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產業廊成立 助企業升級轉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貿發局將於下
月6日至9日（周三至周六）於會展舉行第2屆國
際時尚匯展（CENTRESTAGE），將有超過210
個來自22個國家及地區的時尚品牌參與。

展會期間，大會安排約40項時尚活動，當中包
括大型開幕時裝表演CENTRESTAGE ELITES
及約20場時裝表演，還有設計師分享會、時裝業
論壇、潮流趨勢研討會及業界交流活動等。

香港貿發局副總裁周啟良昨於新聞發佈會上提
到，去年首辦CENTRESTAGE，重點展示品牌
時裝和設計師系列，以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亞洲
時尚之都的地位。
他指出，今屆展會帶來的環球時尚，加上精彩

的時裝表演和交流活動，將吸引買家、時尚媒
體，以及一眾時裝愛好者踴躍參與。

國際時尚匯展下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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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內地網上訂餐平台「餓了

麼」昨正式宣佈收購「百度外賣」，交易完成後暫時保持雙品牌並各

自獨立運營。據內地媒體報道，此次收購作價8億元（美元，下同），

價格較上一輪融資估值24億元大幅縮水。不過，「餓了麼」獲得阿里

方面金額為10億元的融資。這意味着內地外賣市場將從「餓了麼」、

美團、百度三足鼎立的形勢，轉變為「兩強爭霸」的格局。

昨日是百度外賣和「餓了麼」兩方的
內部見面會，此次會面使得雙方合

併事宜靴子落地，「餓了麼」當天正式宣
佈收購百度外賣。「餓了麼」CEO張旭
豪表示，此次「餓了麼」與百度外賣達成
合作後，將實施雙品牌戰略，百度外賣的
團隊和人員不會發生改變。未來上海拉扎
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將成立雙總部，北京
即將成為上海之後的第2個總部。雙方合
作達成後，百度外賣將專注於高端市場，
深挖品質，形成完全的差異化。

阿里10億融資支持收購
百度集團總裁兼首席運營官陸奇表示，
百度將與各方一起持續探索，將最前沿的
技術賦能商業，共同營造更廣闊的消費場
景。阿里巴巴集團執行副主席蔡崇信則
稱，阿里支持「餓了麼」整合外賣市場，
集團也將在流量、融資等方面繼續給予新

平台大力支持。
關於併購具體作價，據《財經》報道，
「餓了麼」此次的收購總價格為8億元，
其中百度外賣5億元，流量入口資源3億
元。此外，這次收購阿里全程參與，「收
購百度外賣的錢也是由阿里方面給的，這
筆錢算作是『餓了麼』的G1輪融資」，
金額為10億元，其中2億元用來支付收購
百度外賣的現金部分。計及該10億元，
阿里佔「餓了麼」的37%股份，與之相對
的是張旭豪個人股份在5%以下，創始團
隊股份在8%左右。

內部整合全面狙擊美團
去年，百度外賣就被指曾尋求過美團、
順豐等合作，但當時其完成新一輪融資
後，估值高達24億元，因此後來的收購
都不了了之。時隔一年，百度外賣的收購
價格就到了8億元，縮水過快，令外界大

感意外。
目前市場上對於各外賣企業的市場份額

佔用率仍有爭議，不同機構統計出的數字
截然不同，特別是對於百度外賣市場份
額，有機構認為是超過17%，但也有機構
稱這個數字在如今已經銳減到不足5%。
至於「餓了麼」和百度外賣合併後的市場
份額，按「餓了麼」認可的機構數據顯示
是將超過53%，美團為33%；但按照美團

認可數據則顯示，「餓了麼」、百度外賣
合併後也只有40%左右，而美團是60%。
《財經》報道又稱，業內存在一種說

法，百度外賣交割完成後，之後在阿里內
部對「餓了麼」、百度外賣和口碑三者進
行整合，全面狙擊美團。「美團外賣和團
購有協同優勢，阿里有可能把『餓了麼』
跟口碑合在一起，否則『餓了麼』是無法
跟美團外賣抗衡的。」

香港文匯報訊 百度正式將「百度
外賣」售予內地網上訂餐平台「餓了
麼」。味千（0538）透過基金投資百
度外賣，味千主席兼行政總裁潘慰昨
天表示，公司暫時未知如何處理有關
投資。
味千首席財務總監劉家豪表示，味

千早前透過一個基金投資了6,000萬
美元於百度外賣，故只是百度外賣一
個小投資者，公司曾希望在中期業績
公佈時，一併計算有關投資的價值，
惟因資料不足，暫時未能處理，故會
留意事態發展。
不過，潘慰表示，無論百度外賣是

否被出售，對味千的外賣業務都不會
有影響，一來百度外賣即使易主，但
仍存在，二是接味千最多外賣生意的
是美團，第二是「餓了麼」，第三才
是百度外賣，而今年上半年，外賣佔
公司收入為8%。

香港文匯報訊 國藝娛樂
（8228）昨宣佈，與廣東省委及
佛山市政府合作，就促進內地與
香港兩地之間電影製作資源的融
合，以及廣東好萊塢（「廣萊
塢」）計劃落戶佛山市和西樵山
國藝影視城的發展，為相關影視
項目提供現金補助。

政府提供影視現金補助
據介紹，「廣萊塢」計劃的影

視扶持現金補助計劃，包括：任
何電影如果在佛山取景場面達到
該電影或電視劇內容40%或以
上，政府將提供現金補助；補助
金額最高可達500萬元人民幣；在
影視城拍攝所租用之道具、服
裝、燈光及攝影器材均設現金補
助；在佛山開設影視製作或有關
之支援公司將會獲得5年大幅免稅
優惠、租金及現金補助等；所有

於佛山拍攝之影視作品均有機會
獲得編劇獎金、上映獎金及參賽
得獎獎金等。
佛山巿委宣傳部部長郭文海表

示，去年已有60個劇組在國藝影
視城內取景拍攝，預計今年全年
數字會過百。「廣萊塢」計劃公
佈後，全國已有多個劇組對到佛
山取景拍攝表示濃厚興趣。
國藝娛樂主席冼國林稱，內地

票房已經僅次於美國，成為全球
票房第二大的地區，其中廣東省
更是最大票倉。相信「廣萊塢」
政策出台後，來國藝影視城拍攝
的劇組數目會大增。他又認為，
「廣萊塢」影視扶持計劃，能促
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電影製作資
源的融合，達至雙贏的局面。同
時亦為國藝娛樂在內地打響品
牌，以早日達成「北橫店，南國
藝」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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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香港生產力促
進局昨成立全港首個展示「工業4.0」智能營運
的示範中心──智能產業廊，協助本地企業升級
轉型。

林宣武籲企業連接大數據
生產力促進局主席林宣武昨於記者會表示，知

道企業如果要將所有機器都轉型所費不菲，但如
果使用智能連接器就能有效將新機器與舊機器
「通話」，建議企業應盡早連接上大數據及物聯
網等營運概念。
林宣武續指，若企業想節省成本，無需所有機

器都採用德國及日本等機器，因成本較貴，可以
用不同國家的機器串連一起，其中不需太高技術
的部分可使用國產機器。而是次智能產業廓正好
示範出如何將不同品牌的機器串連一起。

楊偉雄冀「再工業化」振興製造業
創科局局長楊偉雄昨致辭時指出，世界上先進

的經濟體都視
「再工業化」為
新經濟發展的重
要政策，期望
「再工業化」可
振興香港的製造
業，令製造業佔
本地生產總值份
額提升至 3%至
5%。
智能產業廊設

有不同區域，包
括介紹「客戶、
廠商、消費者」
產業周期的展示
區；「電腦化營運監控中心」透過應用在不同範
疇的智能系統模擬智能工廠的數碼化運作模式及
進行實時數據分析；「智能生產單元」則以個人
化行李牌生產作示範，展示「信息物理融合生產

系統」，配合「客制化」以至「單件生產」的消
費市場趨勢；「網絡安全展區」模擬網絡攻擊工
業基建設施的影響，介紹網絡保安最佳的作業模
式；智能機械人應用技術。

■■潘慰潘慰

■楊偉雄
(左)與林宣
武(右)昨天
參觀智能
產業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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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衍生獎學金頒獎禮日前於旺角帝
京酒店舉行，50位得獎學生聯同家長及老
師出席頒獎禮。頒獎嘉賓包括：衍生集團
主席彭少衍、董事總經理彭關麗雯、衍生
獎學金大使張國強及區瑞強。各界人士親
臨出席，其中包括商界名人、演藝人為得
獎學生送上支持，帶來滿滿的正能量。
「衍生獎學金」一直視以生命影響生命為
宗旨，由2015年開始獎勵及資助社會上勤

奮上進的學生。第三屆衍生獎學金資助範
圍更廣泛，涵蓋幼稚園組、小學組、中學
組及大學組，繼續以生命影響生命。
彭少衍致辭，鼓勵學童堅毅不屈，力爭

上遊，為個人及家庭開創美好將來，為社
會作出貢獻。頒獎環節後，著名魔術師高
正安作壓軸表演，更邀請小朋友上台參
與，一起製造歡樂與驚喜，並為頒獎禮劃
上圓滿句號。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東亞銀行」）自2014 年推出首間i-理財
中心以來，至今已在全港開設了9間i-理財中心，覆蓋範圍延伸至
偏遠地區，包括屯門、粉嶺，以及天水圍。
天水圍天一商城i-理財中心除了為附近屋苑的住戶及其他客戶提
供與傳統分行一樣多元化的銀行服務之外，更藉着延長服務時
間，為客戶帶來更大的便利。該中心於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9時
至晚上7時為客戶提供服務。
i-理財中心所提供之服務包括賬戶開立、存款及提款、轉賬、定

期存款及強積金。客戶亦可查詢賬戶結餘、申請支票簿及結單、
提交信用卡申請等。如客戶需要個人的服務，更可利用i-理財中心
內的i-Teller與東亞銀行代表進行視像對話。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稱讚，東亞銀行積極響應金管局的呼
籲，增加分行網絡覆蓋面，為偏遠地區市民提供基本銀行服務。
東亞銀行執行董事兼副行政總裁李民橋表示，該行致力讓客戶
透過靈活方便的渠道使用銀行產品和服務，從而獲得更佳的客戶
體驗。未來將會增設更多i-理財中心，尤其希望能滿足居住及工作
於偏遠地區客戶的理財需要。
東亞銀行網絡為全港最大之一，設有78間分行、54間顯卓理財
中心和9間i-理財中心，遍佈各區。

是次活動，普陀山道慈大和尚將應邀蒞港為香港
進行祈福，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之同

時，為香港廣大市民帶來美好祝願，為社會增添和諧
氣氛；在進一步弘揚觀音慈悲喜捨的精神，推動佛教
文化交流的同時，增進人心和善、社會和諧、國泰民
安。這場有意義的佛教盛會，亦得到了社會各界和知
名人士的大力支持。著名青年歌唱家韓磊將蒞港在活
動中獻唱。活動中也會為2017年獲香港特區政府授
勳的閩籍同仁送上祝福，同時，亦會向經濟困難的老
人和學生送上慈善基金，給予關愛。

應邀為活動主禮的嘉賓包括：中聯辦副主任譚鐵
牛，福建省政協副主席陳榮凱，中國佛教協會副會
長、普陀山佛教協會會長道慈大和尚，中聯辦協調部
部長沈沖，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國際聯絡部部長牟
虹，中央統戰部三局局長劉玉江，福建省委統戰部副
部長陳飛，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港澳司副司長陳澤濤，
中國僑聯海外聯誼部副部長桑寶山，華閩集團董事長
陳揚標，舟山市政協副主席、普陀山-朱家尖管委會
主任蔣志偉，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良好，原香港
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

■香港金融管
理局總裁陳德
霖（左）及東亞
銀行執行董事
兼副行政總裁
李民橋（右）
於天水圍天一
商城i-理財中
心試用視像
櫃員。

■一眾商界及演藝界善心人士出席支持頒獎禮

第 三 屆 衍 生 獎 學 金 頒 獎 禮 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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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福建同鄉會明日舉辦千人齋宴

東亞銀行i-理財中心擴至衛星社區

聞名中外的普陀名山古剎，

主供觀音菩薩，是香港同胞前

往朝拜禮佛的重要聖地。香港

信仰佛教的人數多達一百餘

萬，以閩台浙三地鄉親居多。

為弘揚觀音大士普渡眾生的慈

悲情懷，體現博大精深的佛教

文化。香港福建同鄉會和舟山

市普陀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委員

會、普陀山佛教協會將於8月

26日晚在香港會展中心新翼三

樓大會堂聯合主辦「福佑香江．

普陀山南海觀音庇護祈福千人

齋宴」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