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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駕駛課程 發賽車執照

童裝品牌孖法拉利搵食
主攻中產家庭 擬拓台日市場

法拉利跑車自1947年面世至今，70年來吸引了不少愛好者。對法拉

利迷而言，其不單純是一部機器，更是一件收藏品，當中更有人將個人

的喜好變為事業。香港法拉利會會長湯日昇，在2014年為其擔任營運

總監的童裝品牌力高芘熊與法拉利簽署了一份亞洲特許經銷權及特許經

營認可協議，合作設計、銷售和首次推出的童裝專門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偉昉

湯日昇表示，法拉利近幾年開始投入充
滿生活品味的商品，不少知名品牌亦

在亞洲開設童裝專門店，當時他留意到有
關趨勢並向法拉利提議合作時，雙方很快
就在3個月內達成協議。「其實這是一個
創舉。」湯日昇指，他們的市場目標以中
產家庭為主，因為現時出生率低，對中產
童裝有利。

或授權其他品牌合作
現時法拉利童裝在香港有5間專門店，
在上海、吉隆坡和新加坡則分別有1間，
在中國內地另有16個銷售點。湯日昇指下
一個考慮發展的市場是台灣或日本，亞洲
地區的法拉利愛好者以日本最多；另外也
會考慮與其他類型的品牌合作：「不過車
的品牌我們不會再做，因為有法拉利我們
已心滿意足，可能其他車沒有更大的魅
力。」
湯日昇現時有兩部法拉利，分別為Fer-
rari 458和Ferrari 360 Spider。他稱從小已
經喜歡駕駛，以買車為工作的目標。至於

為什麼會喜歡法拉利？湯日昇解釋雖然各
種超級跑車有不同的表現，但是以法拉利
的最迷人，最能人車合一。

辦慈善活動減炫耀感
香港法拉利會在1987年成立，為意大利

法拉利總部認可成員之一，由一群香港的
法拉利車主組成，現有約150位成員。該
會除舉辦車迷聚會外，亦會舉辦慈善活
動，例如每兩年會舉辦慈善車行，為不同
機構籌款。有人認為駕駛法拉利是一種炫
耀，湯日昇也認同某一些行為可能會惹人
誤會，所以他們盡量不會在街邊停下跑
車；亦希望透過慈善活動改變這些觀感。
今年是法拉利面世70周年，香港法拉利

會3月19日曾舉辦「法拉利香港巡航」活
動，有70位法拉利愛好者巡遊香港70公
里，前往環球貿易廣場、香港國際金融中
心、立法會綜合大樓等地標，此外亦特別
安排了近70部法拉利排成數字「70」的車
陣。此外，該會5月亦在上海舉行法拉利
賽車日及古董車巡遊。

參與賽車對於很多普通人來說是遙不可
及的事，不過香港法拉利會委員陳健邦
指，法拉利有舉辦駕駛賽車的課程，取得
執照後可以參與特定的賽事。
陳健邦去年在阿布扎比首次參賽：「第

一次很緊張，什麼也忘了，只知道出場很
興奮的感覺。」雖然最終只是排名尾三，

「不過第一次落場，完成到已經很高
興」。他小時候觀看澳門賽車時，已經希
望日後可以在澳門比賽一次，不過因為澳
門的賽道較窄，需要更多經驗。「現在的
技術還是太差，暫時未可以（參加澳門的
賽車）。」陳健邦稱，如時間許可，今年
或會到上海出賽。

陳健邦現時有3輛法拉利，認為法拉利外
形比其他超級跑車特別，線條十分流暢和優
雅，且有很濃厚的「意大利味」。他可以純
粹看着法拉利兩三個小時，已經心滿意足：
「其他跑車我坐上去15秒已經要下車了。」
問及為什麼喜歡駕駛法拉利？陳健邦指很難
形容：「很舒服，我很喜歡那種感覺。」

■湯日昇（左五）指，法拉利近幾年開始投入汽車以外的商品。圖為法拉利會委員合照，左一為陳健邦。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由香港天
使投資脈絡籌辦，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策動，2017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最佳資
訊科技初創企業獎」頒獎典禮昨天假香港科
學園舉行，以鼓勵及表揚本地出色的軟件、
硬件和社會創新領域的初創公司。
香港天使投資脈絡主席譚偉豪表示，新科
技的出現除了為各業界帶來革命性的改變，
亦有助香港的經濟增長和發展，科技初創企
業則是創新的主要原動力。「我深信初創企
業所研發的創新科技和項目，一方面能繼續
提升我們的生活質素，同時亦能為香港發展
成智慧城市作出貢獻。」
今年獲得「最佳資訊科技初創企業大獎」
及「最佳資訊科技初創企業（軟件及應用服
務）金獎」的Everyware創辦人之一翁志文
指出，公司成立4年多，產品系列包括餐飲

王、易點零、微動力和20%，當中餐飲王主
要是為餐飲業和中小零售企業建設全新的
POS系統，如以平板電腦作落單的系統。另
外，亦有以雲端服務幫助商戶開拓客源，配
置「全方位數據同步技術（UDS）」，此技
術能實時監測店舖的營運狀況，讓商戶可以
即時下達指令以配合實際營運。目前客戶已
達2,000個，除香港外，服務亦覆蓋澳洲、
台灣及汶萊等地。

艾草蜂獲社會貢獻金獎
另外，獲得社會貢獻金獎的艾草蜂，業務

範圍包括「醫護通」─個人移動護理計劃
（PCP）及護理站（POC）系統，整合了藥
物、飲食、運動、諮詢等資訊，方便照顧者
（醫生、護士、營養師）規劃、通知和與患
者共享合適的護理計劃及處理指令，亦方便

處理醫患管理關係。系統工程師鄺卓賢指
出，公司希望透過新科技幫助長者及病人更
妥善管理自己的病歷及控制病情，使用者透
過手機程式（App）或網站均可以方便獲得
相關資訊。

報檔電子化 推TNG支付

■譚偉豪指，新科技有助香港經濟增長和發
展。 莊程敏 攝

Everyware奪最佳IT初企大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電子支付
逐漸落實到日常零售行業，全港報販大聯盟
主席廖社青昨在記者會上宣佈，報檔將採用
TNG Wallet實踐電子付款；目前中區已有
七八間報檔可接受電子支付，預計4月底前
擴展至全港十八區超過100間報檔。TNG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江慶恩透露，公司會不斷
在基層推廣電子支付，會逐步覆蓋街市、小
巴及邨巴等。

零成本轉型 助解「散銀荒」
江慶恩表示，用戶只需要下載TNG Wal-
let手機應用程式（App），在相應報檔掃描
報販的付款二維碼，即可付款，過程與平常
的P2P轉賬沒有分別。談及安裝成本，他指
報檔幾乎無投資，只需要下載App，無須加
裝額外硬件或安裝電話線，打印幾張付款二
維碼的標誌即可。他稱未向報檔收取任何費

用，且承諾將來也不會向的士、街市攤檔及
流動小販收取任何費用。
廖社青認為，報紙銷量不佳，全港報檔
由超過2,000間急速淘汰至400多間，只有
轉型才能維護整個行業的利益。電子支付
不僅可以解決散銀短缺的問題，節省兌換
散銀的手續費，亦能加快香港普及電子支
付的步伐。他還特別指出，在遊客較多的
旺角等地，常有遊客詢問是否能使用電子
錢包，希望是次合作能相應拉動遊客生
意。問及為何不與八達通合作，廖社青透
露，八達通要收取安裝費和1.5%的手續
費，成本太高。
TNG Wallet一直致力推廣電子錢包的普

及，江慶恩稱目前TNG在港已有超過40萬
用戶，滲透率達10%，公司的戰略專攻民
生，逐步滲透基層。下周會宣佈與數碼港穿
梭巴士合作，可使用電子錢包支付車費。

■TNG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江慶恩（左）及全港
報販大聯盟主席廖社青。 周曉菁 攝

黃金海岸翻新後租金升2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
婉玲）環球資源春季系列展
將於下月11日至30日在香
港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展
會分三期舉行，包括「環球
資源電子展」、「環球資源
禮品及家居用品展」和「環
球資源時尚產品展」，將通
過逾8,000個展位向業界展
示眾多行業最新熱門產品。
環球資源電子組總裁黃譚偉
昨於記者會表示，其中的電
子展將會分兩期舉行，共計
展示6,200個展位。
第一期電子展將於4月11日至14日舉
行，逾3,600個展位重點展示消費類電
子、VR（虛擬實境）及遊戲裝置、電子
零件及智能生活產品。第二期的移動電
子展則於4月18日至21日舉行，2,600
個展位將展出最新的智能手機、平板電
腦、可穿戴產品、配件及AR（擴增實
境）與VR產品。

新增智能生活展區
黃譚偉指，全球智能家居市場規模於

2022年預計將達1,217.3億美元，今年電
子展新增智能生活展區，涵蓋智能安防
產品、能源管理產品、娛樂產品、家電
及配件等。電子展期間，亦會舉辦智能

生活論壇、無人駕駛汽車論壇及智能電
動代步車論壇。
展會內亦有「創客空間」，有200間

初創硬件企業將展示他們的創新科技
產品。創客空間的研討會主題更將圍
繞新興產品趨勢，包括無人駕駛汽
車、健康科技、運動可穿戴產品以至
物聯網等。環球通高級經理黃振南
指，92%的初創企業往往會因為面臨
負現金流而被淘汰，相信展覽可為初
創企業提供產品發佈機會，找到買家
和製造商。
另外，環球資源禮品及家居用品展將

於4月18日至21日舉行；環球資源時尚
產品展將於4月27日至30日舉行。

■環球資源管理層與參展商合照。 吳婉玲 攝

中遠海運港口：航運業續復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中遠
海運港口（1199）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張為昨於業績發佈會表示，去年航運業
面對經營壓力，香港吞吐量亦有下降趨
勢，不過今年1月開始有復甦跡象，今
年1月至2月的吞吐量上升10%。他預
計復甦持續，集團的集裝箱吞吐量有持
續上升的空間。

夥和記港口信託降成本
張為表示，若用一兩個季度的業績來

推斷行業前景可能言之過早，因以前一
個公共碼頭可能需要面對20家至30家
競爭對手，不過現在已減到10家至15
家；從去年第四季開始直至今年第一
季，航運業的集裝箱吞吐量有復甦跡
象。集團與和記港口信託有合作協議，

相信同業合作能令物流業成本下降，認
為整個行業已從歷史低位走出，對於行
業復甦保持謹慎樂觀的態度。
由於環球經濟及港口行業的增長緩

慢，加上中國外貿同比下跌，對集團碼
頭業務增長帶來壓力。中遠海運港口
2016年股東應佔利潤按年下跌42.5%至
2.47億美元，每股基本盈利8.3美仙，末
期息7.8港仙同比減少65.94%，可以股
代息；全年中期及末期股息為25.8港
仙，派息率為40%。期內收入按年增長
1.1%至5.56億美元，碼頭業務利潤按年
下跌15.2%至2.43億美元。
張為表示，集團定下一個五年計劃目

標，以2016年為基數，目標5年後總資
產上升50%、權益吞吐量升60%及持續
經營業務淨利潤升1倍。

環球資源電子展下月舉行

■■張為張為（（中中））指指，，集團的集裝箱吞吐集團的集裝箱吞吐
量有持續上升的空間量有持續上升的空間。。 張美婷張美婷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信和置業聯席董事（物
業投資及管理）潘發柱昨日表示，集團斥資逾5,000萬元
為屯門黃金海岸住宅第21座進行的翻新工程經已完成，
正分批推出招租；意向月租約2.6萬元至4萬元，呎租30
元至 38元。由於該座住宅全幢翻新後租金收入增加
25%，故未來計劃逐幢翻新旗下黃金海岸其他出租單位。

擬逐幢翻新其他出租單位
第21座共有72伙，單位面積875方呎至1,069方呎，租

期為2年。
信和置業黃金海岸租務部副總經理黎曉丹稱，集團持
有黃金海岸可供出租單位為1,102伙，面積476方呎至
2,833方呎，出租率90%，月租由12,800元至90,000元。
當中，高座分層戶有70%為本港及內地人士，30%為外
籍人士；洋房項目則有60%為外籍人士，40%為本港及
內地人士。

■ 潘 發 柱
（左）指，集
團 斥 資 逾
5,000 萬元
為屯門黃金
海岸住宅第
21 座進行
的翻新工程
經已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