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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發局創業日激發初企新動力
下周四會展揭幕 逾270展商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貿發局主辦的第十屆「創業日」將

於本月17日（周四）至18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匯聚逾270

家參展商，展示初創企業的創新產品及技術，以及各類創業支援服

務。香港貿發局副總裁葉澤恩昨於記者會上表示，香港初創生態日漸

成熟，去年香港有超過2,200家初創企業，較往年上升16%；上屆活

動的參展商及參觀人數亦較首屆增加超過一倍。

葉澤恩表示，今年「創業日」以「激
發初創新動力」為主題，展示各類

嶄新產品及服務。當中「創新科技區」
（The Imaginarium）的規模擴大，展商
數目大幅增加超過一倍至逾140家，集中
展示各類醫療及生物科技、金融科技、
環保技術、物聯網、人工智能及機械人
技術等。展覽期間，大會將舉行一系列
研討會、創業項目投售（Pitching）、
「問診」及「速配」等活動，協助初創
企業建立人脈，獲取資訊、尋找資金和
招聘人才；同時協助投資者發掘各種具
發展潛力的科創產品及服務。展覽免費
開放予公眾參觀。

設「速配」活動 助初企建人脈
今屆焦點活動「創業導航論壇」邀

請40多位來自不同行業的創業達人分
享成功經驗。論壇首日將邀請在全球
投資了超過 2,000 家初創公司的 500
Startups創業合夥人章浩初、Casetify創
辦人兼行政總裁吳培燊以及日日煮行
政總裁朱嘉盈擔任講者，分享由初創
蛻變成大企業的成功秘笈。在今年的
演講嘉賓中，不少已取得種子基金、A
輪融資或B輪融資，當中包括專營基

因科技公司Prenetics Limited 創辦人及
首席科學官曾志雄、聚焦人工智能的
有光集團首席執行官溫豪夫，以及金
融 科 技 公 司 8 Securities 行 政 主 席
Mathias Helleu等。
談到大灣區時，葉澤恩指，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計劃將結合三地長處，令整個
區域發展更上一層樓。今年展覽吸引多
家來自廣東省及澳門的企業參展，展出
的產品包括仿生機械人和能源管理智能
系統等。
前海管理局、廣東創業、晉峰青年商

會、天使投資基金會及初創匯，將於會
上分別舉行研討會及多項初創比賽，藉
此介紹位於大灣區的孵化中心，以及如
何透過廣東及深圳著名的創業比賽做跳
板，進軍大灣區的初創生態圈。

新增「創業快綫」培育計劃
另外，貿發局今年新推培育計劃「創

業快綫」，通過展覽會和外訪團等活動
創建商貿平台，讓初創企業接觸各地投
資者、買家和潛在合作夥伴，擴展全球
業務。葉澤恩透露，合共逾100家初創企
業報名參賽，反應比預期踴躍。20家躋
身決賽的初創企業，將於5月 18日在

「創業日」上比併，向以前財政司司長
梁錦松為首的評審團闡述其創業理念。
勝出的十家初創，更有機會免費到世界
各地參加展覽會如「邁向全球首選香
港 」 （Think Global, Think Hong
Kong）以及「時尚潮流 魅力香港」
（In Style．Hong Kong）等，開拓新市
場。
貿發局亦計劃於8月舉辦考察團，到訪

大灣區城市包括深圳南山及東莞等，協
助初創企業了解大灣區的初創生態環
境，以及作為生產基地、消費市場的發
展潛力和對專業服務的需求。藝人謝霆

鋒的「鋒助人生」計劃亦會全力支持
「創業快綫」，得獎者有機會於他的節
目亮相，或者獲得其他宣傳機會。

創業日主要展覽內容
■ Go-getters Zone 創業商機區

■ The Boosters 創業支援區

■ The Imaginarium創新科技區

■ Creatopia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葉澤恩（右）指，今年「創新科技區」的規模擴大，展商數目大幅增加超過一倍至逾
140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程敏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花旗
銀行昨日公佈6項開放應用程式介面
（API）的合作計劃，當中合作企業包
括HKTVmall、東瀛遊、友邦香港、八
達通、VISA及蘇黎世保險（香港）。花
旗香港及澳門區行長伍燕儀在記者會上
表示，有關服務自今年3月推出後，已
有超過五成的花旗信用卡客戶於
HKTVmall平台購物時使用，料未來會
積極與更多夥伴合作，推出更多數碼生
活模式的升級服務方案。

夥HKTVmall合推項目
伍燕儀稱，該行為全港首間銀行推出
應用程式介面開發平台，目前已提供7
個類別共37個API。不過目前的合作企
業暫時只有HKTVmall推出合作項目，
期望年內分階段推出市面。
當中，HKTVmall和東瀛遊的消費者
可直接用該行信用卡積分抵消簽賬金

額；友邦香港的客戶到分行購買保險計
劃前，需要進行個人財務分析，新服務
則無須重新填寫銀行已存檔資料，較原
始做法節省約1/4時間；八達通方面，
客戶可透過八達通App，申請該行信用
卡後，由確認新卡至啟動增值服務均由
應用程式進行，亦可為「好易畀」電子
錢包增值；Visa方面，用戶可透過App
掃描特定產品，即時提供翻譯和比較不
同網站價錢等。
金管局副總裁李達志於同一場合表

示，今年1月推出如何訂立銀行業開放
API框架的諮詢文件，至今已收到約40
份意見，預計年中推出政策方向文件，
未來數周會有總結。他表示，開放API
即透過銀行開放內部系統及資料，將銀
行系統及其服務更方便地融合於其他行
業，譬如生活、醫療保健和零售等，期
望可令更多銀行參與其中，建立一個完
善的開放API生態。

恒智續積極擴充安老服務

■花旗銀行昨公佈6項開放應用程式介面（API）的合作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美婷 攝

花旗開放API拓數碼生活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恒智控股
（8405）行政總裁雷志達昨於記者會上表
示，公司自去年7月於創業板上市後至今，
長者宿位數目增長逾38%至814個。隨着香
港人口老化，預期社會對安老服務的需求日
增，故公司將繼續積極擴充業務，期望每年
以新開或收購的方式增加1間安老院舍，即
約100個至150個長者宿位。

冀年增150長者宿位
雷志達指，增加的安老院舍將在香港，

短期內沒有向外擴張的打算，因公司領導層
對香港較熟悉，且認為香港安老服務市場仍
具增長潛力。
新增安老院舍的選址，除考慮現時6間院

舍所在的柴灣、觀塘、沙田與葵青區外，亦

考慮一些人口密集與高齡化的社區，如深水
埗。
談到營運安老院舍的挑戰時，雷志達指

現時租金與薪金支出合共佔公司收益逾半，
近年不斷上揚的租金增加了安老院舍的營運
負擔。不過他多次強調公司「以人為本」，
不會大幅增加住宿費。他透露，現時每位長
者每月的住宿費介乎8,000元至12,000元，
未來加幅將大致與通脹率相近。
此外，由於香港租金昂貴，院舍面積有
限，因此不易像外國那樣引入一些「老人科
技」如大型電動床等，以紓緩現時仍然偏緊
的人手。公司將透過多元化服務，如增加銷
售長者相關貨品及提供高質素的保健服務，
以改善營運效益。恒智控股昨收報0.9元，
無升跌。

聯想成立智能設備業務集團

■左起：恒
智控股行政
總 裁 雷 志
達、主席易
德智。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岑健樂 攝

香港文匯報訊 德國Rocket Internet昨表示，
阿里巴巴集團已收購其南亞電商平台Daraz
Group的全部股權。Rocket Internet未披露財務
細節。Daraz於2012年在巴基斯坦創立，在巴基
斯坦、孟加拉、緬甸、斯里蘭卡和尼泊爾經營在
線市場。Rocket表示，在出售給阿里巴巴之後，
Daraz將繼續以原來的品牌營運。
據新華網報道，本次收購完成後，Daraz將繼

續保持原品牌名營運。Daraz也將充分利用阿里
巴巴在技術、電子商務、移動支付和物流方面的
領先優勢和經驗，推動5個南亞市場份額的進一
步增長。公開信息顯示，這5個市場的總人口超
過4.6億，其中60%人口的年齡在35歲以下。
阿里巴巴集團CEO張勇表示，與Daraz合作

的達成，集團可以通過阿里巴巴的技術和專業知
識賦能南亞地區的企業家，從而更有效為該地區
的消費者提供服務。Daraz是一個支持阿里巴巴
價值觀的偉大團隊，堅信以技術為基礎的商業生
態系統將推動南亞經濟的長期發展。
Daraz聯合CEO Jonathan Doerr表示，公司

已經準備好與阿里巴巴一起為本地區的企業家賦
能，並履行公司的承諾：在高度便利性的基礎之
上，為客戶提供最佳的產品選擇。所有這一切，
均將得到阿里巴巴一流的技術平台、強大的物流
網絡和生態體系內充滿活力參與者的支持。

阿里全購南亞電商平台Daraz

香港文匯報訊 將被剔出藍籌的聯想
集團（0992），其董事長兼CEO楊元
慶昨通過內部信公佈新的集團業務架
構調整。楊元慶宣佈，聯想集團正式
成 立 全 新 的 智 能 設 備 業 務 集 團
（Intelligent Devices Group， 下 稱
「IDG」）。
內媒《新浪科技》報道稱，聯想的組
織升級後，其原個人電腦和智能設備業
務集團（PCSD） 和 移動業務集團

（MBG）將整合成智能設備業務集團，
與原數據中心業務集團（DCG）協同。
同時，聯想集團此次還進行了多項人事
調整。
新成立的智能設備集團，將由聯想

集 團 企 業 總 裁 兼 首 席 營 運 官
Gianfranco Lanci 領導。聯想集團執行
副總裁兼中國區總裁劉軍，將出任中
國區智能設備業務集團負責人，向
Gianfranco Lanci 匯報。常程不再擔任

移動業務中國區產品副總裁，將擔任
該業務中國區代理負責人，向劉軍匯
報。原聯想集團高級副總裁喬健，將
擔任全球首席市場官和市場營銷高級
副總裁，接替將退休離任的 David
Roman。

未來力拓AI物聯網業務
楊元慶在內部信中表示，「我們所處

的行業正在經歷重大變革，從PC互聯

網、移動互聯網過渡到智能物聯網（智
能IoT）的新階段。」其同時透露，未來
聯想集團集中在「智能設備（智能IoT）
＋雲」業務方面。由此不難看出，聯想
集團試圖通過人工智能（AI）結合物聯
網業務突圍。
聯想由於業績及股價不振，日前被恒

指公司宣佈剔出藍籌行列，6月4日生
效，這是聯想第二次被剔出藍籌行列。
該股昨收3.71元，升3.06%。

香港文匯報訊 浩沙國際（2200）昨日宣佈，將
與阿里巴巴旗下阿里體育集團在電商和服飾等方面
展開全面戰略合作，以建設體育運動服務全產業鏈
的創新模式。阿里體育的線上平台將全面支持浩沙
國際的電商，浩沙於全國的銷售網絡也將成為阿里
體育推進新零售的線下場景。雙方還將共同開發符
合國際標準運動培訓課程的運動相關產品，以及在
各類賽事營銷和推出上深入合作。

浩沙國際夥阿里體育拓服飾電商

香港文匯報訊 利豐（0494）昨日公佈，與美
國 創 新 自 動 化 縫 紉 技 術 公 司 Softwear
Automation, Inc.簽署戰略合作協議。Softwear主
要服務家居用品、鞋類及服裝行業等。通過該戰
略合作夥伴關係，利豐將結合自身全球供應商網
絡及Softwear的全自動縫紉生產線，建設針對服
裝及紡織品行業的全數碼化生產供應鏈。雙方將
以T恤供應鏈作為初步合作重點，未來合作亦可
能拓展到其他產品類別。
公司於新聞稿介紹，Softwear的數碼化T恤生

產線僅需一名操作員，便可於每22秒完成一件T
恤的整個生產流程，比手工縫紉快一倍。供應鏈
中生產部分的數碼化為製造商及供應商帶來顛覆
性的改變。包括自動化技術在內的技術解決方
案，能提高製造商的生產力及效率，並為工程師
及技術人員等員工創造全新的、具有更高價值的
就業機會。
利豐集團行政總裁馮裕鈞表示，與Softwear的

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將進一步為集團全程數碼供
應鏈提供可靠基礎。通過是次合作，冀望與部分
製造商共同創建第一個全數碼化的服裝供應鏈，
並藉由該過程中的學習所得，進一步拓展技術規
模，為全球供應商網絡定制解決方案。

利豐夥美企建數碼化供應鏈

香港文匯報訊 華虹半導體（1347）昨日宣
佈，公司2017年金融IC卡芯片出貨量同比增長
超過200%，再創新高。純金融IC卡、社保卡和
居民健康卡等帶金融支付功能的智能卡芯片全年
出貨約4.3億顆。
目前，華虹半導體在成熟0.13微米和0.11微米
嵌入式非易失性存儲器（eNVM）工藝技術的基
礎上，秉承技術優勢，持續升級創新，實現了具
有更先進特徵尺寸的90納米eNVM工藝的量
產。另外，華虹半導體（無錫）正在新建一條月
產能4萬片的12英寸集成電路生產線，公司的工
藝技術能力將提升至65/55納米技術節點。現有
eNVM技術優勢也勢必向縱深化延伸，從而為智
能卡、微控制器（MCU）和安全芯片等產品提
供極佳的製造解決方案。

華虹半導體芯片出貨量破4億

香港文匯報訊 弘達金融控股（1822）昨日宣
佈，投資於希格斯動力科技（珠海），佔60%股
權，造價5,100萬元人民幣。希格斯動力是一家
專注於提供智能服務機械人技術、產品和服務的
高科技公司，管理團隊在人工智能和服務機械人
領域擁有深厚的積累。集團認為兩者將為各行各
業帶來重大轉變，存在巨大的商業機會。預計到
2030年，人工智能將帶動全球GDP增長15.7萬
億美元；2035年，受惠於人工智能科技的先進
國家，其經濟增長率可能翻倍。

弘達金控5100萬入股科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