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家教創意突圍
電子業競爭大 買家習慣壓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創新電子產品市場發展迅速，有生

產商昨表示，行業競爭者如雨後春筍，要突圍而出，要從產品質量

着手。例如虛擬實境產品將減輕重量，擴闊景觀，提升影像清晰

度；而運動智能產品將追求精準的量度數據。環球資源電子組總裁

黃譚偉昨表示，環球經濟疲弱，買家已習慣壓價，創意成為生產商

最大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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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經營
OK便利店的利亞零售（0831）昨日公
佈截至2015年12月31日業績，錄得核
心經營溢利減少8.3%至1.62億元，包括
已終止經營業務的純利增加 31.5%至
1.59億元，主要由於出售廣州OK便利
店業務所得4,800萬元的一次性收益所
致。每股基本盈利21.12港仙。派末期股
息13港仙，另加特別股息6港仙。

去年核心經營溢利跌8.3%
展望未來，業績報告指香港市場租金
呈下調走勢，黃金地段及該集團大部分
店舖所在的二線地點亦出現跌勢。於今
年，集團計劃在更多地區開設店舖，以
受惠於較低租金，並在租金升幅預期更

為合理時續租。集團將繼續密切關注商
用物業市場發展，以期於2016年再度作
出更進取的店舖網絡擴充。
香港零售環境仍充滿挑戰，去年大部
分時間之經營成本及租金仍然高企。去
年內，OK便利店於香港減少1家店舖。
聖安娜餅屋於香港開設6家新店，但亦
有10家舊店結業。

港便利店營業額增4.7%
報告披露，期內營業額增至47.28億
元，同比增長4.3%。香港便利店業務營
業額為36.93億元，按年增加4.7%。營
業額增長主要由於可比較同店銷售額上
升，同比增長7.3%。聖安娜餅屋業務營
業額增長3.0%至10.81億元。

港租金下調 利亞擬增開店

香港文匯報訊 國泰航空（0293）昨
公佈與港龍航空今年2月份合併結算的
客、貨運量。數據顯示，2月份的載客
量較去年同期錄得增長，而貨物及郵件
運載量則見雙位數字跌幅。

載客量升2.7% 運載率跌
兩航空公司在2月份合共載客274.66

萬人次，較去年同期上升2.7%，乘客運
載率下跌2.5個百分點至82.4%。以可用
座位千米數計算的運力則上升8.6%。
兩航空公司上月運載的貨物及郵件合

共 11.73 萬公噸，較去年同期下跌
10.1%，而運載率為58%，下跌7.5個
百分點。以可用貨物及郵件噸千米數計
算的運力上升1.1%，而貨物及郵件收
入噸千米數的跌幅為10.4%。

國泰航空收益管理總經理黃瑋彤表
示，今年一月及二月份的客運數字未如
理想，客運量增長遠落後於運力的增
幅。農曆年期間客運需求殷切，特別是
區內旅遊熱點，惟月內其他時間需求遜
於預期。上述各項因素，以及外匯的波
動，均對收益率造成不利影響。

運力過剩 貨運收益率受壓
國泰航空貨運營業及市務總經理薩孟

凱指，農曆年假期間，內地的工廠停
產，令二月初的貨運需求急速下滑；假
期後工廠重開的貨運需求，與去年相比
大為遜色。此外，燃油價格持續下跌，
令市場上較舊的飛機亦可商業運作，導
致運力過剩，貨運收益率持續受壓。
國泰航空昨收報13.7元，跌1.012%。

香港航空4月起台北出發之商務艙航班將
推出與欣葉合作的全新餐單。欣葉於2011-2012年勇奪The Miele
Guide台灣最佳五大餐廳首位，並自2014年起連續兩年以地瓜稀飯、
三杯雞、潤餅等3道料理獲選CNN《來台必吃40道料理》菜式。

香港文匯報訊 最新調查報告顯示，今年
中國內地消費者對奢華品的需求依然強勁，
而香港奢華品市場整體需求萎縮，香港消費
者對於奢華品消費的態度比去年更謹慎。

旅遊仍是奢華消費類別首位
羅德公關與亞洲市場研究公司精確市場研究
中心昨日共同發佈的報告顯示，42%的內地消
費者今年計劃增加對各類奢華品的消費支出，
而香港的這一比例由去年的30%下降至25%。

對於內地和香港的消費者而言，旅遊仍是
排名第一的奢華消費類別。報告稱，53%的
內地消費者表示未來一年計劃增加奢華旅遊
方面的支出，較去年調查時50%有所上升，
這個結果向內地旅遊業釋放出積極信號，內
地遊客將進一步拉動境外奢華品消費市場的
增長。而香港消費者對於奢華旅遊的消費意
願再次呈下降態勢，今年該比例較上年下降
5%。
內地奢華品消費者每年平均國內旅行四

次，境外旅遊三次；香港消費者每年平均境
外旅行3.7次。日本、台灣和內地是香港消
費者首選旅遊目的地，內地奢華旅遊目的地
則以香港為首，其次是法國和日本。
該份中國奢華品報告的調研樣本來自內地

和香港的1,341名消費者，其中1,040名消費
者來自內地的120餘座城市，來自內地一、
二、三線城市的分別約佔三成、四成和三
成。內地受訪者的平均家庭年收入為83.4萬
元人民幣，香港則為95.7萬港元。

調查：內地奢華消費需求仍強勁

香港文匯報訊 匯豐私人銀行「企業本
質」（Essence of Enterprise）的國際調查顯
示，香港千禧世代企業家（35歲以下）相
信，企業發展的關鍵在於對社區和經濟發揮
正面的影響。有別於着重自力更生的年長一
代，本港千禧世代企業家之中有超過四分之
三（78%）表示，他們決定營商的一個重要
因素，是希望對經濟作出貢獻，另超過三分
之二（68%）表示，希望對社會帶來正面影
響。

港千禧代企業家逾半屬女性
調查指出，香港千禧世代企業家超過一半

（55%）是女性，相比之下，55歲以上女性
企業家僅33%。香港千禧世代企業家積極參
與平均三至四家企業的營運，僱用平均57名
員工。
調查顯示，本港千禧世代企業家之中超
過一半（57%）來自營商家庭，顯示個人

成長環境對於最終成為企業家可產生重大
影響。另外，千禧世代企業家更着重如何
造福社會。過去12個月，香港千禧世代企
業家之中有七成積極參與各類慈善活動，
當中很多人認為施比受更有福，而35歲以
上企業家之中有這種想法的佔62%。香港
千禧世代企業家超過一半（57%）早已制
訂明確的慈善策略，而年長企業家的相關
比例為44%。

視做生意為人際脈絡一部分
匯豐私人銀行北亞區業務聯席主管游靜儀

表示，千禧新世代的企業家正為創業精神帶
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些Y世代身上，企
業與社會、家庭緊密相連，意味着新一代把
自己的生意視為人際脈絡的一部分。因此，
無論是影響世界或賺錢，他們的熱情一樣高
漲，總之要為社區出一分力。
匯豐私人銀行「企業本質」報告訪問了超

過2,800名企業家，他們的資產介乎25萬美
元至2,000萬美元，遍佈香港、新加坡、中
國內地、美國、英國、德國及法國。

千禧世代企業家調查撮要
●本港和中國內地是千禧世代企業家

比例最高的亞洲市場

●本港千禧世代企業家逾半是女性，

反觀年長一代企業家當中只有三分之

一是女性

●本港千禧世代企業家之中有57%的

人來自營商家庭

●本港千禧世代企業家之中有七成積

極參與各類慈善活動

匯豐：港青年企業家重視造福社會

研發智能室內健身器材「Move it」的茄
子科技，其聯合創始人及首席執行官

何至宏昨接受訪問時表示，運動智能產品的
發展趨勢愈來愈精準，量度數據的傳感器會
愈來愈多。以其公司產品為例，就設有7種
傳感器，用以感應壓力、拉力、橫直距離
等，未來會增加更多傳感器。另外除顧及運
動效能，亦要增加用家的趣味體驗。

北美及內地最大市場
何至宏又指，北美及內地為其最大的目標

市場，前者市場發展成熟，消費者眾多，後
者市場潛力大，未來增長強勁。
深圳市虛擬現實科技代表Philip表示，其

產品「3Glasses」虛擬實境頭盔第二代讓用
家視野可達上下360度及左右360度，有如
人類的真實視野，且影像延遲約13微秒，貼
近實時。他指，未來產品的發展會從重量、
影像清晰度、連接便利程度等方面再作改
進。

市場發展方面，Philip指遊戲及電影是最
重要的板塊，其中最大的遊戲玩家市場在內
地，料內地玩家的增速將持續加快。

春電展設逾7500展位
環球資源2016春季展系列將於下月在亞洲

國際博覽館舉行，預計本屆展會將設有超過
7,500個展位。第一期電子展將於下月11日
至14日舉行，主題圍繞家用、辦公室、車載
電子、安防產品和電子零件。第二期的移動
電子展則於下月18至21日舉行，將展示最
新的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可穿戴產品及移
動電子配件。另外禮品及家居用品展，以及
時尚產品展將於下月中至月底舉行。

電子業發展趨勢
●整體產品—環球經濟疲弱，買家

習慣壓價，創意成為最大競爭力

●虛擬實境產品—重量減輕、景觀

擴闊、影像更清晰、連接方便、接近

實時

●運動智能產品/量度數據更精準，增

加傳感器，增加用家趣味體驗

製表：曾敏儀

國泰港龍上月客增貨跌

港航4月推台式新餐單

■何至宏示範公司研發智能室內健身器材
「Move it」。 曾敏儀 攝

■國泰航空收益
管理總經理黃瑋
彤表示，今年一
月及二月份的客
運數字未如理
想。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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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 鳳凰焦點關注
20:55 名言啟示錄
21:00 時事直通車
22:00 軍情觀察室
22:30 絲路文明
22:35 鳳凰全球連線
23:00 鏘鏘三人行
23:35 有報天天讀
00:00 鳳凰子夜快車
00:25 絲路文明
00:30 與夢想同行
00:35 全媒體大開講
01:50 金曲點播
01:55 魯豫有約: 說出你的故事
02:45 紀錄．大時代
03:15 金曲點播
03:25 軍情觀察室
04:00 名言啟示錄

06:45 生意之神-客主
08:00 乘著歌聲的愛情
08:45 秘密花園
09:45 海賊王
10:15 心情好的日子
11:30 生意之神-客主
12:45 拜金女王
13:45 乘著歌聲的愛情
14:30 心情好的日子
15:45 海賊王
16:15 乘著歌聲的愛情
17:00 秘密花園
18:00 生意之神-客主
19:15 乘著歌聲的愛情
20:00 乘著歌聲的愛情
20:45 火花裡
22:00 生意之神-客主
23:15 海賊王
23:45 火花裡
01:00 生意之神-客主
02:15 秘密花園
03:15 海賊王
03:45 火花裡
05:00 乘著歌聲的愛情
05:45 拜金女王

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06:00 朝聞天下
08:33 生活早參考
09:08 天天飲食
09:26 電視劇
10:15 電視劇
11:08 電視劇
12:00 新聞30分
12:35 今日說法
13:13 電視劇
14:04 電視劇
15:41 電視劇
16:30 生活提示
16:42 第一動畫樂園
18:59 新聞聯播
19:33 天氣預報
19:39 焦點訪談
20:04 前情提要
20:06 電視劇
20:59 前情提要
21:02 電視劇
21:59 晚間新聞
22:37 尋寶
23:36 電視劇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06:30 今日亞洲
07:00 中國新聞
07:30 今日關注
08:00 中國新聞
09:00 天涯共此時
09:45 中文國際(亞洲) 時段導視
09:50 天天飲食(海外版)
10:00 中國新聞
10:10 中文國際(亞洲) 時段導視
10:13 遠方的家
10:58 中文國際(亞洲) 時段導視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11:25 中文國際(亞洲) 時段導視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3:00 華人世界
13:30 走遍中國
14:00 中國新聞
14:10 中文國際(亞洲) 時段導視
14:15 電視劇：馬向陽下鄉記
17:12 中文國際(亞洲) 時段導視
17:15 遠方的家
18:00 中國新聞
18:15 中國文藝
18:45 國寶檔案
19:00 中國新聞
19:30 今日亞洲
20:00 走遍中國
20:30 海峽兩岸
21:00 中國新聞
21:30 今日關注
22:00 中華醫藥
22:45 華人世界
23:15 遠方的家
24:00 中國文藝
24:30 電視劇：馬向陽下鄉記
02:00 新聞聯播（B版）
02:30 走遍中國
03:00 中國新聞
03:10 電視劇：馬向陽下鄉記
03:55 中文國際(亞洲) 時段導視
04:00 中國新聞
05:00 電視劇：馬向陽下鄉記
05:45 全球華人資訊

J5台 J2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