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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漸現 貿戰或礙外資投初創

香港文匯報訊 據彭博消息，阿里
巴巴收購位於德國柏林數據處理公
司 data Artisans。據 Tech.eu 報道
稱，此次交易金額為 9,000 萬歐
（約7.07億元人民幣）。公開資料
顯示，data Artisans由開源流處理框

架Apache Flink的創始人於2014年
建立，公司總部位於德國柏林。
早在2008年，該公司就已經作為

柏林理工大學一個研究性項目，開
始研發技術，這也就是Flink的前
身。

聯志：設玩具廠首選越南印尼

阿里7億購德大數據公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中美貿易戰
有望停火，但後續發展仍然難以預料，外界
關注會否波及外資在港投資。投資推廣署助
理署長吳國才昨出席記者會時表示，目前未
見到貿易摩擦對本港營商環境帶來衝擊，同
時仍有不少外資繼續來本港尋找投資機會，
但他同時亦形容，貿易戰中不會有贏家，又
預期因貿易爭拗而衍生的問題將陸續浮現。
吳國才表示，在中美貿易戰下，股市雖然有
起跌，但本港基本面仍然穩健，預期日後仍
可以吸引不少初創企來港。

港優勢多 助吸初創企
他解釋，對於初創企業而言，最關注幾項
問題包括融資、生產供應鏈、擴充市場及人
才等，本港在上述各個項目都有優勢，例如
擁有不少融資平台、資源充裕，加上面對大

灣區機遇等，相信都有助吸引初創企來港
發展。

創逾9500職位 年升51%
吳國才提到，香港初創企業去年增至
2,625間，按年升18%，這些初創公司業
務範疇廣泛，當中包括金融科技、電子商
貿、供應鏈管理、物流科技、專業或諮詢
服務、資訊科技等，當中逾三分之一的初
創公司創辦人均來自本港以外地區，而所
創造的就業職位按年升 51%至約 9,548
個。

「StartmeupHK創業節」月底舉行
另外，投資推廣署將於本月21日至25日

舉辦「StartmeupHK創業節」，主題涉獵健
康科技、生活及零售科技、智慧城市、人工

智能及教育、金融服務等，逾200名來自不
同地區的專家將來港參與或進行主題演講
等。

香港文匯報訊 聯想集團（0992）
執行副總裁兼中國區總裁劉軍近日
宣佈，調整聯想中國區組織架構，
新設大客戶事業部、中小企業事業
部和消費事業部，以加大客戶中心
轉型的力度，建立更加以客戶為中
心的組織和運作模式，聚焦三大客

戶群——大客戶、中小企業客戶和
消費客戶。
他指出，誰更貼近客戶、更快速

洞察需求變化、快速順應客戶旅程
變遷，將成為制勝的關鍵。這也是
聯想時隔8個月後，又一次進行架構
調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 農曆
新年快到，各大商場積極部署搶傳統
消費黃金檔期。九龍灣MegaBox 今
年斥資逾數百萬元打做「MegaBox．
Sanrio characters 六星金豬齊報喜」
主題活動，MegaBox總監文靜芝預
計，新春期間(1月9日至2月24日)該
商場的客流及營業額可望按年升
10%，人均消費則預計按年升15%。

家電銷售按年升幅逾15%

於「MegaBox． Sanrio characters
六星金豬齊報喜」新春主題大型賀
年裝置，6位 Sanrio 家族成員齊齊
換上全新賀年新裝，20呎高六星金
豬花燈庭旁掛滿喜慶Sanrio 家族燈
籠及 Sanrio characters 好運機動風
車，寓意新年風生水起，好運齊
來，8呎闊金碧輝煌的My Melody
及 5呎闊玉桂狗以疊羅漢方式聳立
於花燈庭中央向大家拜年。

東九商廈私宅入伙利生意
文靜芝稱，MegaBox去年全年人流

升逾 10%，營業額全年平均升近
10%，當中家品及電子產品表現較突
出，營業額按年升幅達15%至20%，
人均消費亦按年升10%。
縱然政府早前公佈去年11月零售數

據升幅放緩，她對MegaBox 今年的
生意仍保持樂觀，主要因為東九龍正

有不少新商廈入伙，及鄰近啟德區有
多個私人住宅項目入伙，帶動區內人
口增長，有利該商場。她透露，Meg-
aBox會不斷優化商戶組合，今年將有
2間全新食肆開業，令食肆數目增至
40間，集團期望該商場每年有逾10
間 新 店 開 業 及 逾 10 間 快 閃 店
（pop-up store）。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香港玩具
展正在舉行中，在昨日的環球玩具業市場展
望中，聯志國際行政總裁譚祖德介紹，為分
散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風險，玩具業廠家可
選擇「一帶一路」沿線的新興市場國家設
廠，他還根據自身經驗建議，亞洲區內，印
尼和越南將是最好的選址地。
譚祖德透露，公司歷經兩年半在印尼落成
工廠並於去年9月開始試產，恰巧遇上中美
貿易戰，印尼廠房意外成了公司的庇蔭，顯
出價值。他認為，越南和印尼勞動人口十分
密集且仍處於勞動成本較低的狀態，相應的
政策、設施都較為完善，能夠成為香港、內
地等廠商的首選。

提及印度，他則表示應謹慎對待，當地
在法規、政策等方面仍有許多待改進的地
方。

智能玩具需求料續擴
同場合，歐睿國際信息諮詢高級分析師

Jonathan York預計，2020年全球新增人口
將進一步放緩，家庭中的孩童數目雖有減
少，但更多父母願意花費較高的價格，為子
女購買一些高附加值、高科技的玩具，滿足
需求，相信未來市場對智能玩具的需求將進
一步擴大。
環球顧問公司創辦人及主席Richard Gott-

lieb指出，兒童玩具消費最高的國家為美

國，平均每年每個兒童可得到約515美元的
玩具，丹麥（485美元）、英國（480美元）
則緊隨其後。

「三展」吸近3000環球展商
本屆玩具展，連同香港嬰兒用品展及香港

國際文具展，一連4天(1月7至10日)舉行，
主辦方貿發局介紹指，三展合共吸引接近
3,000家環球展商，帶來多款結合流動應用
程式 (App) 操控功能，以及具備創新科技元
素的產品，其中啟發兒童潛能，STREAM
玩具，即是融合科學(S)、科技(T)、工程(E)、
數學(M) 的學習元素以外，並增加機械人(R)
和藝術(A)元素的玩具，備受熱捧。

香港文匯報訊 亞洲近
年中等收入人口急劇增
加，加上新興亞洲經濟
地區高速發展，推動全
球品牌積極進軍亞洲市
場，令亞洲成為授權業
的黃金市場。正在本港
舉行的亞洲授權業會
議，於前日的主論壇邀
請來自全球頂級授權商
和授權代理商，分享他
們在亞洲地區的成功經
驗，並剖析當中遇到的
困難和挑戰。
講者之一的特納國際

亞太公司卡通頻道企業
副總裁 Vikram Sharma
指出，置身數碼年代，
亞洲生活方式日趨數碼
化。社交媒體在新興市
場創造了強勁的授權機
會，亞洲消費者普遍使
用手機通訊程式，網店
可直接把貨品銷售給亞
洲消費者。他指，「亞
洲是故事天堂，角色與
該區的消費者建立了深
厚的情感和關係。角色
產權可跳出授權消費產
品的固有框架，擴大領

域至設置咖啡店或展覽。」
IMG亞洲授權高級副總裁Miki

Yamamoto亦提及，為了把美國品牌
引進亞洲市場和確保其持續發展，
他們一直為品牌作出改動和升級。
她指出，世界盃橄欖球賽2019是一
個成功個案，他們為主辦國日本創
作了該項盛事舉行以來的首個吉祥
物，並與12個主辦城市推出地區限
定的授權產品。

對於尋找合適的合作夥伴，Smi-
ley World首席執行官Nicolas Loufra-
ni表示：「與各地市場的總授權商合
作是非常重要的，他們必須理解我
們的需要，以及擁有長遠發展策
略。我們在各地市場建立了推廣品
牌的代理商網絡，也為不同市場創
作了多款Smiley風格指標。」

涉足不同領域推產品
他續指出，公司與不少奢侈、高

檔，以及大眾品牌的服裝或首飾連
鎖店合作，在不同行業領域推出各
種授權產品，為 Smiley 創造曝光
率。現時，他們的產品足跡遍及連
鎖文具店、商場及百貨公司，涉足
不同領域。
另一講者Entertainment One全球

授權執行副總裁Andrew Carley 指
出，要成功在亞洲發展授權業務，關
鍵在於如何在本地策略和品牌價值維
護之間取得平衡點。他認為，本地合
作夥伴有效幫助公司理解本地關係和
本地零售商，給予很大程度的支援，
使公司能重點調整和做好管理工作，
以及維護品牌的核心價值。

內地授權業務年增10.3%
出席亞洲授權業會議開幕禮的貿

發局總裁方舜文致辭時表示，全球
授權業業務持續快速增長。2017
年，單是亞洲的授權產品銷售額按
年升5.8%至316億美元，佔全球總
量的11.6%；而內地的增長速度更是
全球之冠，按年升10.3%，成為授權
業發展的重要引擎。她亦指出，香
港擁有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
大量專業人才，能為全球頂尖品牌
和國際授權代理商進入亞洲市場提
供理想平台。

據介紹，「賞遊」於2017年創辦，現
已成功得到第一輪天使投資人融資

作為啟動資金，金額為500萬元。截至
目前已在 6個歐洲國家推出，包括英
國、法國、荷蘭、比利時、西班牙及意
大利，預計今年增加葡萄牙及瑞士兩個
國家。

App平台助遊客了解景點
創始人張得欣昨向媒體分享創業經驗，
稱其靈感來自一次比利時之旅。她回憶，
當時是在一個非常漂亮的城市， 和當地某
個觀景台的負責人在頂樓談話，「他說沒
有遊客到這個觀景台上面來，我就很奇
怪。之後出去，我問那些遊客知不知道那
邊可以上去，他們表示驚訝，說不知
道。」雖然此後該觀景台貼出一張指示
牌，但有些遊客不識中文，有些不識英
文，效果仍不理想，因此她希望創辦一個
App平台，幫助遊客對旅遊景點有更加全面
的了解。

助內地客探索世界文化
除此之外，張得欣還希望幫助內地旅客

探索世界各地文化。她指出，2018年內地
超過1億6千萬人次出國旅行，2019年預計
達1億9千萬。「現時不少人對中國內地遊
客有誤解，有的說他們崇尚享樂主義，有
的說他們只顧着購物，並沒有多少興趣了
解別人的文化。」她強調，該平台的成
立，就是希望通過介紹世界各地源遠流
長、豐富的文化和家族傳承故事予年輕的
自由行旅客，擴闊他們的視野，同時也為
當地的商戶解決語言溝通問題。

據「賞遊」介紹，目前該平台上有逾
1000家夥伴商戶，包括有博物館、藝術畫
廊、自然遺址、文化體驗旅行團等。用戶
可以直接通過微信或下載其App程式，平
台根據用戶地理位置顯示附近文化體驗
點。
張得欣補充，該平台對所有消費者免

費，但對商戶區別對待。一類是基礎商
戶，雖然免費，但僅能向消費者提供一張
店鋪「優惠券」。另一類是付費商戶，需
每月向平台繳49歐元，但可向消費者提供
較多的「優惠券」，而平台還會向付費商
戶提供更多支持，包括數據分析等等。

80後建App推廣環球藝術文化

■吳國才（左）表示，香港初創企業業務範疇廣
泛。

■ Miki
Yama-
moto 稱
為 把 品
牌 引 進
亞 洲 市
場 ， 一
直 為 品
牌 作 出
改 動 升
級。

■張得欣（左五）稱創業靈感來自一次比利時之旅。 程晚村 攝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程晚

村）由80後香港年輕企業家張得

欣創辦的「賞遊」昨日宣佈成立

環 球 平 台 ， 並 推 出 應 用 程 式

(App)，以推廣文化遺產保育及促

進內地與環球藝術文化組織間的

交流。賞遊科技創始人及首席執

行官張得欣表示，目前該平台共

有超過1,000家夥伴商戶，有超過

3萬人次使用，希望今年會增加到

8萬人次。

納逾千夥伴商戶 冀年內使用人數達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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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Box料新春客流營收雙升10%

架構調整 聯想增3事業部

■■文靜芝預計新春期間文靜芝預計新春期間MegaBoxMegaBox
人均消費按年升人均消費按年升1515%%。。梁悅琴梁悅琴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