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間主力進口海參、並於上環屹立七十多年的

海味店「安興號」，兩年前在第四代掌舵人80後

的薛志威（Victor）及其舅公馮榮立共同努力

下，創辦出海參科研公司LABWAY，投資達7位

數字。公司與港大合作發掘出海參的抗癌功能，

並首度生產出以海參製造的保健品，成功將傳統

海味業再工業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圖：莫雪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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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參」起步

行業轉差積極轉型 斥百萬研抗癌膠囊

(�(�

(�

�����

說到鮑參翅肚，眾所周知是補身佳品，不過
價格昂費，未必人人能夠負擔；同時煮食

工序繁複，以乾貨海參為例，需浸泡30小時，
再去除參內白筋和白皮才可煮用，現時除非應
節，已經很少人購買了。此外內地打貪，宴客送
禮大減，海味行業前景愈來愈窄。

海參皂苷有助抗癌
安興號雖處於上環海味街，有別於其他海味店
主要做零售，其主要是做海味的進口批發工作，
至2013年才開始拓展至零售及網購業務。訪問
當日所見，安興號的地舖放滿了很多一大包的海
味，Victor解釋，這些海味是由產地新鮮直運到
港，部分仍濕漉漉，大小亦未分類。員工需要將
其曬乾再處理包裝，然後才批發給零售商，上環
不少海味店不時會前來補貨。
雖然身為第四代掌舵人，Victor由於大學時就
讀法律系，畢業後從事律師數年，到後來才接手
祖業。他在兩年前與舅公討論起海參有抗癌功
效，起初半信半疑，後來就着手找論文研究，結
果發現外國已有相當多有關海參的研究。研究指
海參中的多糖、皂苷、多肽等營養成分具有防癌
抗癌的功效，但香港則未有這方面的研究。

製成膠囊保健產品
Victor 指出，其實香港是全球海參的集散
地，品種繁多，但限於一買一賣，無做有關海
參的研究真的很可惜。Victor的舅公馮榮立從
事海參批發多年，亦曾接觸過很多癌症病人，
聽過很多關於海參幫助他們減輕病情的案例，

不過一直無法核實。馮榮立補充：「海參在
8,000米下的水底仍能生長，證明其生命力多頑
強。」
機緣巧合之下，Victor在參與一個論壇時認識
到科學園一間生物科技公司 Novus Life
Sciences，雙方一拍即合，開始着手研究海參內
皂苷的抗癌功能。LABWAY委託了香港大學醫
學院將店內海參的皂苷提取出來，進行體外研
究，結果發現其中有三款海參在抑制癌細胞方面
特別有效。得到這個結果後，LABWAY就研發
了一種以這三款海參為主要成分的膠囊保健品，
希望能與大眾分享成果。
馮榮立指出，乾貨海參需要「浸發」，但
「發」完後，當中好的元素就會流失一部分，因
很多屬於水溶成分。製成膠囊的話就能解決這問
題，且無須烹調，存放服用更為方便快捷。目前
產品暫定零售價為1,300元一瓶，作小量批發，
主要是在店內售賣；因不少分銷商需收取高昂的
上架費，故目前仍未有作廣泛分銷的打算。
訪問當日，Victor收到由創新科技署向其批出
的資助金額—約四成的研究費用。他認為，這
對他們的研究是一個很好的證明，證明他們的研
究是有意義的。

面對海味這個傳統行業，80後的Victor表示剛接觸時需
要一段時間去理解及磨合。他指出，海參買賣很着重一個
「信」字，不會像以前做律師時可簽合同，白紙黑字。
「當地的漁民在微信傳張相來，列明有這些貨，問我收
唔收，如果收就傳現金過去，如果唔信得過佢就根本無辦
法做得成生意。」他指，通常對方會誇大指自己的貨很
好，但運到時有時會貨不對辦；要經過多年合作建立起互
信後，才能減少這些狀況。
談到港人多年來食海參的趨勢，馮榮立認為香港人食海參的

文化並不太濃厚，加上內地近年大力打貪的影響，少了人購買
去宴客送禮，市場出現縮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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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參精元素在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製造。受訪者供圖■不同品種的海參。 ■受內地大力打貪影響，少了人購買海味去宴客送禮。

老海味店老海味店

傳統行業轉型往往需要一些新主意的衝擊，
Victor指：「LABWAY是第一間海參Startup
（初創企業），主要有兩方向，一是研究海參
的營養價值；二是將研究成果商品化。」
公司即將申請進入科學園，希望屆時會得到

更多支援。他預計，未來的研究方向會繼續深
入了解皂苷方面，因現時只做了體外癌細胞測
試，接下來希望可進行動物體內測試，甚至進

行人的臨床測試。目前亦有與一些外國研究機構洽
談，他舉例指有一間機構指出，海參能變軟變硬的
特性或能應用於皮膚上的研究方面。

野生海參供應量跌
Victor續指，野生海參的供應其實一直下降，可
否持續發展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又呼籲漁民，
太細的海參不要捉。

■■馮榮立指馮榮立指，，海參能在海參能在88,,000000米下米下
的水底生長的水底生長，，證明其生命力頑強證明其生命力頑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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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申入科學園

做生意講個「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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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Victor（（左一左一））參觀澳洲最大的海參加工參觀澳洲最大的海參加工
場場，，見識到巨型梅花參見識到巨型梅花參。。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Victor■Victor（（中中））親赴中東市場了解當地營商文化親赴中東市場了解當地營商文化。。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薛志威薛志威（（左左））與舅公馮榮立創與舅公馮榮立創
辦海參科研公司辦海參科研公司LABWAYLABWAY。。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福壽園
（1448）主席兼執行董事白曉江昨於業績
會上表示，目前內地殯葬行業中的墓地服
務有30%正在市場化，但95%的殯儀館仍
由政府經營，預計逐步市場化會帶來很多
機會。公司未來將會增加與政府合作的比
例，以PPP模式推出項目。另外，公司亦進
軍香港及澳門市場，之前已曾與本港政府
探討發展墓園的機會。

拓生前契約環保火化機
白曉江續指，未來收購的目標會集中於
內地人口密集及經濟增長高的城市。除了
墓地服務和殯儀服務外，福壽園開始拓展
生前契約業務以及發展環保型火化機。今
年上半年福壽園已錄得562份生前契約，合
約金額約400萬元（人民幣，下同），轉化
率約25%。至於去年自行研發的環保型火

化機，已成功出口至蒙古及俄羅斯。
福壽園總裁兼執行董事王計生補充，環
保型火化機造價較傳統火化機為高，且現
時內地市面上的火化機大多以低價競爭，
要普及仍需時。上海及江蘇等地方政府早
前視察公司的火化機後，對環保型火化機
表示有興趣，工廠亦已經做好量產準備，

故對火化機未來銷售有信心。
福壽園上周五公佈中期純利2.29億元，

按年增長28.6%，每股盈利10.8分；收益為
7.7億元，按年增長20.1%，派中期息3.24
港仙。其中，墓地服務收益增加21.8%，銷
售墓穴10,075座，並向9,010戶喪家提供各
類殯葬服務。

憧憬染藍 舜宇股價升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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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受惠毛利
上升及有效控制營運費用，憧憬「染藍」
成為恒指成分股的舜宇光學（2382）昨公
佈，截至今年6月底止半年，股東應佔盈利
11.59億元（人民幣，下同），較上年同期
之 4.69 億元大增 1.5 倍，每股基本盈利
107.37分，不派息。該股昨收報103.8元，
升7.56%。

半年盈利增倍半 不派息
期內，收入 100.32 億元，按年增長
70%；毛利率約20.6%，較上年同期升約
3.9百分點。
光學零件事業的銷售收入，較去年同期

增加約46.8%至約18.96億元。收入增長主
要是因為手機鏡頭及車載鏡頭出貨量的上
升，及手機鏡頭的產品結構改善所帶來平
均售價的提升。
光電產品事業的銷售收入按年增77.9%至

約80.14億元。收入增長主要是由於手機照
像模組出貨量的上升，及產品結構改善所
帶來平均售價的提升。
光學儀器事業的銷售收入，較去年同期

增加約8.3%至約1.23億元。收入上升主要
是因為工業儀器的市場需求回暖。
舜宇光學主席兼執行董事葉遼寧表示，

全球智能手機行業延續去年總體增速趨緩
的走勢。中國內地智能手機市場雖然仍為

最大的市場，但因需求飽和，今年上半年
的出貨量較去年同期不增反減，競爭亦變
得更加激烈。為數不多的幾家中國內地本
土智能手機廠商搶佔包括傳統國際品牌在
內的市場份額，中國內地智能手機品牌更
在印度和中東等新興市場快速崛起。
另一方面，隨着車載物聯網的發展及法

律法規在全球的普及及推行，車載鏡頭作
為車載成像系統及智能駕駛輔助系統
（ADAS）的重要零部件，其全球市場持續
高速增長，發展趨勢迅猛。
未來集團將進一步加速業務的轉型及升

級，繼續貫徹年初所制定的發展策略，努
力保持今年上半年的良好發展走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萬洲國
際（0288）昨公佈中期業績，上半年營
業額按年微升2%至106.58億美元，公司
擁有人應佔利潤上升5.6%至 4.92億美
元，每股基本盈利3.6美仙，派中期息5
港仙。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裁萬隆表示，
除了專注發展豬肉產品，公司會拓展雞肉
和牛肉業務，還會繼續留意海外的收購以
擴展業務。

半年多賺5.6% 派息5仙
常務副總裁兼首席財務官郭麗軍透

露，首6個月的經營利潤錄得9.01億美
元，較去年同期升7.5%；美國業務佔比
已超一半，中國業務佔近四成。他預
計，下半年中國內地的生豬價格會繼續
降低，令成本降低，有利於生鮮肉和肉
製品的業務發展；美國生豬價格已呈現
下跌趨勢，十分有利生肉和肉製品的深

加工。
得益於收購波蘭三家肉類公司，旗下

子公司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總裁及首席
執行官Kenneth Sullovan透露，歐洲地區
對豬肉製品需求強勁，業務會有顯著的增
長；歐洲地區業務的利潤全年可達到兩三
倍的增長空間。
對於海外收購受限的傳聞，萬隆認為

並沒有多大的限制，內地政府一貫支持企
業「走出去」。公司可以通過境外子公司
進行併購，之前的項目現在進行得比較順
利。他相信，中美間的貿易戰不會真正打
響，尤其是公司這類食品行業不會受影
響。貿易需雙方建立合作關係，資源和市
場整合均有需要。
另外，萬洲又公佈，河南漯河雙匯中

期業績，期內營業收入241.17億元人民
幣，按年減少5.88%。淨利潤 19.78億元
人民幣，按年減少11.1%。

泰達生物拓健康養老產業
香港文匯報訊 泰達生物（8189）昨宣

佈，截至今年6月30日止6個月集團綜合
營業額約1.58億元（人民幣，下同），同
比減少24.77%；公司股權擁有人應佔虧損
約580.55萬元，每股虧損約0.36分。期
內，複合肥整體市場走勢低迷，受前期低
價肥影響，經銷商走貨量同比明顯縮減。

半年盈轉虧蝕581萬
公司指出，集團目前積極佈局健康養

老產業，在全國範圍內快速拓展醫養結合
的養老服務及營運管理業務。該業務聚焦
於失能失智及半失能失智的人群，重點佈

局開展養老機構（服務設施）營運管理、
養老服務資源整合、養老服務管理督導與
諮詢等相關服務。
於今年7月，公司完成對上海睦齡養老

的股權及業務收購，為集團實踐健康養老
產業戰略佈局的關鍵一環。新的養老業務
將和集團的核心定量腦電波檢測技術有機
融合。該技術可用於老人精神及神經方面
的健康程度及發病隱患的定量測評，有助
養老院判斷老人的護理等級及護理關注要
點，提升集團在失能失智、半失能失智老
人照護領域的核心競爭力，形成獨特的護
理能力和競爭壁壘。

萬洲國際：續留意海外收購福壽園擬進軍港澳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