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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通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富通集團）是中國民營 500 強、中國製造業 500 強、
國家重點高科技企業及國家創新型企業，也是中國光通信產業的領軍企業和中國光
纖預製棒技術標準的制訂者。為尋求海外商機，富通於 2001 年來港，2007 年正式
在港成立富通集團（香港）有限公司（下稱：富通香港公司)，並成為目前香港唯一
一家從事光纖生產的企業。富通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富通集團（香港）有限公司總
裁何興富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目前，富通香港公司已不僅是集團尋求國際商機的
橋頭堡，更是富通集團國際運營中心。

走出去 尋求全新增長點

■富通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富通集團
（香港）有限公司總裁何興富。

來港設點的構想源於富通集團管理層靈敏的市場觸覺及國際化戰略的高瞻
遠矚。「2001 年，中國加入 WTO，企業面臨國際化戰略的思考，而我們從
事的光通信行業又初現泡沫危機。如何克服原創性技術研發周期過長；如何
轉變經營增長方式，提高企業競爭力；如何開拓國際市場和國際合作，為企
業尋求新的增長點是當時面臨的幾大難題。」於是，曾任職法國阿爾卡特
（Alcatel）中國有限公司上海代表處、了解國際市場運作的何興富向富通集
團提出了「走出去」，來到香港這個「橋頭堡」尋找國際商機的建議。
何興富表示，當時香港辦事處的主要職能是收集、掌握海外相關訊息和市
場動態，建立海外聯繫和商業渠道，並以集團為依託，主要從事國際採購和
產品出口業務。同時，它亦負責尋求項目合作夥伴，搭建國內產業尋求技
術、資本合作平台。「現在看來，香港的平台作用遠遠超過預期。」何興富
肯定地說。

■高科橋工廠大廈

香港製造 贏得國際競爭力
在投資推廣署的幫助下，剛來港不久的富通集團便對接上了香港唯一一家高科技光纖製造企業，並
於 2003 年 9 月收購了位於大埔工業村的高科橋光通信有限公司（下稱：高科橋）。「經常有人問我，
香港的製造業都搬到內地了，你們由內地來港的企業為什麼還在香港從事光纖生產？」面對這樣的疑
問，何興富笑笑說，「我們很幸運地趕上了CEPA政策。」自由港進出口免稅的政策，本地高效率、高
素質的員工隊伍，完善的法治等優勢已遠超過香港人工成本較高的不足。最重要的是，「香港製造」
的品質保證不僅有利於產品返銷內地，同時也令富通集團在國際市場上更具優勢。

橋頭堡試練
富通集團誓做世界領先
試練成功 引世界龍頭強強聯合

下堅實基礎。今年年初，香港高科橋進行了擴產項目，使光纖生產規模增加近一倍，預

「通過和香港本地公司合作，管理這樣一家在香港生產高科技產品的企業，我們也能
從中獲得國際化管理經驗，提升國際化生產和營銷能力。」憑藉香港高科橋的良好經
營，富通集團成功獲得與國際龍頭合資合作的機會。2009 年起，富通集團與世界 500 強
企業——日本住友電氣工業株式會社強強聯合，在內地的光通信事業全面合資合作，香
港高科橋亦成為富通集團與住友電工的合資企業之一。
2014年，富通集團光纖、光纜業務的市場份額位列全球第二位，集團總營業收入（含
海外）300.9 億人民幣。隨業務發展的不斷壯大，富通集團已將富通香港公司提升為
富通集團（香港）管理總部，為實現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綜合線纜企業集團的目標打

策，集團在東南亞亦有新建工廠，以及富通集團（泰國）工廠的擴產計劃。何興富表

■高科橋工廠2號潔凈生產車間

計完成擴產後，年營業收入可達 3 億港幣。另外，為響應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政
示，經過14年在港的成功經驗，他對在港投資及集團的未來發展充滿信心，並透露有在
港上市的想法。
在採訪結束前，他特別感謝投資推廣署對於富通集團在業務拓展及商機開發方面所提
供的幫助，包括組織、邀請參加一系列商務活動，為其在港平台發展奠下良好基礎。來
港後，投資推廣署亦與富通香港公司建立互動交流機制，定期交流、交換意見，幫助企
業發展業務、尋找商機。

■高科橋工廠4號潔凈檢測車間

助企業把握先機
助企業把握先
機 進駐香港發展業務
戶順利開業；開業階段—為企業在港開業或拓展時免費提供公關宣傳支援；擴展
階段—在企業拓展在港業務的過程中提供持續支援，包括提供業界和商界的聯誼
機會、協助企業進行商業配對，並且提供有關研究和發展津貼及政府政策和資助
方面的諮詢。投資推廣署在內地設有五個辦事處，分別位於北京、上海、廣州、
成都和武漢，為內地企業提供多元化的服務。

地址： 香港中環紅棉路8號東昌大廈25樓
電話：（852）3107 1000
傳真：（852）3107 9007
網站： www.investhk.gov.hk
電郵： enq@investhk.gov.hk

港機場客運量列全球十大
貨運量起降量同創新高 機管局：處理量將飽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香港機場管理局昨公布 2014 至 2015
財政年度「成績表」，香港國際機場的客貨運量及飛機起降量再創新
高，其中客運量破紀錄達 6,470 萬人次，上升 6.6%，令香港國際機場
躋身全球十大最繁忙客運機場之列；貨運量亦增 5.5%，連續第五年成
為全球最繁忙的貨運機場。機管局行政總裁林天福預期，機場處理量
即將達到飽和，故須繼續發展機場以維持競爭力，其中中場範圍發展
項目將於今年底完成，屆時年處理客運量將增加 1,000 萬人次，並額外
提供 48 個新停機位。
港機場管理局昨日公布 2014 至 2015 財
香政年度業績，香港國際機場的客運量

破紀錄，位列全球十大；貨運量亦連續第五
年成為全球最繁忙的貨運機場。飛機起降量
為39.6萬架次，上升4.9%。機管局又指，機
場海天客運碼頭往來澳門及珠江三角洲 8 個
快船口岸的跨境客運量亦創新高，達 280 萬
人次，較上年度升5.3%。使用轎車、跨境口
岸快線及客車服務往來機場與珠三角其他地
點的旅客逾 200 萬人次，較 2013/14 年度增
加 1.5%。
截至今年 3 月底，在香港國際機場營運的
航空公司超過 100 家，共連繫全球約 180 個
航點，包括有 4 間航空公司新加盟，並新增
了 7 個定期客運及貨運航班目的地，包括卡
爾加里、常州、鹿兒島、烏隆他尼、華盛

頓、西雙版納及義烏。

收益逾 163 億元 升 10.5%
而 機 管 局 於 2014 至 2015 年 度 的 收 益
163.67 億元，較上年度增長 10.5%，主要由
於客運量和飛機起降量上升、旅客保安費調
升，以及零售表現強勁所致。而計算折舊和
攤銷前的營運費用則增加 3.7%至 50.53 億港
元，主要因通脹壓力和航空交通量增長強勁
所致。
計算利息、稅項、折舊和攤銷前溢利為
113.14 億港元，較上年度增加 13.8%。權益
股東應佔溢利則為 72.54 億元，較上年度上
升12.4%。
機管局於 2013 至 2014 年度曾派發末期股
息53億元，但因保留資金為三跑道系統計劃

■香港國際機場在2014年至2015年財政年度客運量，錄得逾6,400萬人次，躋身全球十大
最繁忙客運機場之列。
資料圖片
融資，機管局今次不會派發股息。

「中場」年底開 客量料增千萬
機管局行政總裁林天福表示，現時機場的
處理量已達到容量逾 90%，預期即將達到飽
和，故須繼續發展機場，以維持其競爭力，
包括已全面投入運作、設有28個停機位的西
停機坪擴建項目，而中場範圍發展項目預計

於2015年底完成，屆時機場每年可處理的客
運量將增加 1,000 萬人次，並可額外提供 48
個新停機位。
林天福又指，機管局會繼續加強機場服
務，如透過提升預辦登機服務，擴大腹地市
場，並應付珠三角不斷增長的航空服務需
求。機場亦正作好準備，抓緊港珠澳大橋啟
用所帶來的商機。

年處理 12 億郵件 港去年失件減逾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郵政去年共
遺失逾 7,000 封郵件，較前年減少逾 1 萬封，涉
及賠償金額逾 200 萬元。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強
調，香港郵政每年處理約 12 億件郵件，絕大部
分獲穩妥處理，僅極小量郵件因遺失而需作賠
償。
在有關寄往外地郵件的賠償個案當中，逾九成
由目的地郵政機關或郵件付運商承擔責任及支付
賠償，並非由香港郵政支付；加上郵件賠償申請
由部門內慣常處理郵件查詢的人員處理，因此處
理賠償申請並沒對香港郵政的財政狀況構成太大
影響。
商經局昨回覆立法會議員的書面質詢時稱，去

年共遺失 37 封本地郵件、7,357 封寄往外地的郵
件，涉及賠償金額達209.5萬元。

商經局：賠償設審查防濫用
局方指，香港郵政根據萬國郵政聯盟的規定處
理郵件賠償，並訂明審批程序，確保賠償申請必
須有充分理據及佐證文件，才會獲得批准：而有
關寄往外地郵件的賠償申請，香港郵政於審批過
程中會視乎個案的具體情況，向目的地的郵政機
關尋求協助。當局亦已就賠償個案的審批制定稽
查安排，防止賠償機制被濫用。
被問及當局有否調查香港郵政的管理層，在接
獲索償個案有可疑的報告後卻沒採取跟進行動，

是否涉及有管理人員與騙徒裏應外合、疏忽職守
或監管不力。商經局指不會評論個別個案，但強
調若發現有部門人員疏忽職守，會按既定內部程
序處理；若任何賠償申請懷疑涉及不法行為，會
轉介執法機關跟進。
局方重申，香港郵政一向重建立一支專業能
幹的工作團隊，以便部門能迅速回應不斷變化的
業務環境，繼續提供優質服務，香港郵政亦設有
職員訓練中心，每年制定培訓及發展計劃，為經
理級及前線人員提供多元化培訓課程；部門亦會
透過簡報會及個案分享等，讓人員更好掌握相關
工作知識及技巧，以便更有效地執行職務，切合
顧客期望及部門業務運作需要。

「三跑」工程冀明年起動

香港投資推廣署專責協助海外和內地企業在香港開業和擴展業務，在客戶來港
發展的各個階段，免費提供量身訂造的支援服務，過程一概保密。服務包括：策
劃階段—提供有關香港營商環境資訊，當中包括個別行業的最新商機、成本模式
參考、開業程序和最新法規和條例，並且安排實地考察和會見有關機構；成立階
段—介紹商業服務供應商、安排聯絡相關政府部門、辦公室選址諮詢，以協助客

投資推廣署總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
繼盛）機管局昨日發表
2014 至 2015 年度業績，雖
然權益股東應佔溢利達
72.54 億港元，但因保留資
金為三跑道系統計劃融資，
故今次未有派發股息。而年
報內有關「三跑」的內容亦
佔不少篇幅。機管局行政總
裁林天福期望，「三跑」工
程可於 2016 年展開，並用 8
年時間完成。機管局亦會積
極探討有利早日落實三跑道
系統計劃的方法。
剛卸任機管局主席的羅康
瑞在年報中表示，由於航空
服務需求非常殷切，機場現
有的雙跑道系統將於未來一
年或兩年內達到飽和。
羅指出，亞太區多個機場
正積極擴建設施及基礎建
設，以應付不斷增長的航空
交通需求。香港國際機場必
須提高運力，否則香港整體
競爭力會被削弱，作為全球
及區域航空樞紐的地位亦會
受損。機場容量限制問題亦
可能影響機場支持香港四大
支柱產業的能力。
機管局行政總裁林天福則
形容，「三跑」對香港的未來發展至
為重要，不但會帶來新商機及創造數
以十萬計的就業機會，並有助促進經
濟發展，以及鞏固機場的國際航空樞
紐地位。他希望可於 2016 年展開「三
跑」工程，並用8年時間完成計劃。年
報又稱，機管局亦會積極探討有利早
日落實三跑道系統計劃的方法。

七一加一秒「閏一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7月1日（下周三）上午8時前，香港時
間將撥慢一秒。天文台昨日表示，本港時間在7 月 1 日上午7 時 59 分 59
秒和8時正之間加上一「閏秒」，由於香港標準時間為協調世界時間加
8 小時，因此香港標準時間會同時撥慢一秒。天文台建議資訊科技、電
訊、運輸業界考慮測試及調整系統，確保系統在加入「閏秒」期間及
之後能正常運作。
現時國際所採用的民用時間「協調世界時」，是以原子鐘內的原子
振動頻率為依據的時間標準，穩定且均勻，另一個常用時標則是根據
地球自轉而釐定的天文時標。
天文台稱，由於大氣運動及其他地球的物理現象，地球自轉速度逐
漸減慢，故現時天文時標定義的一秒，較標準原子鐘定義的一秒稍
長，因此自 1972 年，每隔數年便需引進「閏秒」，使天文時標和協調
世界時的差距保持少於0.9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