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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內
地手機市場今年增長強勁，小米、華
為等手機生產商出機量更直追智能手
機巨頭三星及蘋果。為上述手機廠提

供微型零件解決方案的供應商瑞聲科技(2018)，其
執行董事莫祖權日前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公司正
受惠於手機廠之間的競爭，因為廠商要突圍而出，
必須提升其手機規格。

內地減補貼 手機商攻規格
莫祖權指出，自內地電訊商減少對手機的補貼

後，一般人選擇手機時再非因其補貼，轉為注重手
機本身的規格及設計。這令到手機廠商需要花更多
心思在手機設計及規格提升上，從而促進其對高階
微型零件的需求。他指出，內地客戶佔公司收入的

比例不斷上升，現時內地新進手機廠商如小米、華
為及錘子都是瑞聲的客戶，預計本年度佔比將由去
年15%升至20%。
莫祖權表示，公司並不太在意市佔率，所以不會

以低價搶客，而是希望以自身的技術吸引客戶。他
舉例指，公司與錘子手機的合作一開始時並不介意
收入較少，反而更着重雙方在科研上的合作，達至
雙贏。對於未來的科技走向，莫祖權提到，現時穿
戴式的智能產品便是未來的科技走向，甚至可以為
智能手機帶來新的出路。

三星減款 對瑞聲利大於弊
現時瑞聲首5大客戶佔公司收入近8成，當中首3

大廠商蘋果、三星、小米等便佔72%收入。莫祖權
形容，蘋果仍然企穩高階手機的第一把手，而三星

明年雖減少生產的手機型號，但仍有一定銷售網
絡，而小米則在本年搶盡風頭。對於三星明年減少
手機款式，莫祖權認為正面影響大於負面，減少手
機款式可令到生產更集中，取得規模效應，有助節
省成本。
公司對未來手機市場感樂觀，今後將繼續每年投

放6%至7%的銷售額作科研開支，集中發展非聲學
裝置，如震動馬達、手機天線及光學科技等。在非
聲學的銷售方面，今年底有望達到佔總收入15%的
目標，明年的目標將調升至20%。

基礎建設開支維持佔25%
在資本開支方面，莫祖權表示，明年基礎建設開

支將繼續維持在20%至25%左右。他指出，現時公
司並沒有併購的對象，所以沒有龐大的資本開支。

瑞聲受惠手機鬥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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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聲科技執行董事莫祖權表示，內地客戶佔公司收入的比例不斷
上升。 記者張偉民 攝

李凱榮回憶起，這個絕地反擊的故事源
於保險銷售員，這是李氏的第一份工

作，但上班一周後卻草草離場。他解釋保
險銷售員每天均要準時上班，卻沒有下班
時間，使他感到乏味。

不甘打工廣州開首店
爾後有朋友推薦李氏到廣州廣告界發

展，雖然每月薪金只有500元，但在嘗試後
確信創作事業是適合他的，並隨着廣告走
遍內地各省各市。不過，升任至一家公司
美術總監的他有一天突然反思，每天在為
他人做廣告，效益如何是無法得知，難以
證明自己的能力，因而萌生起「我要做老
闆」的念頭，目標是開港式小食店，並在
廣州開了自己第一家的港式小食店「Wow-
Woo」。
雖然一顆創業心旺盛，但一個港青隻身

北上創業，加上港式小食在內地可謂質素
參差，李凱榮苦思突破之道。他深信食物
必須有原汁原味的「香港味」，所以當初
不斷嘗試，上網尋找配方再加以改良，花
三星期時間便發明了自家的流心雞蛋仔。
配料方面亦不能馬虎，李氏堅持港式風

味，不論是醬料、原材料，全部都是李凱
榮擔當苦力運到內地，即使相同的原材
料，李氏也堅持要從香港進口。

招募加盟店加速擴張
開業初期企業均會面對發展上的問題，

不論是資金抑或規模上，李凱榮當時靈光
一閃，決定開設加盟店，既可為店舖帶來
穩定收入，亦可透過擴展網絡而達致宣傳
效果，收取的加盟費從最初4萬元以至現時
的8萬元不等。及後WowWoo迅速發展，
踏出廣州，最後加盟店網絡甚至遠至雲
南。
開店兩年計及加盟店已於全國擁有13

間的網絡，更吸引多家創投基金注資，
李凱榮說現時已不再擔心資金問題，故
選擇合作對象也着重對方能提供什麼。
比方說，在這兩年期間他認識了一名世
叔伯莊先生，同樣是香港人的他原來從
事食品製作，在店舖網絡日新而人手搬
運食物已不可行的情況下，他們可算是
相逢恨晚。

明年目標增100分店
從此，WowWoo的補給線得以鞏固，而

莊先生察覺李凱榮年青有為，遂介紹李給
多名同業認識，藉此商談入股注資，並舉
辦多場推廣會，務求加快WowWoo的發
展。李凱榮更豪言，是次合作雙方計劃於
2015年新增100間分店，目標將WowWoo
搬上中國一級連鎖食店的舞台。

年半開13店

會考2分謀出路 北上打天下

港青港式小食港青港式小食
網絡流傳一句說

話「命運給你一個

比別人低的起點，

是想告訴你，讓你用你的一生

去奮鬥出一個絕地反擊的故

事」，會考2分的李凱榮就正

是一個絕地反擊的故事，18歲

副學士畢業後毅然北上，七年

後的2013年決定集資10萬元

開設港式小食店，一年半間已

在內地5個城市共開有13間分

店，獅子山下的故事依然，只

是地點在內地。

■圖文：記者 陳堡明

與所有創業者一樣，身處異
鄉的李凱榮之創業路不是一帆
風順，尤其是資金問題，即使
內地物價低廉，但經營生意什
麼都是錢。他不諱言指，自己

銀行戶口曾長時間不足100元，甚至
不足10元，開業九個月蝕足九個月。
面對嚴峻困難，李凱榮發揮廣告出

身的本領，為小食店發明自家品牌，
自創「黑熊」作代言人，定期於微博
及微信上傳漫畫或貼紙，將品牌效應
發揮至最大。他笑言：「雖然Wow-
Woo還未能於全國開店，但黑熊已率
先全國聞名」。
談及黑熊的創作靈感時，活力充沛的

李凱榮鮮有展現出感性的一面。他直言
黑熊是仿照他前度女友創作，還原度極
高，而且店裡提供的大部分食物都是前
女友所喜歡的。雖然她已成為別人的太
太，但看着食物總算留個紀念。

顧客心態「平嘢冇好嘢」
在經營上，李凱榮還發現客人普遍有

「平嘢冇好嘢」的心態，即是當將小食
以廉價出售，卻不停受客人批評，但將
價格提高後，小食店卻從此座無虛席。
李凱榮解釋稱，內地食客認為價錢高必
然等於美味，每個人都讚好的情況下，
更為WowWoo贏得大量口碑。
成功打響招牌，但對公司的資金周

轉未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因此李凱榮
決定開設加盟店。不過，世事總不會
如此完美，解決資金問題後，旗下8
間加盟店卻帶來更多問題，甚至影響
商譽，使李氏懊惱不已。

提防加盟店殺雞取卵
李凱榮舉例指，部分內地加盟者太

過短視，比方說若加盟店首月賺1.5
萬元，第二個月便應該要賺2萬元、
第三個月賺2.5萬元、第四個月賺3萬
元，如此類推。因為客人數量不會無
緣無故大幅轉變，有加盟商為求賺得
更多，先從削減成本入手，最糟是拒
絕再向他們購入食材，自行到淘寶尋
找次貨代替，令產品質素直線下降，
最終盈利倒跌至只剩數千元，殺雞取
卵之餘，更「玩死自己累街坊」。除
更換食材供應商，亦有人選擇從水電
入手，一天只做兩小時生意，削減成
本方法可謂五花八門。
難以對加盟商進行統一管理，正是

李凱榮面對的最大問題。不過，該問
題無損WowWoo的吸引力，李凱榮
豪言現時仍有100個後備加盟商，待
時機成熟會全部批出去。

正當本港青年慨嘆創業艱難，
李凱榮跳出香港走進內地，短短
兩年間，從十萬元起家，現時已
是一間估值上千萬元的連鎖小食
店。對於會否回流香港，李凱榮

坦言於本港創業艱難，不論租金、薪
金及食材成本均高得難以負擔，相反
於內地創業十分容易，稱要在香港創
業猶如「在香港等一世」。
既然北上創業如李氏般所言容

易，在他眼中內地創業的成功之道
又是什麼呢？李凱榮說：「現時的
內地就像三十年前的香港一樣，只
要將三十年前香港的成功之道搬來
就行了。」在之後的訪問中，李氏
亦不停重複上述觀點，他解釋因內
地經濟正處於起飛階段，情況猶如
三十年前的香港。

「錢搵錢」不如「橋搵錢」
大環境適合中小企生存當然重要，

而創業家自身素質亦十分重要，他自
己的成功之道是靠「諗頭」，他直言

「很多人以為『錢搵錢』是好方法，
其實更好的是『橋搵錢』，只有『橋
搵錢』的生意才能長久發展，不論是
本港抑或內地也是商機處處，只是香
港入門門檻十分高。」

內地夥拍本地人省麻煩
不過，港人於內地創業也非輕而易

舉，李凱榮指不論法制以至文化方面
都有一定的適應期，由於港人所開設
的企業會被視為外企，所以不論稅收
以至公司註冊上，亦比內地人困難得
多，並需往多個部門申請，所以他最
終選擇與內地人合作，以節省過程中
手續。
內地部門結構錯綜複雜也屬罕見，

李凱榮親歷其境，苦訴着「一間舖要
四個牌照許可，並分四個部門管理，
不過各個部門的收費及流程均不會公
開，很多時視心情甚至你有沒有『關
係』而定。」他表示，曾經受到監管
部門查舖時指不能發牌，但又不能提
供解決辦法，令李氏為之氣結。

自創「黑熊」代言響頭炮

香港樣樣貴創業「等一世」
經
驗
之
談

■WowWoo以「黑熊」作代言人，
定期於微博及微信上傳漫畫或貼紙。

■李凱榮認為，創業成功之道是靠「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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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wWoo
地王商場店營運數據

項目 每月金額(元人民幣)
租金 44,000
裝修 12,500（攤開12個月計）
員工 15,000 (6位員工)
原材料 約46,000
雜費 約1,000
營業額 約220,000
每月利潤 約101,500

■WowWoo食品使用的醬料及原材料，
全部從香港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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