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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經過

44歲

1997年 畢業於香港大學電子電機工程專業

已婚，育有兩子女

1997年 任職IT公司備份業務工程師

2008年 創立Bizconline limited，為客戶備份電腦資料，定期演練查系統漏洞

2013年 成為容災審計師，幫助客戶全面掌握電腦系統運行狀況

2014年 進軍內地市場，註冊成立前海雲端容災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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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可以死而復生，電腦卻可以，我們

所做的就是幫助電腦復活。」今年44歲的前

海雲端容災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創辦人李德

豪，專注IT容災業務已有20年。如果不是因

為8年前執着創業，香港大學博士畢業的他應

該是一個大公司的工程師，有着穩定的收

入。然而他選擇了創業並進軍內地市場，給

自己一個未知未來的同時，也給了自己一個

更大的舞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花

去年，前海雲端容災信息技術有限
公司的技術獲得了深圳市政府舉

辦的創新創業大賽金獎，獲得60萬元
(人民幣，下同)創業獎金。加上前海自
貿區對港人創業項目的優惠措施吸
引，李德豪將公司落戶在前海。目前
公司已經獲得了天使輪投資500萬元，
這也是他進軍內地市場以來達成的第
一份長期協議。

獲佛山市政府扶持
李德豪於2008年在香港創業，創業
後一直留意着內地市場，然而從2014
年開始進入內地市場時，他卻曾為此
付出沉重代價，3年兜兜轉轉後才站穩
腳跟。
初次進軍內地市場時，第一次給予
李德豪機會的是佛山市政府。當時公
司所持有的技術專利獲得了佛山市的
高新技術創新創業獎金，佛山市政府
給予公司400萬元支持，為眾多公共性
互聯網項目做容災，包括南雄市信息
網絡中心，佛山市志願者服務網等。

中小企談合作遇冷
然而，當時初嘗甜頭的李德豪隨即
遭遇挫折。因為內地許多中小企業並
不重視容災備份，以及害怕洩露隱私
信息，所以中小企業市場遲遲無法打

開。而與大企業談合作時，許多企業
都已有固定的合作夥伴，並未接受剛
剛進入內地、規模尚小的前海雲端容
災公司。所以在隨後的市場推廣中，
李德豪處處碰壁。
經過兩年時間的摸索，李德豪找到

了自己在內地市場發展的「壁壘」，
就是以香港人為主體的創業團隊對內
地市場的了解並不足夠。「走這麼多
彎路，只能說是為自己並不了解的領
域交學費。」

找盲公竹少走彎路
創業轉機出現在今年3月份，李德豪

在南京一次交流會上認識了南京壹進
制公司。該公司的核心產品、業務都
與前海雲端容災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相
近，唯一不同的是，這家公司的團隊
成員完全來自內地，在江蘇市場獨佔
鰲頭。經過幾次接洽，李德豪決定與
壹進制公司合作，打開內地市場。隨
後壹進制公司為前海雲端容災公司注
資500萬元作為前期投資。目前雙方合
作與武漢、北京的多家公司接洽，形
成了意向合作。
經過了多重彎路的他，面對後來創

業者時誠懇說道，「我希望未來港人
北上創業能夠盡快找到內地合作夥
伴，避免我這麼多兜兜轉轉。」

1997年，李德豪從香港大學電子電機
工程專業畢業後，正式開始了自己「IT
復活師」的職業生涯。當時電腦辦公雖然
在港普及，但是所有的企業備份數據資料
都還是停留在使用磁帶業務的時期。公司
每天使用大量磁帶備份的數據，雖然經過
精心保存，但在需要數據恢復的時候錯誤
率仍達30%。
「磁帶恢復時數據丟失無法避免，所以

我發誓要想辦法解決這個技術難題。」他
發現，電腦寫數據時既然能夠寫一份，就
可以寫兩份，所以建議公司直接將電腦資
料寫到兩個硬盤中，其中一份使用，另一
份備份，避免了使用磁帶所可能出現的錯
誤率。
為幫助公司在備份外包業務中做得更專

業，李德豪不斷改進技術，最終公司已經
能夠實現自動幫助客戶的電腦演練並從中
發現漏洞再自行恢復，令其成為全港備份
外包業務最專業的公司之一，成熟的技術
為李德豪贏得了業界口碑。

創立公司攻防災備份
2008年李德豪決定自己開公司，成立
了Bizcon Solutions Limited。他決定利用
自己發明的技術專利，做最專業的防災備
份業務。這也是全港最早專注於這一領域
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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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已經44歲的李德豪，創業至今已有
8年時間，在初創業時期曾經賣掉自己於香
港將軍澳的房子，套200萬港元幫助公司
渡過了最艱難的時期。

賣房救公司 妻子埋怨
對此，妻子亦曾對他有過埋怨。惟面對家

人和周圍朋友的質疑，他從沒有動搖自己創
業的信心和決心，以更加堅定的步伐走下

去。時至今日，公司盈利資金全數用於公
司，賣掉的房子仍然未有重新買回來，但是
李德豪從未遺憾過這一點。「我從來不擔心
將來沒有機會為家人再買房，因為我對自己
的產品和技術擁有足夠的信心。不怕輸才能
贏，未來我能贏得更多。」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還要再堅持創業。我

從沒想過為什麼，就是對我自己一手研發出
來的產品有足夠的信心。容災是大家都需要

的，未來的幾年，所有人都會感覺到我們的
價值。」

低潮期身兼數職渡難關
為了渡過艱難時期，李德豪亦曾身兼數

職，未有想過放棄。「『到底要不要創業』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想法，我能保證我這次
創業就一定成功嗎？顯然不能，但我願意去
經歷它。」

不怕輸才能贏 有自信就堅持人生感悟人生感悟

■■香港大學博士的李德香港大學博士的李德
豪毅然選擇創業並進軍豪毅然選擇創業並進軍
內地市場內地市場。。 何花何花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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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布力論壇8月下旬西安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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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陽波 西安報道）8月3日，亞布力論壇創始人田源在西安舉行的新聞發佈

會上宣佈，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2016年夏季峰會將於8月24日至26日在西安舉行。屆時將有

600多位知名企業家、學者和政府官員匯聚一起，縱論「大歷史中的中國經濟」。據悉，在本次高

峰會期間，還將舉行以「滬港通」和「深港通」為主題的股市論壇，邀請海內外業界精英進行深層

次的對話和探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顧大鵬）河
北省曹妃甸港礦石碼頭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礦石碼頭）調度劉偉近日接
受本報採訪時透露，截至7月底止，
該碼頭的5泊6泊接貨20艘，今年1
月至7月份接貨140艘，平了去年同

期的鐵礦石吞吐量。據他介紹，香港
繁榮號近日第一次在5泊靠港，不過
與香港籍船舶打交道，始於曹妃甸
2005年12月1日開港載試，至今已經
有10多年的經歷。僅2015年，礦石
碼頭靠泊香港籍船舶有44艘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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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科技創新生態產業園啟動

據介紹，本屆高峰會以「大歷史中的中
國經濟」為主題，除了互聯網、共享

經濟、大健康、創新創業、人工智能、教
育、公司治理等熱點議題外，還將重點探討
「一帶一路」、「經濟全球化」等與國家戰
略密切相關的議題。
此外，在本屆高峰會閉幕式上，還將發佈
2016亞布力中國企業家信心指數（上半年）。
據悉，亞布力論壇每年都會發佈中國企

業家發展信心指數（信心指數得分超過50
為相對樂觀，低於50為相對悲觀）。2015
年下半年企業家發展信心總指數為50.27。

冀企業間催生更多有價值合作
亞布力論壇創始人田源在發佈會上表示，
中國是個新崛起的經濟大國，但在世界經濟
的歷史版圖中，中國曾長期佔據重要位置。
此次夏峰會希望通過塑造這一大歷史觀，昭示
中國經濟的未來，給暫時下行中的中國經濟更多

啟示，消除對短期困難的疑慮，堅定信念。
他同時指出，每年的亞布力論壇都會匯集

全國最優秀的精英人才，對中國經濟及企業
發展進行360度掃描，催生了很多有價值的
合作。也對很多企業家未來的事業發展和企
業戰略的制定，帶來很多很好的啟發。
據了解，本次高峰會期間，將有100位

VIP企業家參與演講和對話。包括亞布力中
國企業家論壇名譽主席劉明康、香港恒隆地
產董事長陳啟宗、聯想集團董事長楊元慶、
百度公司董事長李彥宏、網易公司董事局主
席丁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集團行
政總裁李小加，以及陝西籍知名經濟學家張
維迎等。

■ 亞 布 力
中國企業家
論壇在西安
舉行新聞發
佈 會 。
李陽波 攝

河北礦石碼頭首7月接船140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前海管理局保稅港管理處跨境電商
事業部政研總監李暉，日前在「前海跨
境電商最新政策解讀及運用」講座上表
示，前海管理局正在起草《前海深港現
代服務業合作區跨境電子商務發展專項
扶持資金申報指南》，將根據跨境電商
實際業務量的貢獻對其給予獎勵，並引
導企業積極參與前海跨境電商重點項目

建設，扶持資金總盤子預計接近1億元人
民幣。
李暉表示，前海目前正在推進兩大服

務平台建設。其中，通關服務平台已與
海關、國檢、稅務系統聯通，正與海關
總署統一版系統聯通，對接三單數據並
交由監管部門系統審核，平台致力於建
設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的跨
境電子商務「單一窗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記
者從浙江舟山國家遠洋漁業基地了
解到，由於去年南美洲發生了本世
紀以來最大規模的厄爾尼諾現象，
海水溫度異常，北太魷魚的減產現
象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就已出現，同
比最多下降了九成。同時，西南大
西洋、東南太平洋的魷魚產量也在
迅速下滑。
魷魚產量大減導致今年魷魚價格

起碼比去年同期增長50%以上。據

了解，像阿根廷魷魚，去年的平均
價大概是每噸 8,600 元人民幣(下
同)，而今年它的價格已經漲到每噸
15,400元。
浙江舟山遠洋漁業發達，尤其在

魷釣行業，全市共有 312 艘魷釣
船。據統計，去年舟山遠洋漁業捕
撈量達 47.85 萬噸左右，佔全國總
量的 22%，其中有 43.68 萬噸為魷
魚產量，佔全國魷魚產量的60%以
上。

產量大減 魷魚價漲逾50%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胡臥龍
山東報道）記者從山東省政府新聞
辦新聞發佈會上獲悉，今年上半
年，該省新登記市場主體 65.5 萬
戶，同比增長24.2%，比全國平均
增幅高出11.0個百分點。其中，民
營經濟成為發展主力，佔到新登記
市場主體的99%。此外，農民專業
合作社數量仍居全國各省市區首
位。

據山東省工商局副局長、新聞發
言人田治穎介紹，1月至6月份，山
東新登記市場主體65.5萬戶，同比
增 長 24.2% ， 新 登 記 註 冊 資 本
（金）1.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同比增長94.1%。目前該省實有市
場 主 體 654.3 萬 戶 ， 註 冊 資 本
（金）10.6萬億元。創業熱潮促進
了就業增長，極大地緩解了社會就
業壓力。

魯新增市場主體99%為民營

前海近億專項資金扶持跨境電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遼寧報道）由
遼寧（營口）沿海產業基地和海潤光伏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雙方攜手共建的「沿海科
技創新生態產業園」日前正式啟動。
據悉，該產業園集聚了自主創新示範園區、

新能源產業園區、文化創業產業園區、高端

裝備製造產業園、新材料產
業園在內的5個高端產業集
群，並將堅持以創新、科
技、智能、生態為主導，多
元化發展並重的思路，通過
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等
技術優化產業結構，以發展
成為高科技企業成長的孵化
器、加速器、中試基地。
中國光伏行業奠基者和

先行者、被譽為中國「光
伏教父」的海潤光伏大股
東楊懷進對本報表示，中

國光伏產業一向「南強北弱」，主要集中
在長三角區域，此次借產業轉型機遇北
上，並非外界所擔憂的「產能擴張」，而
是在東三省光照條件充足、地理面積廣闊
等優勢上，進一步挖掘光伏產業發展潛能
的舉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應江
洪新疆報道）香港四大中資
企業之一的招商局集團，日
前由副總經理蘇新剛帶隊在
新疆考察，並受到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員、自治區黨委書
記張春賢接見。
蘇新剛說，招商局代表團

此行來疆，目的是為了進一
步促進其所屬企業中外運長
航集團在新疆對口扶貧的莎
車縣、葉城縣脫貧攻堅加快
發展，深化招商局集團與新
疆各領域合作交流。
招商局集團承諾，投資2

億元人民幣支持喀什保稅
物流園建設，促進喀什綜
合保稅區發展。張春賢表
示，希望招商局集團把支
持新疆貧困地區發展的各
類項目做成樣板工程，形
成良好示範。

■沿海科技創新生態產業園啟動奠基儀式。 朱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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