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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燊濤劉燊濤：：鐘錶工種多元鐘錶工種多元 尤缺裝嵌師傅尤缺裝嵌師傅

「其實工業唔係你哋十幾年前見到
果啲紅A膠桶、穿膠花喇……

係進步咗好多，包含咗好多IT嘢，包括
設計同電腦工程都係一種工業。」劉燊
濤出身自鐘錶家族，其父是已故鐘錶大
王劉展灝。身為工業家第二代接班人，
他留意到近年甚少年輕人投身工業界，
鐘錶裝嵌方面更是缺乏人才。「唔係話
我哋呢啲第二代返嚟幫屋企手，有幾何
會聽到年輕人真係會入工業界吖，大部
分都去做銀行保險。」

工業界招聘一直困難
劉燊濤表示，鐘錶廠一直以來存在招
聘困難的問題，裝嵌師傅尤其短缺，因
為裝嵌過程是一個非常精密的程序，不
能出現任何誤差，所以更需要有眼力及
有耐性的年輕人。他承認，現時一個裝
嵌師傅月薪大約一萬多元，難以吸引到
年輕人入行。除了薪酬因素外，他相信
年輕人抗拒加入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對工
業界有錯覺，以為做工廠一定是好辛

苦，無冷氣，並要香港及內地兩邊走。
為了讓更多年輕人了解鐘錶行業，劉

燊濤年中會走訪不同院校，向學生介紹
現今的香港工業。另外，部分大專院校
亦有舉辦鐘錶業先導計劃，提供職業教
育培訓的機會。不過在現有薪酬政策
下，有意投身鐘錶業的學生，畢業後往
往會加入國際知名品牌，本地鐘錶公司
所能夠提供的薪金始終有限，令香港整
個鐘錶工業相對愈來愈萎縮。

近年人手製造價值高

近年來「工業4.0」成為工業界積極發
展的方向。劉燊濤指集團亦正研究將部
分程序機械自動化，在裝嵌過程中盡量
減少需要人手的部分，例如裝錶面、裝
針和裝機殼等程序。他同意推行機械自
動化後，無論訂單或出貨數量均可以較
為穩定，但隨着市場對鐘錶的需求愈來
愈細，單量難以支持啟用自動化。再
者，鐘錶行業近年標榜「人手製造」的
價值，往往不多工廠跟隨工業4.0。同
時，如打磨等一些工序，也難以單靠機
械進行，最後還是需要人手調整。

說起鐘錶師傅，可能你會立即想起在舊區樓梯底的伯伯，戴着

單眼放大鏡，聚精會神地修理手錶。受到傳統刻板印象的影響，

近年投身鐘錶行業的年輕人愈來愈少。香港表廠商會副會長、運

年集團執行董事劉燊濤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慨嘆年輕人

不再投身工業，並指現今工業界的工種多元，呼籲大家可深入了

解。鐘錶業正面臨20年來最大的困難，身為鐘錶大王劉展灝的

兒子，劉燊濤期待自己可以英雄造時勢。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婉玲／圖：劉國權

■近年市場對中價手錶的需求較大。

數年前走在街上，幾乎隨處可見鐘
錶珠寶店，但隨着過夜訪港旅客減
少，本港零售業步入寒冬，鐘錶珠寶
店的規模亦明顯縮小。劉燊濤表示，
本港鐘錶業最瘋癲的時期分別是上世
紀80年代尾至90年代初，以及約六七
年前的內地自由行旅客訪港高峰期；
現時市場對鐘錶的需求愈來愈細，無

論是本地零售及出口皆面臨困境，是業界
在20年來最困難的時期。
劉燊濤稱，上世紀80年代尾至90年代
初，市場偏好相對平價的手錶；內地自由
行旅客訪港高峰期間，顧客則大多購買價
格較高的手錶，由幾萬元至20多萬元不

等。不過，隨着內地經濟增長放緩及中央
推出打貪等政策，本港整個鐘錶業表現插
水。「唔好再去奢望（客人）買返十零廿
萬嘅錶。」現時顧客以購買中價錶為主，
若以公司的價格定位，中價錶普遍價格為
8,000元至3萬元。除了經濟環境因素的影
響外，劉燊濤認為市場對鐘錶的需求有所
減少，是因為現時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機已
經擁有報時功能。雖然科技產物的出現，
為鐘錶界帶來困境，但劉燊濤仍樂觀認
為，科技同時會為鐘錶業帶來新轉機。

冀智能穿戴重掀戴錶熱潮
「智能手錶的出現，變咗好多人由唔戴

錶，都為咗緊貼潮流而戴錶。」劉燊濤相
信當使用者習慣配戴智能手錶後，反而不
戴會更不習慣，並可能會因此對手錶產生
興趣，想購買更為精美的手錶。問到智能
手錶雖然可能帶來新轉機，但會否擔心傳
統手錶始終有被淘汰的一日，他說：「以
前又話跳字錶會影響傳統手錶，兩者咪又
係可以平衡，同埋佢哋會買多隻錶嚟戴，
唔會戴死一隻錶㗎嘛。」
劉燊濤表示，不擔心鐘錶界的前景，但

在現階段，面對需求減少及競爭激烈的環
境，公司會投入更多資源去設計產品、升
級公司設計軟件、加強售後服務及確保出
貨的準確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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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節剛過去，相信所有父親皆是子
女眼中的英雄，是心底裡的學習對象。
身為鐘錶大王劉展灝的兒子，其父白手
興家，投身鐘錶業40多年，相識滿天
下。劉燊濤坦言，不少人會將自己和父
親作比較。他指父親當年創業成功，全
因敢於創新，自己也一定會像父親一
樣，大膽求新，不會故步自封。
劉燊濤表示，當年父親在創業期間是鐘

錶業最起飛的時期，時勢造英雄。惟近年
本港鐘錶業確實面臨困境，由2015年起營
商環境變得困難，現在要先穩定生意，求
生存，休養生息，待鐘錶業再次起飛。父
親生前在鐘錶業具江湖地位，相信不少人
正密切觀望劉燊濤將如何傳承運年集團。
在大家的期望下，劉燊濤也信心滿滿地表
示，希望自己能夠英雄造時勢。
今年是劉燊濤加入公司的第十年，他指

這十年來覺得營運一年比一年困難，因為
環境轉變得很快，必須每日增值自己，希
望能為客人帶來新產品和新鮮感。身為家
族生意第二代掌舵人，他亦積極思考如何
為以往的營商手法帶來創新，以取得更好
效果。

專攻社交媒體
集團旗下自家品牌天普時多年來聘請胡

杏兒做代言人，劉燊濤透露胡杏兒每年代
言人費用約80萬元至90萬元，但近半年已
經無邀請其擔任代言人。在科技及資訊發
達的年代下，劉燊濤正考慮放棄傳統聘請
代言人的宣傳模式，改為透過社交媒體或
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
袖）等方法讓大眾認識天普時，相信宣傳
效果或會加強。

電商銷售趨難
至於天普時也有進軍電商，在天貓開設

官方旗艦店。劉燊濤指雖然剛開始時銷量
不錯，每月售出約100隻至200隻手錶，
但最近卻好辛苦才維持到100隻的銷量。
隨着愈來愈多人網購，平台的收費門檻亦
相應提高，以往每日只需付200元，就可
以有3小時在首頁賣廣告，「家係有錢
都未必攞到個位，睇你同天貓關係好唔
好，同埋視乎之前的銷售狀況。」對比起
數年前剛營運電商，劉燊濤指現時網上銷
售的成本增加了3倍。

棄代言人轉KOL宣傳

鐘錶業晉升階梯
設計

■ 助理設計師→設計師→設計經理/主管

製造

■ 生產技術員→助理生產工程師→生產
工程經理/工程師

品質管理

■ 品管技術員→助理品管工程師→品管
經理/工程師

營運管理

■ 助理主任→營運主任→營運總監/經理

推廣銷售

■ 銷售/市場助理→銷售/市場主任→銷
售/市場經理/總監

售後維修

■維修技術員→維修主任→維修經理

■父親劉展灝（左）在鐘錶業具江
湖地位。劉燊濤表示將繼承父親
大膽求新的精神。 資料圖片

■■劉燊濤認為劉燊濤認為，，科技會科技會
為鐘錶業帶來新轉機為鐘錶業帶來新轉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大快活
（0052）昨公佈截至3月底止全年業績，年
內收入按年增加6.3%，至25.809億元，純利
則增長2.24%至 2.05億元，每股盈利1.61
元，派末期息58仙。今年為慶祝公司成立45
周年，另加派特別息50仙，即共1.08元，較
2016財年末期連特別息輕微增長8%。大快活
全年合共派息142仙，派息比率約88%。由
於成本持續上漲，今年會加價少於2%。

成本續漲 調整價格
大快活行政總裁陳志成表示，由於成本持
續上漲，公司在今年會作價格調整，加幅低
過以往的2%，冀能在1.5%以下，以確保顧
客有能力承擔。他又指，毛利下跌主要因為
員工及租金成本上升，至於去年的材料成本
增長不多。政府推出合約工時方案，對公司
影響不大，但預計未來員工成本可能會繼續
上升。大快活上財年員工成本按年增
8.86%，至8.02億元，與員工總數8.16%的
增幅一致。
陳志成續說，未來有三分之一店舖需要續
租，公司會盡力向業主爭取較低租金，但不

會因為成本上升大幅加價。開店方面，今個
年度將在本港開設13間分店，現時已開設
10間。另外亦有部分分店需要進行調整。內
地市場方面，公司將在南中國加開2間至3
間分店，主要集中於屋苑內。
業績報告披露，若撇除2016財年出售持有

待售的非流動資產收益淨額，來自核心營運
的溢利則按年上升8.6%至2.05億元，毛利率
則稍降0.4個百分點至15.5%。
大快活上財年香港同店銷售按年升約

4%，分部溢利輕微增長3.15%，至2.34億
元。受累內地經濟增長放緩及競爭激烈，以
人民幣計算，內地同店銷售稍微下跌約
1%；不過受惠「營改增」措施，分部溢利
大升51.93%，至314.5萬元。
期內大快活開設了20間新分店，包括在香
港開設18間分店及在內地開設2間分店。截
至3月底，集團於香港合共經營134間店
舖，包括125間快餐店及9間特色餐廳。集
團亦於中國內地經營9間店舖。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梁燕美）八達通昨舉行新手機
應用程式（App）發佈會，客
戶可以透過新App共同管理八
達通卡及去年推出的「好易畀
（O! ePay）」賬戶。該公司
行政總裁張耀堂表示，現時公
司正以混合模式發展業務，即
同時間發展八達通的線上及線
下服務，但預期未來線上服務
增長會較快。

未來線上業務發展料較快
張耀堂稱，現時八達通系統每日處理

超過 1,400 萬宗交易，金額逾 1.89 億
元，線下交易佔大多數。不過，他深信
未來線上業務發展會較線下快，惟難以
估計其增長速度。問及現時八達通的發
卡量是否已經見頂，他指現時的發卡量
逾3,000萬張，已是一個龐大的數目，
除了本地居民外，每年均有數千萬遊客
訪港，所以每日皆有新卡發出；公司不
會只着重數字上的增長，「商戶的數字
才是最重要。」

有關八達通未來的發展方向，張耀堂
坦言：「我們不敢鬆懈，但相信科技的
進步，會讓八達通的優勢相對其他公司
縮細。」對於愈來愈多支付系統進軍香
港市場，他認為香港市民接受支付系統
的表現未達最理想，加上很多商戶未接
納電子貨幣，仍有發展空間。規模較大
的支付公司進軍香港，會對八達通構成
一定威脅，八達通惟有做好本分。
全新的八達通App主要具備四項功

能，包括查詢八達通餘額及交易記錄、
個人對個人支付服務、網上購物、繳付
賬單、慈善捐款、使用商戶優惠和電子
優惠劵等。

八達通推新App 增四功能大快活擬今年加價少於2%

■陳志成（左）
指，公司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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