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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興再助建行推主題信用卡

防「富不過三代」羅兵咸籲早訂接班大計
港一代企業家漸年邁 僅43%訂繼任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常

言道「富不過三代」，原因是家族

傳承規劃得不夠好，到第三代時就

會家道中落。羅兵咸永道昨日發佈

《2018年全球家族企業調查中國報

告》，發覺香港及內地的家族企業

目前有制定繼任計劃的並不高，香

港僅43%，內地更只有21%，都低

過全球水平的49%。羅兵咸永道建

議兩地的家族企業制訂接班計劃，

若第二代繼承人想發展個人事業，

可通過成立家族信託基金，保留公

司股權和投票權，讓專業團隊協助

打理公司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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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兵咸永道的調查顯示，有43%香港家
族企業表示目前有制定繼任計劃，較

內地家族企業的21%為高。羅兵咸永道中
國內地及香港家族企業及私人財富稅務策
劃主管合夥人王志偉昨日出席記者會時表
示，內地家族企業的歷史較短，目前仍然
以第一代企業家掌舵為主，尤其是科技企
業，多數創辦人的年紀也不大，故大多數
未有制定繼任計劃意向。相反，他表示香
港家族企業第一代企業家年紀漸大，對於
接班計劃較為着重。

21%內地家族企業研接班
內地家族企業表示目前有制定繼任計
劃，但相對2016年的比例35%，下降了14
個百分點。
羅兵咸永道每兩年進行一次全球調查，
探索家族企業的發展趨勢。調查顯示，21%
的內地家族企業表示目前有制定繼任計
劃，但相對2016年的比例35%，下降了14
個百分點；內地家族企業有制定繼任計劃
的比例也低於香港的43%，以及低於全球

49%的平均值。
調查又顯示，當被問到受訪者是否有計

劃將公司領導權和管理權、所有權交給下
一代家族成員時，內地和香港家族企業決
策者的熱衷程度不及全球受訪者，並且呈
現下降趨勢。有42%的內地受訪者和45%
的香港受訪者表示他們願意這樣做，但與
2016年調查比較，就分別下跌20個百分
點和24個百分點；至於全球平均值則為
57%。

一代「放手難」或因「創業情結」
接班對於家族企業來說非常重要，調查

顯示下一代成員在家族企業參與度，身為
領導團隊成員香港有38%、內地有35%，
但就低於全球的43%。王志偉解釋第一代
企業家對他們所創立企業的情結或許是他
們不願意放手的部分原因，而第二代繼承
人對事業亦可能有新的想法，未必願意接
班。王志偉續稱，在企業傳承的概念上，
可分為管理傳承和資產傳承，若第二代繼
承人想發展個人事業，可通過成立家族信

託基金，保留公司股權和投票權，讓專業
團隊協助打理公司業務。

75%受訪內地家族企去年銷售增
家族企業往往有不少成員，調查顯示家

族內部衝突管理仍是禁忌，家族企業為了
維護名聲而傾向回避家庭成員之間的矛盾
衝突。在處理家族內部衝突的方法方面，
有52%香港家族企業在直系親屬間處理矛
盾，內地家族企業則為60%；在家族內部
開誠佈公討論問題，香港家族企業有
52%，內地家族企業則有50%。
報告又發現，75%受訪內地家族企業與
55%的香港家族企業於過去12個月錄得銷
售增長，而全球平均值為69%。其中，三
分之二(67%)的內地受訪者表示較去年同期
錄得雙位數增長，比例大約是全球佔比
(34%)的兩倍。
今次羅兵咸永道的2018年全球家族企業

調查於4月至8月期間進行，來自53個國家
和地區的2,953個家族企業接受調查，包括
52家內地家族企業及56家香港家族企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中美貿易
戰正酣，中銀香港高級經濟研究員卓亮昨
於博鰲亞洲論壇青年會議（香港）上嘗試
解釋其起因。他指出自2008年金融海嘯
後，各國央行的量化寬鬆政策將基準利率
推向零，央行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大增，出
現人工製造的「大牛市」，但是金融海嘯
的成因－債務問題卻一直沒有得到解決，
反而進一步惡化，窒礙實體經濟的發展。

卓亮：「反全球化」或因併購過度
此外，他認為量化寬鬆政策扭曲了金融
系統，令多間大型全球上市公司即使持有
海量現金，亦只是不斷進行股份回購或收
購合併，結果令實體投資與生產力增長減
慢，內需難以增長，貧富差距急速惡化，
令部分發達國家的藍領工人出現「反全球
化」傾向，民粹主義抬頭，造成貿易保護
主義升溫。
既然中美貿易戰已經發生，那麼這場爭
端會否長期持續下去，對內地經濟構成不
少打擊？會上嘉賓對此較為樂觀。其中，
黑石集團大中華區主席張利平昨表示，中
美貿易戰「只是一段插曲」，相信問題很
快會解決，因為中美貿易戰持續打下去，
只會兩敗俱傷，不符合兩國的長遠利益。
此外，他認為貿易逆差「只是買多和買
少的問題」，由於內地有不少外匯儲備，

因此可以透過入口更多美國貨品，藉以紓
緩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巨大貿易逆差的不
滿，同時應付內地日益增長的內部需求。

黃友嘉：關鍵技術需加快自主創新
至於同場的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永遠名

譽會長黃友嘉則指出，現時中美貿易戰已
影響到部分香港與內地廠商的訂單，因部
分入口商為避開關稅而轉向越南、孟加拉
等東南亞國家進口貨品。不過他認為美國

真正着眼點不只是公平貿易，而是內地需
要在知識產權保護上作出更大的努力，同
時進一步開放市場，包括金融服務業市
場，以至希望阻止內地高科技產業的快速
發展。
面對當前日益複雜的國際經貿形勢，黃
友嘉認為內地只要繼續保持，甚至進一步
對外開放，同時需要在關鍵技術要加快自
主研發與創新，就可以消弭中美貿易戰對
內地經濟的負面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承興國際（2662）昨宣
佈，再度獲孩之寶授權，就即將公映的
《變形金剛6》於內地開展主題信用卡策
劃業務。集團也將繼續與建行合作，助
力建行推出新的、以《變形金剛6》主
角－大黃蜂為主題的聯名信用卡。
集團與《變形金剛》的IP合作已持續

多年。早在2009年，集團就獲得相關授
權，與建行合作推出了第一張《變形金
剛》主題信用卡。過去十年，伴隨《變
形金剛》系列影片的持續成功，建行的
《變形金剛》系列主題信用卡也獲得目
標使用者群的廣泛認同，並成為主題信
用卡領域最為知名的名牌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 數碼港主辦的年度創投盛
事「數碼港創業投資論壇」(以下簡稱論壇)
昨正式開幕，論壇今年以「驅動創投新浪
潮」為主題，深入探討數字絲路、內地及粵
港澳大灣區的創投發展趨勢等熱門議題，同
時開拓區內最具影響力的投資者及創科企業
網絡，促進項目配對；開幕禮上還公佈，網
絡成功為數碼港初創企業集資超過2.34億
港元。
數碼港主席林家禮亦表示，全球創業家
社群正在急速成長，造就更多改變世界的新
經濟模式。數碼港一直致力營造香港初創生
態環境，扶植本地初創企業，在特區政府的
大力支持及數碼港的支援下，相信香港的初
創企業將能在全球創業投資的環境中脫穎而
出，能夠把握大灣區及「一帶一路」區域發

展機遇，成為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一股重要
動力。

80基金加入投資者網絡
論壇上更首度公佈「數碼港投資者網

絡」（CIN）為數碼港社群在創投對接上達
成的成績。據數碼港投資者網絡策劃小組主
席邱達根介紹，過去一年，CIN促進10個
項目對接，領導初創企業籌集超過2.34億
港元；而加入CIN的基金由去年11月的50
個增加至現時的80個，資金來源亦越趨多
元化，包括私募股權及創投基金、企業投資
者、天使投資者、家族辦公室、協會基金
(association funds) 、加速器及個人投資者，
與數碼港初創企業敢創同行，助其踏上成功
之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Credit-
Go昨宣佈推出個人化信貸評分管理及監
測的網上平台，消費者可無限次查閱自
己的評分，並且每次都是免費。CreditGo
總經理Steven Di Vincenzo表示，數據安
全對所有人都至關重要，公司希望幫助
港人了解所有的個人信貸活動，及時獲
悉個人數據的變化並辨別欺詐活動，以
確保人們能夠掌控自己的財務狀況。
根據2017年9月的調查顯示，香港消費

者普遍對信貸評分的概念十分了解，但對
其運作方式卻知悉甚少。97%的受訪者表
示曾聽聞信貸評分，但其中約一半的受訪
者表示對信貸評分的使用及如何影響日常
生活的理解非常有限。調查中只有50%的
受訪者知道評分對利率的影響，但甚少人
知道對求職方面亦會造成影響。逾70%的
消費者考慮在未來獲取他們的信貸評分和
報告，而幾乎所有消費者都想了解評分如
何影響他們的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 宏利香港昨公佈第三季
及首九個月業績，第三季核心盈利11億
元（港元，下同），與去年同比增
15%；首三季核心盈利34億元，同比增
30%。第三季新造業務價值8.65億元，同
比增17%；首三季新造業務價值為23億

元，同比增28%。第三季年度化保費等
值銷售額為13億元，同比增12%；首三
季年度化保費等值銷售額為36億元，同
比增12%。截至9月30日，代理人數目
與上年度相比增長13%至7,936人並創下
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 經營半導體裝嵌及包裝
解決方案 、 設備及物料業務的ASM太
平洋（0522）昨公佈，於首屆中國國際
進口博覽會與天水華天電子集團旗下的
兩間公司，簽訂價值逾 1.3 億美元的採購
意向書。

天水華天於內地及海外市場從事半導
體集成電路封裝及測試 。於11月6日簽
訂的採購意向書涵蓋其旗下兩間公司：
天水華天科技及華天科技(西安)，於未來
24 個月在半導體生產上需採購的封裝設
備、物料及解決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 亞洲領先的深度旅遊體
驗平台 KKday昨日宣佈，完成由日本
LINE Ventures與阿里巴巴台灣創業者基
金共同領投的B+輪融資。既有投資人，
包括新加坡Monk’s Hill Ventures 與中
華開發資本等，也因看好KKday 未來發
展前景再度加碼。

助加速打造電子化旅遊服務
是次 B ＋輪資金將加速 KKday 應用

新科技打造電子化旅遊服務、優化使用

者體驗等進程。於即將面世的「LINE 旅
遊」服 務 中，KKday 提供超過 20,000
種，遍佈80個國家 、500 個城市的深度
體驗行程供消費者搜尋與預訂，並透過
LINE平台的高度整 合性，為旅客 塑 造
易於與 好友分享、討論的行程預訂渠
道。在全球拓展策略上，KKday 在完成
B+ 輪融資後，未來不僅將繼續深耕日
本、韓國與內地等重點市場，更計劃加
速拓展包括北美、紐澳與歐洲在內的新
市場。

KKday獲LINE Ventures投資策略合作

宏利香港上季新造業務價值增17%

ASM天水華天簽逾1.3億美元意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在
昨天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青年會議
（香港）上，多位嘉賓就人工智能
（AI）的發展與如何推動培訓相關人
才交換了看法。其中，商湯科技香港
公司總經理尚海龍認為需要有系統地
從小進行培養學生的AI意識，又透
露公司現已成為全球首家將AI相關
經驗成果教材化的公司。
螞蟻金服大安全副總經理王黎強亦

認為人才是未來人工智能發展的重
點，他表示目前螞蟻金服員工中，約
60%是工程師，而現時公司亦有把一些科
技平台開放出來，讓青年可以參與其
中。

王黎強：AI須從人才培養做起
此外，王黎強與香港人工智能與機器

人學會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柳崎峰都
認為人工智能的發展應是金字塔型的，
最頂端是應用，中端是基礎研究，而作
為基礎的底部則是人才。因此，他認為
香港與內地若要成功發展人工智能，就
需要人才基礎培養起來。
他們建議香港與內地政府可推出鼓勵

措施，改變高等院校主要只做研究的局
面，而是需要將研究商業化，擴大人工
智能在社會上的影響力與應用，藉以吸
引更多年輕人，特別是香港的尖子「入
行」。

洪為民：內地發展AI具三大優勢
華人大數據學會執行主席洪為民則認

為內地發展人工智能有三大優勢，首先
是內地產業鏈較為齊全，人工智能可應
用的範疇亦較為廣泛。其次，內地是人
口大國，擁有海量數據，而大數據對於
人工智能的發展是一大助力。此外，現
時內地高等院校培養了不少數理方面的
人才，有助滿足市場上對人工智能相關
人才的需求缺口。
科技智庫甲子光年創始人兼首席執行

官張一甲則認為，除了積極擁抱人工智
能的創科人士以外，各傳統產業的工作
者亦可從人工智能的發展中得益，因現
時人工智能尚未可以完全取代人類的工
作，而人工智能可推動工作效率的提
升。

商湯科技：AI知識須從小培養

數碼港去年助創企吸逾2.34億

CreditGo推免費信貸評分服務

■張利平昨表示，中美貿易戰「只是一段插曲」，相信問題很快會解決，因為中美貿易
戰持續打下去，只會兩敗俱傷，不符合兩國的長遠利益。 岑健樂攝

■洪為民認為內地產業鏈較為齊全，人工智能
可應用的範疇亦較為廣泛。 岑健樂攝

■王志偉（左）指可通過成立家族信託基金，保留公司股權和投票權，讓專業團隊協助打
理公司業務。 殷考玲攝

■數碼港主辦的「數碼港創業投資論壇」昨
正式開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