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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邦香港裁員
涉及多個部門

今年4月內地紡織品製造商山東如
意正式入主利邦(891)後，已着手整
合業務，上月尾裁減在港的部分員
工，涉及多個部門，包括營業部、採
購部、行政部及會計部等。市場消息
指，利邦近月於本港及中國內地已經
先後裁員，當中涉及多個部門，有部
分部門的人手更銳減近半。據利邦最
新的中期報告資料顯示，至今年6月
底止，共有員工 2,117 名，按年少
9.7%，當中香港及澳門有 470 名員
工、中國內地有1301名、台灣及其
他地區分別佔173名。

勁蝕25億ESPRIT母公司
炒四成非前線員工

時裝品牌ESPRIT母公司思捷環球
（330）最新業績勁蝕逾25億元，公
司管理層公佈重組大計，裁減近四成
非前線員工，香港員工明年農曆新年
後將陸續收到通知。 新任行政總裁
Anders Kristiansen於香港舉行投資者
日，強調 ESPRIT 從來不是快時裝
（fast fashion）品牌，將來亦不會走
這條路，當務之急需要簡化公司架構
及關閉持續虧損門市。 截至今年6月
30日，思捷在全球合共聘用相等於超
過6,400名全職僱員，較去年6月底
超過7,300名僱員數目已經大幅減少
了900人。

零售巨頭倒下
美國百年老店西爾斯申請破產
在債台高築和業績不佳的雙重壓力

下，擁有百年歷史的美國零售巨頭西
爾斯百貨走向消亡。10月 15日，西
爾斯正式向美國破產法院申請破產保
護。據悉，西爾斯首席執行官Eddie
Lampert 正與債權人協商緊急融資，
以望在破產程序中獲得5億至6億美
元的融資，能使西爾斯在關鍵的年底
購物季節之前有機會逃避清算，包括
美銀美林、富國銀行和花旗銀行在內
的美國多家大型銀行或將提供大部分
融資。

雙11業績很好
但優衣庫稱實體店不可取代
天貓數據顯示，2018 年雙 11 期

間，優衣庫躋身 10 億成交額俱樂
部，排名第八。即使如此，優衣庫依
然準備大幅擴張實體店，其認為「實
體店不可取代」。優衣庫官方稱，品
牌目前在中國擁有超過一億的粉絲。
優衣庫打通門店網店全平台開放銷
售，在「雙11」前夕上線「掌上旗艦
店」APP，實現 A 地下單、B 地取
貨，並在35秒內銷量破億。據天貓
數據顯示，在剛過去的雙11中，優
衣庫在女裝品牌中銷售額排名第一，
在男裝品牌中銷售額排名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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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屆香港時裝節秋冬系列即將舉辦
香港貿易發展局將於2019年1月14至17日假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舉辦第50屆「香港時裝節秋冬系列」，大會迎來1400
家本地及海外參展商。展覽分為多個主題展區以照顧業內不
同的採購需求，為買家提供清晰而豐富的採購選擇，由成
衣、設計師品牌和上游產業原料，包括布料和輔料等；以至
商貿服務及最新能應用於時裝及制衣的科技，展覽均能提供
一站式採購方案。2018年首度登場的「時尚制服及工作服」
展區今年載譽歸來，為工商機構、服務供應商等提供前線人
員工作服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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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貿易戰陰影及中美對抗情緒加劇，今年以來，中、港股
市劇烈波動下行，與此同時人民幣貶值令中國內地進出口亦有
所影響，但香港首十月紡織品、服裝(下簡稱紡衣)出口暫未受
到嚴重影響。
據港府統計處資料，今年1-10月香港紡衣出口1403.17億港

元，較去年同期略減2.1%，僅緩緩下跌；其中服裝出口
908.17億港元減幅3.3%；紡織品494.46億港元，微升0.1%，
局部有止跌回升跡象。
香港紡衣出口結構早已由本地產品出口為主轉為經港轉口為

主，目前兩者比例接近1:99。隨着本地紡衣生產式微，出口已
成微不足道，近年亦以每年雙位數字跌幅下降；但是今年1-10
月暫時有回升跡象，其中本地產品總出口7.8億，升幅2.1%；
紡織品升幅5.6%，而服裝則下跌4.5%。
四大主要出口市場中，東盟10國繼續有上升趨勢，整體出
口到東盟數字上升2.0%，本地產品更上升19%。但是除東盟
外其他主要市場均續減，其中內地下跌1.7%、歐盟下跌
6.3%；美國下跌5.1%。

香港紡織商會 余青

貿易戰暫未見影響港出口 首十月跌幅輕微

香港研發「聰明眼」 自動檢測紡織品質量

環保紗廠啟業 香港科技園推「再工業化」

香港紡織商會輯

香港特區政府於10月10日發布新一份《施政報告》指，政府將為「再工業
化」發展投入40億港元。《施政報告》提出兩項新措施，即成立20億港元的
「再工業化資助計劃」，並向香港科技園公司提供20億港元，在工業村興建
專項製造業所需的生產設備，以加速「再工業化」發展。香港業界對「再工
業化」進程中融入科技應用均持積極態度。2017年12月，香港工業總會調查
顯示，與2016年相較，超過60%的企業提高了研發開支，平均增幅高達
20%；近80%受訪企業未來3年會增加研發開支，平均增幅高達18%；約
90%受訪企業認為有需要引入物聯網及自動化技術。

港零售業步入寒冬 15個月最弱
渣打及滙豐環球研究將香港今年全年經濟增長預測，

由3.8%分別降至3.6%及3.5%。根據政府統計處數據公
布，9月零售業總銷貨值為366億元，按年升2.4%，大
幅遜於市場預期的6.7%，增幅更是2017年6月以來的15
個月最弱。政府指出9月零售銷售增長放緩，既受到颱
風山竹襲港對旅遊業帶來影響，同時本港消費已受中美
貿易戰，以及股市調整所拖累。

紡織品製造商以往均依賴工人用目測方式，檢查
紡織品的品質，但人手檢測結果或會出現參差。香
港理工大學最近研發一套名為「聰明眼」的智能紡
織品瑕疵檢測系統，成功將人工智能（AI）的深度
學習技術引入紡織工業的質量控制過程，能減少生
產紡織品次貨量達9成，從而減低生產過程中造成
的浪費。

助節省人力省生產成本
該套「聰明眼」系統由理大紡織及服裝人工智能
研究團隊研發，團隊表示，「聰明眼」是一個融合
了人工智能和機器視覺技術的創新系統，該系統嵌
入了高功率 LED 燈 條 和高解像度的 CCD
（charge-coupled device）相機，再安裝於織布機
上，在紡織過程中拍攝整幅紡織品的圖像，所得圖
像會經過採用人工智能的機器視覺算法處理，以檢

測紡織品是否有瑕疵，讓生產綫負責人能盡快找出
問題並即時糾正。
研究團隊指出，「聰明眼」能檢測約40種常見的

紡織品瑕疵，精確度達0.1毫米/像素，該系統在真
實的工廠環境中已試行逾半年；結果顯示，「聰明
眼」相比傳統肉眼目測方式，能減低紡織品製造過
程中產生的9成損耗和浪費，能同時提升生產效率
及降低生產成本，並有助節省人力，提高紡織製造
業的自動化管理。
理大紡織及服裝學系鄭翼雄時裝教授黃偉強稱，

由於紡織品的結構繁多，紋理和瑕疵類型亦有很大
差異，故要設計一款切合不同紡織品的自動化瑕疵
檢測系統，難度相當高。他續指，過去20年尚未有
人成功研發出滿足業界需求的自動化檢測系統，目
前「聰明眼」的系統，可應用於大部分不同紋理的
單色紡織品上。 香港紡織商會 楊朱

■黃偉強指，「聰明眼」系統結合人工智能、大數據、深度學習技
術和機器視覺算法，將紡織品生產質量控制過程自動化。

全球金融危機後，歐美國家尋找
新經濟增長點，「再工業化」亦成
發展策略，並推動產業智能化，出
現了「工業4.0」的新思維。
香港科技園是本港促進「再工業

化」的其中一個重要推動者，負責
管理本港大埔、元朗和將軍澳三個
工業邨。為了支援以創新和科技為
本的產業、提升製造業發展，政府
提出善用工業邨的土地；2015年，
科技園修訂工業邨政策，在工業邨
內改造專用工業大廈，發展高增值
和高技術生產工序，針對綠色科
技、生物科技及製藥等行業。
三年前，科技園於大埔工業邨收

回一幢本用於重工的工廠大廈，經
改裝翻新後，於去年打造成樓高四
層、每層約兩萬呎的「精密製造中
心」，已出租予四家創新企業，其
中包括了龍達紡織（Novetex）開設
的「龍達環保紗廠」。紗廠是傳統
行業，龍達紡織與香港紡織及成衣
研發中心（HKRITA）合作，應用
循環再造紡織技術，成為首家舊衣
升級再造工廠，也是本港五十年
來，再次有紗廠回歸香港設廠。
香港每年產生大量廢棄紡織品。

2016年，廢棄紡織品超過12萬噸，
大部分被送到堆填區。龍達環保紗
廠蒐集的廢布料，先經分類後，除

去拉鍊、喼鈕、鈕扣等，再分類顏
色後打碎，經臭氧、風乾、紫外線
消毒，就可再紡成毛紗，毋須另行
染色。布料可混入不同物料，製成
不同用途的高質素毛紗。龍達紡織
行政總裁陳永安指，升級再造工業
系統將廢料再造成優質毛紗，成本
可低三成。全球羊毛和棉花產量下
降，導致原料價格趨升，加上循環
再造紡紗成本更低，既符合經濟原
則也環保。
科技園行政總裁黃克強向傳媒表

示，「精密製造中心」不一定預留
予初創或高科技行業，也可能是升
級轉型的傳統行業；以龍達紡織為
例，就採用大量自動化，可帶動本
港高增值行業。 新一代工業高度自
動化，佔地不必太大，科技園就
「精密製造中心」選擇租戶，以技
術和流程創新者優先，以示範推動
「再工業化」。
「再工業化」鼓勵製造業轉型智

能生產，利用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等
技術進行產業升級，並鼓勵過往低
增值的傳統製造業回流香港，轉變
為高增值行業。近期中美的貿易
戰，令不少香港製造業積極考慮回
流，「再工業化」再增添了新一重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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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首個廢舊織物回收標準深圳實施
深圳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事務中心牽頭制定的內地首個針對垃圾分類單一類別
的地方標準《廢舊織物回收及綜合利用規範》正式實施。規範對廢舊織物回收、
暫存、分揀、貯存、清洗消毒、再生利用、處理處置等方面的要求作出規定，適
用於深圳市範圍內廢舊織物回收企業和綜合利用企業的有關經營活動。其中，規
範明確指出廢舊織物綜合利用企業的工作場所包括廢舊織物貯存區、預處理區、

再生利用工作區、打包區、成品區，應不少於800平方米，消毒區不少於200平方米。
累計廢舊織物綜合利用企業面積應不少於1000平方米。規範的出台進一步強化了廢舊
織物的全過程管理，提高了深圳市對廢舊織物回收和綜合利用的標準化、規範化水平。

中國11月官方製造業指數跌至2016年7月新低
中國11月官方製造業指數（PMI）50.0，預期50.2，前值50.2，為2016年7月以來新
低。11月官方非製造業PMI 53.4，預期53.8，前值53.9，比上月回落0.5個百分點，表
明非製造業增長有所放緩，但仍在擴張區間。11月官方綜合PMI 52.8，前值53.1，表
明內地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繼續保持擴張，但活躍度有所減弱。

工信部副司長：引導金融資本支持紡織業民營企業
12月1日，在上海舉行的2018年中國紡織行業投融資論壇上，中國政府工信部消費品

司副司長曹學軍表示，紡織行業轉型發展，離不開金融支持，為適應行業新發展，工業
和信息化部與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開展深度合作，指導制定了《紡織行業產融結合三年
行動計劃》，發布了重點培育擬上市企業名單等。加強政策的協同配合，用好各類基
金、財政資金與金融政策的配合，引導金融資本擴大對民營經濟、小微企業的支持。

跨境電商優惠政策擴大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11月21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延續和完善跨境電
子商務零售進口政策並擴大適用範圍，擴大開放更大激發消費潛力。會議決定，從
明年1月1日起，延續實施跨境電商零售進口現行監管政策，對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
品不執行首次進口許可批件、註冊或備案要求，而按個人自用進境物品監管。又對
跨境電商零售進口清單內商品實行限額內零關稅、進口環節增值稅和消費稅。提高
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商品限額上限，將單次交易限值由目前的2,000元提高至5,000
元，將年度交易限值由目前的每人每年2萬元提高至2.6萬元，今後隨居民收入提高
相機調增。 香港紡織商會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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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加碼推動再工業化

中紡到訪探討加強與港企合作
11月12日，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副會長張錫

安（前排左二）、主任王維東（後排左三）、紡織
部韓嘯（後排右一）連同安徽輕工國際貿易股份有
限公司朱東風副總裁（後排右二）到訪香港紡織商
會，共同探討如何加強與香港企業的合作。

本會赴廣州賀中紡三十周年
11月1日，本會會長蕭盧慕貞（左二）、永遠

榮譽會長黃守正（左一）和常務副會長關淑敏
（右一）等一行赴廣州出席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
會三十周年暨2018廣交會時尚周(秋季)時尚之
夜。並邀本會會長蕭盧慕貞致辭。

9月19日，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張新民副會長（前排左
二）、代克勝主任等一行赴港，與本會會長蕭盧慕貞（前排
中），永遠榮譽會長黃守正（前排右一）、陳愛菁（前排左
一），監事長呂耳絲鳴（後排右一）等進行會談，就中美貿易糾紛
升級下，香港紡衣業的現狀和前景等問題進行分析，希望兩地共

求合作及發展，
同時 探討兩會
今後合作計劃；
當晚還邀中聯辦
經濟部貿易處劉
亞軍副部長（前
排右二）、貿易
組處長徐銘一同
參與。

本會與中紡會談分析香港紡衣業前景
9月10日，本會名譽會長林宣武（前排右二）榮

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本會
同仁亦感到與有榮光，為此，本會特安排晚宴慶
祝，並邀請立法會梁君彥主席（前排左三）及陳永
棋先生（前排右三）一同參與。

名譽會長林宣武榮獲「金紫荊星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