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歸20年香港經濟大事記
■ 1997年7月，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香港股市樓市雙雙狂跌，1998

年首季失業人口突破十萬人，創下歷史新高，當年經濟倒退
4.7%。

■ 1998年8月，索羅斯狙擊港元，股市狂瀉，政府入場打大鱷，
總共動用1,200億元儲備力撐恒指，守住聯匯制度。

■ 由於經濟倒退加上港匯追隨美元高企，觸發「全城大減價」，
樓價、工資、租金、貨品價格通通下跌。從1998年11月起，
香港進入「通縮時代」，長達五年半。

■ 2003年3月「沙士」殺到，重創香港經濟，恒指狂跌，樓價暴
瀉，5月至7月失業率創下8.8%的歷史高位，總共有30萬
人失業。當年經濟倒退3.1%。

■ 2003年6月，中央政府推CEPA挺港，此後逐年推出CEPA
補充協議，逐步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

■「沙士」重創香港旅遊業，2003年7月中央推出「個人遊」政
策，截至目前覆蓋49個城市、2.5億內地居民。

■ 2010年8月國務院批覆「前海」規劃，截至2016年底，當地
共吸引了10萬家企業進駐，其中港企近4,000家，大部分是
金融類企業。

■金融海嘯後美國推出QE政策，香港樓價大升，港府由2010年11月起
推出多輪樓市「辣招」，金管局亦先後推出八輪逆周期措施。

■香港與內地展開互聯互通模式，2014年11月開通滬港通，2016年
12月開通深港通，2017年5月宣佈即將啟動債券通。

製表：記者 涂若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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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謀轉型 港企創新天
鄭文聰：做生意如做人 須夠膽識不怕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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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20年本港GDP季度走勢

以當時市價計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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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來本港失業率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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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來香港出口情況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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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自
1997年香港回歸20年以來，港商面對
着環球及內地經濟急劇變化，經營業務
面對的挑戰驚心動魄。童鞋製造商安朗
童話世界業務推廣總監林彩朗表示，這
20年來發生的事情不少，回想起來可
直接用「一殼眼淚」來形容。最難忘的
兩次危機分別是「911」恐怖襲擊和沙
士，皆因令公司銷情大受影響，導致公
司外銷跌了四分之一及內銷完全停止。

「911」最艱辛 銷量跌逾25%
林彩朗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
表示，加入安朗童話至今已經17年。
在2001年9月11日美國爆發「911」
恐襲事件，那時她剛進公司不久，就
要面對此大難關。
當時，「911」事件對美國人造成嚴
重心理創傷，消費意慾下跌，令安朗
童話外銷到美國的生意大受影響。安
朗童話出口到歐美市場一直維持高比
例，佔總體約80%，事件令銷量跌了
至少四分之一，她形容當時的情況
「好得人驚」。
除了「911」事件令安朗童話的出口
銷量陷入危機，當時安朗童話更收到迪

士尼通知，獲悉授權費用要加價3
倍，無疑是對公司雪上加霜。
「「911」之後，我哋外銷已經完
全睇唔通、睇唔透，你仲起我3倍
價錢，我哋死硬㗎啦，我哋無得做
㗎啦。」
在艱難時期下，公司決定咬緊

牙關熬過去，推出印有國旗的新
產品。幸好市場對新產品反應熱
烈，甚至能夠補償「911」事件
後的四分之一銷量損失。林彩朗
笑指，這些年來經常與老闆開玩
笑說：「當年迪士尼咁對我哋，
我哋未死其實真係偷笑㗎啦。」

沙士危轉機 訂單增3倍
2003年沙士席捲全球，世人陷

入恐慌，人心惶惶。當時北京、
上海、廣州均受沙士影響，安朗
童話的內銷表現也隨着當時的疫
情陷入低迷，銷往內地的訂單基
本上完全停了下來。林彩朗回
想，當時一心以為公司將會因為沙士
而面臨重大損失。誰知在5月的訂貨
會上，代理商的訂貨情況卻令她喜出
望外，20多個來自各地的代理商下單

數量竟然比平時多出3倍。她認為，
代理商的行動是出自於補償心態，估
計代理商希望走出沙士陰霾，補償多
個月來的生意損失。

■林彩朗表示，20年來最難忘是「911」恐
怖襲擊和沙士。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捱過沙士「911」外銷再攀峰

■工總主席鄭文聰指，做生意和做人一樣都必須鍛煉好身體。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鄭文聰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暢
談從商30多年來點點滴滴。早在

1983年，當部分港人對香港回歸信心不
足，掀起一輪移民潮之際，鄭文聰卻反
其道而行之，於當年回流香港，接手家
族的五金廠和錄影帶零件廠生意；其後
於1993年購入一家位於元朗工業邨的廢
油再生廠，廠房面積達10萬方呎，員工
約30人，開始進行廢油回收業務。

回流香港 轉戰環保工業
由五金行業轉為環保工業，鄭文聰笑
言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賭博，因為當時他
完全不懂這類工廠如何運作，遇到許多
複雜的技術問題，「我鋪晒(圖紙)喺地
下，估吓究竟呢嚿嘢係咩嚟，幅圖到底
講緊間廠嘅邊度」。憑借「賭一把」的
膽識，加上超乎常人的耐性，「(好似)砌
積木咁用咗18個月砌返間廠出嚟。」此
後他又研發出震動膜廢油再生技術，在
這個行業站穩了腳跟。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適逢亞洲金

融風暴，鄭文聰的生意卻不跌反升，在
此期間仍錄得盈利。
他沒有因此而滿足，由於留意到本港

部分郊野公園的廁所水無人處理，當年
又帶領一班同事，開始着手研究生活污
水回用系統。據他回憶，首批研究的同
事要親身行山上郊野公園，甚至整個月
住在村屋，每日計算有多少男女使用公
廁，甚至要聽聲辨認遊人「開大定開
細」，以便令統計數據更準確。雖然沒
有直接「搞屎坑嘢」，但工作環境「一
定有味道」，需要的忍受力亦非常人能
及。

沙士難頂 堅持終變商機
其後香港在2003年遇到沙士危機，眾

多中小企損失慘重，鄭文聰亦稱「沙士
難頂，03年真係好辛苦」。對疫情的擔
憂，以及公司當時仍在研發生活污水回
用系統，都為他帶來壓力，幸好沙士爆
發前他已將五金零件生意賣出，而廢油
業務又繼續有盈利，加上一份執着的耐

性，令他仍能堅持自己的事業。最後，
這個生活污水回用系統足足用了10年時
間，前後投資逾千萬元，到2008年終於
研發成功，正式投入應用。

研發十年 業務直線上升
時至今日，這項技術仍在不斷發展，為

鄭文聰帶來大量商機，由2008年只處理數

個廁所，一日處理量僅5噸，到現時業務
規模增長已經不止10倍，「單是沙田污水
處理廠一日經已處理40萬噸污水。」
就生意層面而言，這或許仍只是開

始，他認為真正的增長是未來3年，由此
帶來的商機將以直線形式上升，他本人
亦有信心，3年後可以將與此相關的部分
業務上市。

回歸20年，香港經濟先後受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沙

士」和2008年金融海嘯三次重大打擊，許多中小企一度損失慘重。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鄭文聰自身也是中小企的代表人物，從事環保生意

的他，回歸當年就開始研究生活污水處理系統，歷經11年的辛勞，在

2008年投入使用後，該業務截至目前取得逾10倍的增長。在他看

來，做生意就像做人，必須鍛煉好身體，尤其是要練出「膽識、膽量

和忍受力」，再加上不怕髒不怕累的精神，就算面對「困難多到數不

清」的逆境，最終也能開創出一片新天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婉玲、涂若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香港作
為細小開放型的經濟體，經濟容易受到
外圍環境的影響，近年來內地經濟明顯
放緩，令港企面對愈來愈大的競爭壓
力。鄭文聰認為，「其實經濟市場有啲
似全世界天氣，有地方水浸，亦有地方
風和日麗。」
雖然人沒有辦法左右天氣，但卻可以

鍛煉好自己。無論是做生意，還是做研
究，都要「用心做好所有事」。這個世
界是公道的，「你做得啲嘢好，就有人
欣賞。」
回歸20年來，不少港企未能承受金融
風暴的衝擊，但也有不少成功者熬過風
雨，守得雲開見月明。鄭文聰總結自身的
成功經驗時，除了耐性之外，提到最多的
就是「用心」二字。他強調，「做任何事
都一定要投入」，回歸之前的開廠階段，
他曾經「攞住1,100張圖紙，好俾心機去
做」；回歸之後的研發時期，他亦是親力
親為，「用心去做好、設計好一切。」

只有用心，才能想出全新的創意。身為工總主席的鄭
文聰以Google及蘋果公司為例，稱這些大公司多年前
亦是初創企業，今時今日的香港要發展工業，創意最為
重要。工業已不僅僅是「做靚、做平、做多、做大」，
而是要靠「諗新橋」，才能適應時代的變化。

政治因素影響投資意慾
對於香港未來的前景，鄭文聰持正面看法，但認

為香港的政治環境必須穩定下來，才會令前景向
好。「五年前你問我，我覺得(香港前景)一定好
好，你今日問我，我都覺得係好，但就要睇政治變
數。」他認為，現時香港的前景已經不再是靠經濟
主導，而是政治主導。如果政治不穩，或會影響港
人的投資意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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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說 20 年 之：中小企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回歸廿
年，工業界第二代已陸續接棒，但與父輩搶
單鬥平價的策略不同，第二代普遍更重視創
新及研發，以此增加競爭力。
在回歸前仍未正式加入家族企業，卻已從

父輩身上了解到業界的轉變。運年集團執行
董事劉燊濤表示，1997年他尚未加入公
司，但每年學校放假皆會跟父親劉展灝回公
司工作。廿年過去，他最記得2003年沙士
對業界的衝擊，在瑞士鐘錶展被隔離，令當
年生意大跌。
每年一次的瑞士巴塞爾國際鐘錶珠寶展，

是業界的盛事，亦是非常重要的貿易交易平
台。劉燊濤指，當時沙士肆虐，瑞士政府突
然頒佈法令，指因擔心非典型肺炎傳播，宣
佈禁止香港等地展商前往參展，「好荒謬，
佢淨係唔俾(香港)參展商(參展)，但客人係可以入
去買嘢」。
該事件令運年鐘錶損失2,000餘萬元訂單，佔

全年訂單一成。劉燊濤回憶，運年創辦人劉展
灝，即其父親在當時不願意就此放棄，唯有想辦
法補救，逐一拜訪不同買家，希望藉此能獲多點
訂單。那一年是父親出差次數較多的一年。

零售放緩 開舖回歸正常
除了沙士，劉燊濤認為廿年來的鐘錶零售業有

莫大變化。「零售業起飛得太快，真係瘋癲。」

劉燊濤表示，六至七年前是內地旅客訪港高峰
期，當時零售業暢旺，鐘錶需求大增。他不諱
言，近年香港地舖租金昂貴主因確實來自鐘錶界
為了爭市佔率而不斷開店所致，「開舖速度太過
瘋狂，到你生意一唔好就好似一窩蜂咁無咗」。
市場常形容香港零售業最近處於寒冬，劉燊濤

相信現時只是回歸正常，反而是過去數年零售業
膨脹得太快。
在激烈競爭及市場需求減少下，他認為業界應

該作好準備，進行更多研發及創新，做到更好的
營運效益，期待下一輪零售高峰期。

第二代接棒 重視創新研發

■劉燊濤指，2003年沙士公司在瑞士鐘錶展被隔離，
令當年生意大跌。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