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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Flex-
port 多次受到國際投資者的賞識，今
年2月獲得軟銀集團旗下的願景基金領
銜投資10億美元，其他融資投資者還
有Founders Fund、DST Global、順豐
等，公司現估值達32億美元(約250億
港元)，是貨運界名副其實的「獨角
獸」。
Flexport 亞洲區董事總經理高學亨談
到公司獲國際投資者厚愛，他指，皆
因投資者都認為Flexport打破了20至
30年內未有人打破的科技瓶頸，業務

是一片「藍海」。

採雲端新技術 即時追蹤貨物
高學亨指出，傳統貨運行業仍在沿
用20、30年前的科技，透過Excel、電
話、Fax等，相比起來，Flexport則是
採用雲端新技術，通過一個平台統一
管理，連接全球貿易的所有各方——
進口商、出口商、貨運公司、海運公
司、航空公司、海關、港口碼頭。讓
業者可即時追蹤貨物、即時溝通。
Flexport 還在全球主要人口中心附近

開設交叉對接倉庫，每個倉庫都在全
球樞紐輻射網絡中通過高頻空運、海
運、卡車和鐵路貨運線路連接起來。
此外，還提供貨物保險、貿易金融、
海關經紀和貿易合規等額外服務。

線上線下聯通 運送更快更平
他說：「我們正在做一些未有人做

的事，就是將線上線下互聯互通，線
上可助客人作更好的決定，線下亦讓
貨品的運送更快更便宜。」
高學亨續指，貨運業過去都是大企

業主宰，行業高度集中，但隨着電商
的崛起，出現了很多中小型的買家及
賣家，這些人的貨物價值小，不合乎
大型貨運公司的胃口，故長期被忽
視。除了運輸成本較高昂，如何有效
及透明地運貨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大難
題，但透過Flexport的數碼化及自動化
服務，可大大降低他們的平均成本。
當被問到未來與軟銀、順豐等公司

的合作，他則表示，公司與他們都有
不斷討論合作空間，例如在客戶、技
術、物流配套上，可能性很大。

迎大灣區機遇 去年鹽田港增設海運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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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貨運界新機遇，有貨運界「獨角

獸」之稱，被軟銀及順豐入股，現時

估值高達32億美元(約250億港元)的美

國矽谷初創公司國際貨運代理Flexport（飛協博），

過去6年一直致力在亞洲區發展創新智能化的貨運業

務，每年收入增長達300%至400%，正計劃乘政策

之利，進一步在大灣區大展拳腳，繼去年鹽田港

增設海運倉庫後，今年將於深圳開設研發

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深圳將開研發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匯控
（0005）將於周五公佈今年首季業績，
市場對獅王能否交出亮麗季績看法分
歧。綜合16間券商對其盈利預測，料列
賬基準稅前盈利中位數55.84億美元，
按年升17.4%。值得注意的是，匯控今
年能否將經調整收入增長率與支出增長
率之差（JAWS）扭轉為正數，料將成
為業績焦點之一。

券商料經調整稅前少賺6%
匯控上周首次披露綜合16間券商對其

盈利預測，料列賬基準稅前盈利中位數
55.84億美元，按年升17.4%，首季經調
整稅前盈利 56.86 億美元，按年跌
5.75%，淨利息收益率料1.66%，與去
年同期相若，然而預期信貸損失按年大
增2.7倍至6.2億美元。外界相信匯控突
然增加透明度，或是因為去年業績遜預
期，加上未有公佈新一輪回購計劃，令
市場大失所望，故預先做好期望管理。
無獨有偶，在季績出爐前夕，匯控傳
因應去年JAWS未達正數要求，正研究
檢討成本及節流方案，並有可能導致裁

員。而匯控行政總裁范寧上月出席股東
會時重申3大目標，包括在2020年前有
形股本回報達11%以上，年內將JAWS
扭轉為正數，以及維持派息水平。而該
行去年有形股本回報達 8.6%，期內
JAWS為負1.2%。

有形股本回報率可達10.4%
摩根士丹利報告表示，關注匯控年內
JAWS為正數的目標能否達成，同時預
期集團首季有形股本回報率可升至
10.4%，季內經調整稅前盈利56.53億美
元，按年跌6%，而列賬基準稅前盈利
則按年升14%至54.03億美元。該行對
匯控維持「增持」評級，目標價73元。
然而美銀美林則相對睇淡匯控年內
JAWS為正數目標，主因相信收入增速
將與開支增速相同，對匯控予以「中
性」評級。
至於狀態大勇的渣打（2888）前日交

出亮麗季績，加上公佈10億美元回購方
案，市場憧憬匯控同樣交出成績，而因
應港股昨休市，匯控前日已偷步炒上，
收報67.7元，升0.25%。至於匯控倫敦
股價昨表現受壓，當地時間早段交易時
間曾低見 665.7 便士（折合約 67.94
元），跌0.2%。

匯控首季JAWS表現惹關注

《粵港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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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規劃綱要》提到要提
升珠三角港口群國際競爭力，
進一步擴大大灣區的境內外航

空網絡，依託香港金融和物流優
勢，發展高增值貨運、飛機租賃和
航空融資業務。Flexport 亞洲區董事
總經理高學亨早前接受香港文匯報
專訪時指出，公司正計劃乘大灣區
規劃綱要政策之利，進一步在大灣
區大展拳腳，包括今年將於深圳開
設研發中心。

灣區城市分工 港主力空運
Flexport 去年曾運送的目的地城市
達110個，大部分以內地及美國城市

為主。高學亨認為，不同的大灣區城
市都有其分工及分流：香港主力做空
運，深圳則主力做船運。由於香港作
為一個國際樞紐，在空運、轉口方面
有獨特的地位，公司去年已新增兩班
專機，由香港出發至美國的洛杉磯及
芝加哥，每星期有固定的航班，每班
約110噸貨品，並在香港設置空運倉
庫。
而在深圳方面，公司去年亦於鹽田

港增設海運倉庫，因內地目前超過
25%的出口都集中在南方，特別是透過
深圳的出口。目前香港加深圳兩個港
口的總吞吐量是全世界第一。

貨物出口升 或擴機場倉庫
高學亨指，隨着大灣區的發展，相

信未來香港空運的建設加快，進一步
強化香港國際樞紐的地位，從而刺激
貨運量增長。事實上，《綱要》提到
會支持香港機場第三跑道建設和澳門
機場改擴建，實施廣州、深圳等機場
改擴建。他指出，未來隨着貨物出口
需求上升，或會將位於機場的倉庫加
大，或簽署加密航班班次合約。

智能化降物流成本 增效率
公司致力提供智能化的貨運業務，整

個供應鏈的資訊都會放在雲端，支援貨
物的實時追蹤、結構化數據分析、在線
溝通等服務，旨在降低業界物流成本及
提升效率。高學亨指，作為一間科技互
聯網公司，人才非常重要，以往的研發
人員主要在美國矽谷，亞洲的員工主要

是從事客戶服務及操作方面，但今年會
有所改變，公司已計劃今年將於深圳開
設研發中心，這亦是呼應大灣區規劃綱
要中提到，內地會成為其中一個軟件開
發的基地。
高學亨認為，內地的技術一日千
里，人才亦會聚集在深圳。相信深
圳將會提出更多便利人才居住及就
業的政策，這對公司招聘人才很有幫
助。他又稱，大灣區發展很快，政府
過往一段時間已完成多項基建，如港
珠澳大橋、機場的三跑，但大灣區
需面對其中一個挑戰就是通關的問
題，香港與華南其他地區的關務系
統不同，希望政府可以再提升通關
的便利及效率，例如將通關資料數
據化。

打破科技瓶頸 獲國際投資者賞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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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澳門4月博彩
收入創近3年最大跌幅，但仍符合市場預期。
4月澳門賭收按年大跌8.3%至235.88億澳門
元，令首4個月賭收的累跌擴大至2.4%，年
內收益約997.39億澳門元。不過，市場人士
指出，澳門去年4月的增長強勁，按年升幅高
達27.6%，收入也勝去年有勞動節假期「加
持」的5月，由於去年的基數特高，故今年4
月賭收自然難免大減，但實際賭收未有超出市
場的預期範圍。

上月賭收跌8% 本月料回穩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表示，4

月份澳門賭收按年大減，除了與去年同期的高
基數有關外，也受中美貿易談判膠着，以及內
地經濟數據不佳等有關，隨着近期內地經濟轉
穩，5月份的賭收基數回落，市場普遍料5月
澳門賭收可望止跌回穩，平均增長可達約
2%。
澳門旅遊局上周曾表示，「五一勞動節」

假期到訪澳門的旅客，增長有機會達到兩成，
主要受惠於港珠澳大橋的開通。此外，在旅遊
帶動中場收入、放貸加快等因素刺激，澳門賭
收在下半年有望出現更明顯的增幅。

瑞銀：上調今年賭收預測
瑞銀也在日前發表報告，指由於預期貴賓

廳前景持續獲改善，故上調澳門今年賭收的預

測，由原來按年跌1%，上調至增長3%，賭
收將由368億升至384億澳門元。該行又料，
澳門賭收於剛過去的4月份已有望見底，5月
份開始改善，推動因素包括中國宏觀經濟轉
佳，信貸放鬆亦有利貴賓廳及中場表現，加上
澳門旅客強勁增長，故相信賭收在下半年有更
大的改善。
耀才證券行政總裁許繹彬表示，由於4月份

澳門賭收下跌已在市場意料中，故相信濠賭股
雖然短線會有壓力，但調整的周期料較短。他
認為，今年的「五一黃金周」休假雖然減至4
天，但也有利內地市民趁機赴港澳作短線旅
遊，尤其是港珠澳大橋已通車，令大灣區居民
往來更便捷，他相信有助帶動內地旅客的人
數，刺激澳門的博彩、消閒、零售業，投資者
不妨慎選相關優質股借勢獲利。
至於大市方面，許繹彬指出，現時大市缺
乏動力再上衝，而港股成交額亦顯著放緩，反
映這波反彈潮已步入尾聲，加上美國企業業績
亮麗，連帶美股及美匯皆走強，港股自然要面
對回吐壓力。

港股乏動力 應炒股不炒市
他建議，投資者應「炒股不炒市」，在

「五窮六絕」期間，選擇首季業績理想的股
份，雖然大市有調整壓力，但只要季績不俗的
話，股價整固的時間並不會太長，股民可在5
月中之後作部署，現階段則不宜冒進高追。

賭收跌已預期 濠賭股料調整短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中美貿
易談判有望達成協議，但業界對長遠前景
仍有不少憂慮。美國矽谷初創公司國際貨
運代理Flexport（飛協博）亞洲區董事總
經理高學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
由於中美貿易摩擦，內地的成本上升等因
素，留意到愈來愈多廠商到東南亞設廠生
產，由於該地的空運設施不是太發達，如
透過香港轉運至美國，則可大大利用到香
港作為轉口的優勢。
高學亨指出，去年底不少廠商因擔心

貿易戰惡化而出現提前發貨，但大家冷
靜過後，目前廠商盡量希望將風險降
低，及將成本減少，例如將貨品生產由
中國轉移至其他地方，故去年開始都留
意到由東南亞的出口有上升趨勢。但他
強調，轉移並不是一朝就能完成，轉移
後更要衡量員工的培訓、當地清關的效
率，原材料的供應等。

藉供應鏈數據 助客減成本
他續指，大家都傾向較難將成本轉嫁消

費者的情況下，都希望從削減內部成本入
手，公司亦收到不少相關查詢，希望公司
可以透過物流的數據去為他們在供應鏈上
節省成本。他解釋指：「例如我們可以預
先告訴客人一個貨櫃的裝載率，令廠商可
提早計算好生產多少貨才可提升貨櫃的滿
載率，可以降低很多成本。」公司將所有
供應鏈的數據集中，清關的數據、運費、
關稅等，變成很有結構的呈現，從而協助
不同公司進行決策。

運輸路線 可達至任何地方
高學亨又指，以往多年來，中國是「世
界工廠」，多數貨物由中國出口至世界各
地，整個供應鏈傾向單一模式(由東向
西)，但隨着內地成本上升，內地人收入
上升，現時整個物流趨勢已改成多變模
式，運輸路線根本上是由「任何地方」至
「任何地方」，在這個趨勢下，數據就扮
演一個很重要角色，去幫助企業降低成
本。對於未來貨運業的前景，他預計，未
來南中國及東南亞的貨運量的增長將會加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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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學亨稱高學亨稱，，由於香港作為國際樞紐由於香港作為國際樞紐，，在空在空
運運、、轉口方面有獨特的地位轉口方面有獨特的地位。。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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