿易中介公司的
高昂費用，且可更直接與生產線溝通，妥善控制成本及品質。

注入本土元素 展現時尚
沈慧林強調，萬希泉的理念是在鐘表注入香港元素──中西文化交

融，並以吉祥雲紋理帶出時尚感。「我們具備多項優勢，包括高性價
比、機芯刻字、自家機芯、穩定性強、高頻率、品質控制佳、底夾板通
花、中西合璧、三年保養、飛行陀飛輪以及個性化。其中高性價比方
面，陀飛輪腕表價錢於瑞、德、美等地，動輒幾十萬至過百萬元，而我
們採用的零件材料，屬於歐洲頂級質素，但價格相宜；飛行陀飛輪方
面，我們取消固定橋板，提升視覺觀感，而生產一枚機芯平均需要六個
月的製造期、30名鐘表技師以及4,500個工序。」

展望將來，沈慧林期望帶領萬希泉將所得的回饋社會。「生於斯，長
於斯，我們對香港社會有一份熱情及責任感。公司自創辦以來，從未停
止參與慈善項目。我們相信用心貢獻，能創造更美好的社會。」

生產屬於香港的陀飛輪
科技應用

■陳偉強調，企業積極

履行社會責任，有助其

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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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受訪者最近3年購表情況

剖析本港鐘表業經驗
探索未來發展方向

為協助香港鐘表業提高競爭

力及品牌價值，香港鐘表業總

會聯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下

稱生產力局），合作編制《香

港鐘表業發展指南》，從營商

態度、科技應用和市場拓展三

方面，為鐘表廠商及零售店發

掘未來的發展方向及致勝關

鍵。香港鐘表業總會與生產力

局於8月22日舉行新書發布

會，除了介紹新書特色，亦邀

請業界人士分享經驗，交流成

功心得。

《 香 港 鐘 表 業 發 展 指 南 》新 書 發 布 會

■香港鐘表業總會永遠名譽會長孫秉樞博士（左3）、副主席兼項目統籌高鼎國（左5）、副主席張繼東（左2）、

黃麗嫦（左6）、生產力局總裁麥鄧碧儀（左4）及副總裁（企業創新）林廣成主持新書發布儀式。

■主禮嘉賓、演講嘉賓以及香

港鐘表業總會同仁合照。

■麥鄧碧儀透露，據生產力局的

鐘表業中小企調查，反映本港需

要更多自主研發的核心技術。

■孫秉樞博士認為，營商態度、

科技應用及市場拓展是推動業界

前進的三大方向。

■高鼎國指出，新書項目旨在鼓

勵香港鐘表業為未來定下新的發

展目標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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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電鍍污染物排放標準》表2與表3排放限值
污染物 表2排放限值 表3排放限值
總鉻 (mg/L) 1.0 0.5
六價鉻 (mg/L) 0.2 0.1
總鎳 (mg/L) 0.5 0.1
總鎘 (mg/L) 0.05 0.01
總銀 (mg/L) 0.3 0.1
總鉛 (mg/L) 0.2 0.1
總銅 (mg/L) 0.5 0.3
總鋅 (mg/L) 1.5 1.0
懸浮物 (mg/L) 50 30
化學需氧量 (mg/L) 80 50
氨氮 (mg/L) 15 8
總氮 (mg/L) 20 15
總磷 (mg/L) 1.0 0.5
總氰化物 (mg/L) 0.3 0.2

■萬希泉鐘表不但注入香港中西文化交融

的元素，並以吉祥雲紋理帶出時尚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