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長江和記集團在拓展「新零售」方面快馬加鞭，這次是與出品美圖秀秀的美圖

公司（1357）合作，在旗下屈臣氏及3香港，如香港屈臣氏引入美圖公司旗下的「美圖魔鏡」，

提供600款美妝產品，讓愛美一族盡情試用及自由配搭不同妝效，虛擬專屬個人潮流妝容，下載

不同造型的照片及產品預覽。香港屈臣氏本月下旬將率先於旺角銀行中心及尖沙咀金馬倫道分店

引入「美圖魔鏡」，計劃明年上半年於約30間店舖陸續引進「美圖魔鏡」。

長和新零售新零售 屈臣氏引入美圖魔鏡
600款產品虛擬試妝 啱心水才買

長和昨宣佈與美圖公司組成策略聯
盟。美圖公司將與長和旗下屈臣

氏及3香港合作，圍繞美圖「美和社
交」戰略，以結合社交媒體與零售的
嶄新商業模式，為千禧世代的顧客帶
來嶄新互動的線上線下購物體驗。

上班約會美妝輕鬆配搭
香港屈臣氏將率先引進美圖公司旗
下「美圖魔鏡」，提供多個國際美妝品
牌，高達600款美妝產品，讓愛美一族
盡情試用及自由配搭不同妝效，虛擬專
屬個人潮流妝容，下載不同造型的照片
及產品預覽，讓顧客可隨時隨地享用結
合科技及大數據的線上線下購物體驗。
「美圖魔鏡」更糅合美妝師所推介多款
不同風格的潮流妝容，一按輕鬆配搭上
班及約會的推介美妝。
據介紹，「美圖魔鏡」運用美圖公

司的「智能美麗黑科技」，智能識別人
臉特徵，即時記錄顧客使用過程數據，
助香港屈臣氏制定科學化及提升顧客互
動的策略。通過即時虛擬試妝，美圖
App可向顧客推介合適他們妝容需要的

產品，並在「美圖魔鏡」內準確展示使
用各款美妝後的使用效果，讓顧客享受
更方便舒適的購物體驗。

香港明年開通美顏相機
美圖App內的美顏相機亦會因應是

次合作升級，顧客能夠一次過完成
「拍照─皮膚測試─智能推薦」的體
驗，屈臣氏會率先於今年10月底在內
地開始進行產品推薦，而香港屈臣氏
則會於明年第一季開通此功能。美顏
相機在未來會使用人工智能，根據顧
客皮膚測試結果和皮膚數據庫與屈臣
氏產品庫配對，為顧客提供全新的智
能購物體驗，也為顧客提供專業的屈
臣氏皮膚管理方案，讓顧客更準確了
解和按照需求選擇產品。
至於與3香港的合作，美圖將「美

圖定制」服務引入香港，3香港客戶
將率先體驗這項一站式個人化產品訂
製的增值服務。用戶使用港版美圖秀
秀處理照片後，可通過「美圖定制」
直接列印在手機殼、服飾、雨傘、布
袋、水杯和滑鼠墊等生活化家居物品

上，隨時隨地製作屬於自己獨一無二
的個人化用品，亦可以為親友送上與
眾不同的驚喜禮物。

霍建寧：合作創三贏局面
長和聯席董事總經理霍建寧表示，

是次合作能夠提升長和業務在線上線
下與消費者的互動，美圖用戶可透過
先進的人工智能以全新的方式體驗美
妝效果並獲得產品推介，為屈臣氏在
內地及香港開拓客源之餘，更可讓用
戶享受最佳的消費體驗。3香港客戶
更可通過與美圖的合作，體驗自己設
計個人化產品及一站式流動購物的樂
趣，投入全新的網上消費模式。他形
容此次合作對顧客、美圖以及長和而
言，是三贏的局面。
美圖公司首席運營官程昱也表示，

美圖擁有最廣泛的在線女性用戶，長
和擁有最龐大的女性顧客群。美圖與
長和的合作，能夠進一步釋放美圖平
台用戶價值，推動「美和社交」戰
略，提升與顧客的互動，幫助用戶在
現實生活中變美。

▲顧客可使用美顏相機體驗，根據顧
客皮膚測試結果和皮膚資料庫與屈臣
氏產品配對。

◀香港屈臣氏本月底將引入「美圖
魔鏡」，運用美圖智能識別人臉特
徵為顧客提供虛擬試妝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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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貿發
局第38屆香港秋季電子產品展（秋電
展），及第22屆國際電子組件及生產
技術展昨結束，4天展期共吸引近
87,000名來自139個國家及地區的買家
入場參觀採購，多個市場的買家數字錄
得理想升幅，包括成熟市場的加拿大、
意大利、新加坡、台灣及英國，以及新
興市場的巴西、中國內地、印度、印
尼、馬來西亞及俄羅斯等。

港商加強研發創商機
香港貿發局副總裁周啟良表示，面

對不明朗的環球經濟，港商積極加強
研發工作、開發新技術，推出各式各

樣創新電子產品。從今次展會看到，
他們成功把人工智能、擴增現實
（AR）等技術廣泛應用於不同種類的
電子產品，吸引環球買家垂注。
「科技館」是秋電展焦點之一，包

括有機械人及無人操控技術、智能科
技、虛擬現實（VR）、3D打印及初
創專區。首次參展的「塗鴉智能」在
展會上展示旗下家用電器和照明產品
等人工智能解決方案，希望藉着秋電
展開拓國際市場。該公司的業務拓展
經理方林深表示，現場不少買家渴望
將其傳統產品升級為智能產品，公司
已經與來自歐洲、北美和東南亞的新
買家建立聯繫，正在商討合作方案。

台灣初創展商Serafim Technologies
Inc.帶來的紅外線投影虛擬鍵盤也受到
買家歡迎，公司執行長陳國仁表示，
在展會上結識到香港、內地、東南
亞、德國、意大利及俄羅斯的新買
家，並即場接獲5,000套產品訂單，對
參展成果感到滿意。

60%人稱貿易戰影響負面
貿發局還委託獨立調查機構在展會

期間訪問了1,043位參展商及買家。調
查發現，有六成受訪者認為最近的中美
貿易摩擦對其業務界別的出口表現有負
面影響。大約四成受訪者預期明年的銷
售額會有所增長，比率較去年展會的調
查少13個百分點。另外，最多受訪業
界看好的傳統市場是日本（75%），其次
是韓國（73%）及西歐（72%）；最多受訪
業界看好的新興市場為中國內地
（77%）、中東（76%）及東盟（76%）。
產品趨勢方面，受訪者認為2019年

具最大增長潛力的電子或電器產品類別
為影音產品（17%），其次為電子或電器
配件（14%）及數碼影像產品（9%）。針對
擴增現實（AR）和虛擬現實（VR）裝置，
有近八成受訪者看好未來兩年相關市場
的發展，而最多人看好的AR和VR相
關產品是手機及網絡遊戲（57%）及視聽
娛樂產品（45%）。
至於機械人產品，有 67%受訪者看好

未來兩年相關市場的發展，當中最多人
看好的是娛樂用途產品如玩具機械人
（40%）、家居電器如吸塵機械人（36%）
及醫療應用如康復治療（24%）。

創新產品秋電展受歡迎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掀起的中美貿
易戰，禍延全球。一項路透調查顯
示，受中美貿易戰影響的日本企業已
增至三分之一，從5月時的3%大幅上
升；企業對從中國出口其商品、以及
中國需求放緩都感到憂慮。
調查還指，53%的企業擔心貿易摩

擦升級的影響；少數企業已開始研究
將出口產品的生產從中國轉移至其他
國家。在認為受到衝擊的企業中，大
多數企業稱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感
受到影響，僅有2%的企業稱影響巨
大。不過企業的擔憂在於貿易戰的影
響會大幅惡化。
野 村 證 券 資 深 分 析 師 Masaki

Kuwahara表示，「如果貿易戰全面爆
發，將損及日本出口和供應鏈，進而
打壓資本支出和消費者支出，並可能
損害日本整體經濟」。
一位汽車行業高管說道，「貿易摩

擦對那些從中國購買原料並在美國生

產的企業構成嚴重影響。」這位高管
並稱，「即使我們考慮採取措施規避
關稅，我們能做的也很有限。」

中長期需求或下降
9月27日至10月10日的調查顯示，
非製造業企業與製造業企業一樣擔心
貿易戰的影響。一家建築公司經理
稱，任何直接的影響可能都較小，但
商業環境低迷以及對未來的焦慮可能
造成中長期需求下降。
調查訪問了482家大中型非金融企

業，其中約240家回覆了有關貿易戰
影響程度的提問。在被問及如果他們
在中國有出口基地、是否考慮把工廠
撤出中國時，97家回覆該提問的企業
中有13家表示，他們在考慮這種做
法。
考慮轉移生產的企業中，大部分表

示，他們在考慮把東南亞作為備選方
案，部分企業在考慮把生產遷回國

內。沒有人選擇美國。

研將工廠撤出中國
公開表示可能將轉移生產的企業包

括Toshiba Machine，該公司計劃將出
口至美國的塑料成型機的生產從中國
轉移至日本或泰國。三菱電機將出口
至美國的機器的生產從中國大連轉移
至日本名古屋的一家工廠。
調查還顯示，40%的日本企業認為

貿易摩擦可能在未來三年擾亂供應
鏈，很多企業擔心原材料和部件進口
價格可能飆升。但只有11%的企業表
示，目前在考慮應對潛在貿易戰升級
的舉措。而那些考慮應急計劃的企
業，最常提到的舉措包括轉移生產，
以及將銷售和採購路線多元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上周將

今明兩年經濟增長預估從3.9%下調至
3.7%，貿易緊張情勢和關稅措施是主
要原因。

調查：1/3日企受中美貿易戰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共享工作空間公司theDesk昨宣
佈，將擴充其空間至第四個據點。新共享工作空間將
佔用金鐘統一中心的其中一個樓層，面積達36,000
方呎，是theDesk迄今面積最大的共享工作空間，成
為theDesk的旗艦空間，提供私人辦公室、共享辦公
桌及活動空間，預計於明年第一季正式啟用。
theDesk行政總裁及聯合創辦人許飈表示，現時
香港致力發展成為智慧城市，並將於以創新及科技
為主的大灣區擔當重要角色，預期未來將為科技企
業帶來更多商機。theDesk開設這個新共享工作空
間的其中一個目標，正是為創新會員創造一個完美
的平台，促進彼此交流和開拓業務發展的機會。
他深信新據點位於香港商業核心地段的全新共
享工作空間將貫徹theDesk的創辦理念－靈活、
效率、社區，繼續協助公司的會員把握在這個全
球領先的金融及商業中心所帶來的機遇。
許飈又稱，公司成立至今短短兩年，從西環的
第一個共享工作空間，擴充至位於銅鑼灣鬧巿中兩
個甲級共享工作空間，乃至現時坐落於香港核心商

業區的全新旗艦空間。秘訣是為會員提供一個可以
專心發展業務的空間，又向適合及潛在的商業合作
夥伴引薦他們的業務和提出配對，旨在協助他們取
得成功，這就是「Co-work 2.0」概念，未來將持
續於香港及國際巿場拓展業務和增加據點。

共享空間theDesk進駐統一中心

■共享工作空
間 theDesk 於
金鐘統一中心
的 面 積 達
36,000方呎。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蘇寧控股昨宣佈，公司將積極參與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簡稱「進博會」），並將於
11月6日舉辦「2018蘇寧全球智慧供應鏈峰會」。
蘇寧上個月公佈了其「2018-2020全球採購計劃」，
蘇寧易購副主席孫為民表示，公司計劃在未來兩年內
進口價值100億歐元的產品。他指，本屆進博會提供
了最佳平台，讓公司有機會與盡可能多的優秀品牌碰
面。他預計，此次進博會期間，將至少引進1,000餘
種內地市場尚未銷售的產品和服務。
此次進博會是中國政府舉辦的首屆進口主題展
會，將於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舉行。根據其官

網介紹，此次進博會是中國首屆進口博覽會，有
望為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提供強力支持，積
極面向全世界打開內地市場。來自所有G20成員
國以及「一帶一路」沿線的50個國家和地區共
2,800家企業將參加進博會。

惠而浦國際米蘭等參展
作為官方指定的組展機構之一，蘇寧已成功邀請

AO史密斯（A.O Smith）、惠而浦（Whirlpool）
和Metcash等多家長期合作夥伴前來參展。2016年
被蘇寧收購的國際米蘭足球俱樂部（FC
Internazionale Milano）和蘇寧旗下日本最大的電
子產品零售商Laox將在服務貿易展區參展。國際米
蘭足球俱樂部將是唯一一家參展的足球俱樂部。
蘇寧將於11月6日舉辦首屆進博會官方配套活
動「2018蘇寧全球智慧供應鏈峰會」，蘇寧的合
作夥伴、行業同僚以及政府官員等將出席此次峰
會，分享和交流他們有關零售業發展前景的觀
點，並探討內地持續擴大海外進口為全球貨物和
服務貿易帶來的新機遇，以及內地的零售模式將
如何促進國內外品牌的共同發展。

蘇寧「進博會」擬引逾千新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繼百度
外賣被收購後又有新動作，近日阿里旗下的餓了麼
宣佈將百度外賣升級為「餓了麼星選」，主打高端
餐飲平台。業內認為當前消費升級趨勢未變，在外
賣平台細分高端市場有助成為新利潤增長點。
自餓了麼收購百度外賣以後，阿里又收購餓了
麼，目前已是阿里旗下的百度外賣，正式進行更
名，成為「餓了麼星選」。據介紹，「餓了麼星
選」係餓了麼旗下的高端外賣及生活服務平台，
其中商家從200多萬的活躍商家中，依據6個緯
度、5輪篩選、25項考量層層選拔產生，旨在提

供更高質的食品和服務。
據易觀智庫報告顯示，2018年內地互聯網餐飲

外賣市場規模有望達2,455億元人民幣，特別是
一批數量不少的高端用戶對補貼敏感性較低，更
注重物流服務和菜品質量。業內因此認為，消費
升級仍是當前主流，高端餐飲外送市場將成為行
業下一個掘金點。
另外，「餓了麼星選」還將實現高端定製服
務，類似生日宴席蛋糕、商務會議茶歇、甚至婚
禮酒席、戶外野營燒烤等餐飲外送，均可按用戶
需求完成。

百度外賣升級 攻高端市場

■創科局局長楊偉雄(左一)參觀秋電展，與現場初創企業交流及了解港商最新
科研成果。

■■蘇寧將於蘇寧將於1111月舉辦月舉辦「「20182018
蘇寧全球智慧供應鏈峰會蘇寧全球智慧供應鏈峰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