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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深港在大數據領域的深入合作，「第二

屆深港大數據論壇」日前在深圳舉行，吸引了深

港兩地近200人參加。華人大數據學會執行主席

洪為民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香港要

利用「一國兩制」的優勢將香港打造國際數據安

全港，將香港打造成全球信息中心。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深圳報道

香港創科新方向香港創科新方向──
國際數據安全港國際數據安全港
業內專家：配套完善 制度成熟

香港文匯報訊 在深港大數據論壇
上，香港BizCONLINE創始人、深
圳前海雲端容災有限公司CEO李德
豪表示，該公司的技術優勢是藉公
私營機構數據異地備份服務，並提
供後備數據通道，加快數據安全交
易，形成數據互連共享平台。目

前，他正與貴陽貴安新區商談合作，推動「容
災大數據城」發展新一代數據科技研發。

在佛山深圳廣州南京設分部
李德豪告訴記者，他1997年畢業於香港大

學電機與電子工程系，是香港創新科技企業家
的標誌人物，曾獲得中國政府超過千萬的創科
項目資金。2008年他成立全球第一個雲端災
備服務外包平台，其開發的世界領先的災難恢
復技術自動演練(AutoDrill)，在中國許多城市

應用，以保證數據恢復。公司開發的備份技
術，可以每天校正多次，公司在佛山、深圳、
廣州、南京都有分公司，目前公司有30多員
工和十多個合作夥伴。2015年他在內地拓展
容災備份業務，並且在不同省份均有服務器，
每年其業務有數倍的爆發式增長。
據李德豪介紹，其提出的容災大數據城，

是借容災新標準結『聚』數據，再用第二代的
自動演練技術—數據搾汁機，來提煉數據，打
『通』數據壁壘，分發到公用池或各自交易到
開發區，再提供超算及相關資源給廣大社會學
者、機構應『用』、研究，是一個快速並無法
取替的平台。
『容災大數據城』的投資，可把「數據垃
圾堆填區」變成容災服務的收入，用者自付，
整個商業模式完全是新一代大數據的生態系
統，促進中國數據科技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在此次深港大數據論壇上，來
自香港的路訊通副總裁鍾瑞珍表示，目前，港
府正在推進利用交通大數據規劃智慧出行，管
理九巴數據的路訊通在許多巴士站安裝一些探
測器，以做到實時交通信息資訊發佈與交流。

節省塞車等車時間
鍾瑞珍介紹，港府去年年底已經出台了智
慧城市的藍圖，提升城市的管理水平和改善市
民的生活水平。目前在香港每天的公共交通接
載的客量超過1,260萬人次，每公里道路上都
有354輛車。經常會出現塞車、等車，浪費很
多時間。而利用大數據便可以更有效的規劃智
能出行，截至目前政府已推出10個方案和策
略。
鍾瑞珍表示，現在一些香港人每次出門前
都會打開手機看一看出行路線，如她從A點到

B點，分別找巴士的APP，再看港鐵的APP，
再看谷歌地圖，分別找不同的APP，看一下哪
條路線方便一些。如果政府可以主動的收集到
足夠的大數據做一個統合的APP一次性告訴
市民坐巴士、小巴、的士和坐地鐵，分別支付
的錢是多少，出行時間分別大概有多長，民眾
就很願意使用這個APP。
該公司開發的路訊通裝有資訊屏，可以提

供交通、天氣和突發信息。
鍾瑞珍表示，路訊通本身在香港管理了九
巴的一些巴士車身和巴士站的業務，有大量的
車隊和無數巴士站，巴士車隊可以作為一個流
動的交通探測器，探測到實時的交通信息，然
後這些交通信息分析之後，通過人工智能的系
統，讓大家知道哪裡塞車、哪裡不塞車，就可
以更加準確，可以做到實時交通信息的資訊交
流，做到智慧出行。

港府研大數據助市民搭車

港企大數據業務增速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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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大數據學會執行主席
洪為民
「香港應利用多重優勢
爭取在港設國際數據安
全港。」

紅杉資本中國基金
專家合夥人車品覺
「大數據實驗區
可設在河套。」

港企BizCONLINE
創始人李德豪
「公司數據業務
獲得成倍增長，
並擬與貴州合作
拓機遇。」■深港大數據

論壇吸引近
200人參加，
其中數成來自
香港。

洪為民認為，應將香港打造成國際數
據安全港，因為香港兼備「一國」

和「兩制」雙重優勢，一直以來是連接
內地與世界的橋樑，擁有完善的法律制
度、大量信息及通訊科技專業人才，並
且擁有不少數據安全合規和法律人才。
目前許多海底光纖都是在香港上岸，香
港的國際通訊費用相對低廉，因此，完
善的基礎架構設施，包括通訊，電力供
應和物業管理為香港建設國際數據中心
樞紐提供了保障。

籲力爭中央及國際認可
洪為民指出，如果能夠先爭取中央認
可香港的國際數據安全港地位，下一步
香港可以爭取與歐盟及其他國家進行協
商，希望他們也把香港放進白名單，這
樣香港就能夠成為數據中的「瑞士」。
通過擔當國際數據安全港這個角色，香
港將肩負起國際數據中心交換合規、安
全的責任，在滿足各國數據出境監管要

求的基礎上，提供最便捷、最優化的數
據交換路徑，為眾多企業、機構和個人
指明資料出入境安全合規路線。
他建議香港首先成立香港數據行業的

自律行業協會，定出有約束力的行業行
為守則，並自願跟隨國家網絡安全法
規，並與國家監管部門達成共識，把香
港建設成為國際數據安全港，可以讓全
球各地的企業在滿足不同合規的要求
下，進行跨境數據傳輸。

助打造成全球信息中心
與會的香港雲端及流動運算專業人士

協會創始會長陳家豪表示，在國際商務
合作日益升溫，數據跨境傳輸要求也日
益增多的今天，把香港建設成為國際數
據安全港可以讓全球各地的企業在滿足
不同合規的要求下，進行跨境數據傳
輸，將香港打造成全球信息中心，推動
大數據產業很好的發展。

倡選址河套區建實驗區
談到深港大數據如何進行合作時，出

席論壇的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專家合夥人
車品覺則認為，香港大數據的機會來自
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最大的敵人是到
處是煙囪，大灣區的香港、深圳和廣州
等11個城市可將金融、科技、醫療、交
通等大數據打通後，其將帶來很大的合
作機遇。他建議大數據實驗區最好設在
河套，在河套將深港相對不太敏感的行
業進行大數據連通和合作，加強隱私保
護，根據美國經驗，廣告行業合作相對
容易，下一步交通、科技、金融等。
同樣出席論壇的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副

部長楊成偉表示，香港未來作為一個數
據存儲、交易中心，吸引人才進行研
發，而深圳緊鄰香港，加上深港在河套
地區的合作，未來河套是兩地同城化共
同家園，所有的壁壘盡可能消除。深圳
有技術、產業和人才優勢，而香港獨特
的制度和國際信息港優勢，雙方可以很
好的合作。未來深港作為大數據的中心
樞紐，產業發展中心，前景非常廣闊。

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副部長
楊成偉
「未來深港作為大數據
的中心樞紐和產業發展
中 心 ， 前 景 非 常 廣
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大灣區為兩地企業帶
來無限商機。貿發局上周五在簡介會上，分別與珠海市
商務局和惠州市商務局簽訂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備忘錄，
攜手推動在投資與貿易領域的合作。在討論環節中，多
位商界代表還從企業角度出發，探討大灣區創新科技發
展的機遇。

研發成果對接粵企
珠海邁科智能科技本身是傳統機頂盒製造商，由於珠

三角經營成本上升，行內競爭激烈，該集團2016年開
始部署轉型，主力發展光通訊產品，並於2017年獲得
較快速的增長。公司經理孫文波表示，邁科智能科技亦
有發展智能家居和智慧城市等多個智慧及人工智能產
業，以及計劃建立大數據平台。「深圳優於多項創新技
術的研發，珠海和香港可利用大灣區作為技術轉移服務
平台，把研發成果對接廣東省企業。」

鼓勵綠色智能製造
在深圳上市的勝宏科技（惠州）主要生產高密度印刷
線路板，客戶包括蘋果、三星、華為和中興通訊等知名
企業。公司董事長陳濤表示，印刷線路板產業是污染行
業，會產生廢水。由於內地政策鼓勵智能製造和綠色製
造，該公司建設智慧廠房，投產後產能上升。此外，勝
宏科技亦入選為國家級「綠色工廠」，從事高質素生
產，並以創新思維發展創新科技。他認為香港企業可善
用大灣區的智能製造和綠色製造優勢，發掘商機。
廣東雷洋智能科技主要生產機械人和激光探測雷達等

創新產品，擁有自家品牌和多項發明專利。其監事會主
席杜丹指出：「香港法律制度完善，大灣區可借助香港
作為跳板，向歐美國家轉移知識產權（IP）。」

從上周五起舉辦的第15屆香港春
季電子產品展及國際資訊科技博覽
中，「粵港澳大灣區」概念受到廣泛
關注。多位來自珠海、惠州及東莞市
的官員及商界代表，不但介紹港珠澳
大橋通車後，港、珠、澳三地將形成
的「一小時生活圈」配套，還探討珠
海、惠州和東莞在大灣區的定位、產
業優勢及投資機會。
貿發局展覽業務拓展總監溫少文在
會上表示，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
是貿發局其中一項重點工作。春季及
秋季電子產品展分別是亞洲最大春季
電子展和全球領先的電子展，凝聚了
大批大灣區參展商，他們可透過此平
台向外宣傳其電子業和信息產業的優
勢。
廣東省商務廳副廳長陳越華指出，

粵港澳地理相連、語言相通和文化相
融，可共同走向世界，建設更具活力

的經濟區。深圳前海、廣州南沙和珠
海橫琴自貿區是粵港澳深度合作的示
範區，深化自貿區的相互合作，可帶
來更多商機，「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
體化促進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
流，有助加強區內服務貿易自由化、
便利化，以及推動廣東省和港澳兩地
的融合。」

珠海：推動產業園建設
珠海市商務局局長王小彬表示，橫

琴新區、保稅區和洪灣片區一體化，
將吸引更多企業和人才進入該區發
展，並有助推動產業園的建設。珠海
市政府亦推出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
推行促進珠海物流業發展的措施。對
橫琴新區經濟具拉動作用的外資或內
資巨企項目，更可經該區管委會批
准，在認定條件和獎勵政策下，實行
「一事一議」。

惠州：塑造「四區一門戶」
惠州與香港關係密切，惠州市商

務局局長廖巍表示，截至今年3月
止，該市已批准8,500多間港企在惠
州成立。香港與惠州在科技、教
育、醫療和文化旅遊業均有合作。
塑造「四區一門戶」是惠州在大灣
區的發展定位，其範圍包括建立粵
港澳大灣區深度合作承載區、科技
產業創新活力區、社會管理創新示
範區、綠色低碳發展樣板區，以及
大灣區連接粵東粵北和閩贛區域樞
紐門戶，務求全面融入大灣區東岸
「半小時生活圈」。

東莞：拓創新成果轉化
東莞在大灣區的定位是建設區內國

際製造中心。該市商務局副局長林超
明表示，東莞致力強化科技創新成果
的轉化功能、擴大開放合作的示範功
能，以及現代優質生活服務功能。
「深圳堅持以先進製造業為核心，並
與港澳、廣深形成錯位互補的產業發
展格局，從而推動中高端製造，藉以
打造國際製造中心的地位。」東莞在
松山湖和濱海灣新區設大型園區來強
化科技創新成果的轉化功能，香港的
大學學府可首選東莞，藉着其產業配
套和創新環境轉化科技創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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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產業互補 助港創科添優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

■ 陳 越 華
指，粵港澳
地理相連、
語言相通和
文化相融，
可共同走向
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