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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物流的順
豐在會上展出新
款無人機和樓宇
配送機器人(下
圖)，產品引人
矚目。

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昌鴻攝

貿戰無損物博會吸引力 歐洲拉美企紛至尋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為協助
本港中小企度過中美貿易戰帶來的衝擊，貿
發局昨舉辦研討會邀請廠商分享應對貿易戰
經驗，昨出席研討會的香港晶體有限公司科
研集團行政總裁李錦雄表示，因發生了中美
貿易戰，加快了該公司研發新產品的速度，
並決定將高端的新產品在港生產，而出口目
標地點仍然以美國為主，希望降低貿易戰對
公司的影響。
李錦雄續稱，該公司從事高端科技產品
GNSS同步時鐘、5G和無人駕駛系統相關的
高穩頻率產品，現有的產品集中在內地惠州
生產，出口到美國需要繳交25%關稅，但他
稱沒有打算搬離惠州，因為除了搬遷成本
外，遷往外地也需要重置技術人員、機器
等，所以不作考慮。
而且，李錦雄表示留意到同業也沒有打算
將廠房遷離內地，因為如東盟國家等地區的
生產技術和硬件條例仍未達標，在生產效率

上不及內地，而且如越南等地的人工成本也
持續上升，所以他認為港商未必會因為想節
省關稅而貿然遷廠。

中低端產品留在內地生產
被問及在港生產高端產品，可否彌補由內

地生產的中低端產品作支出的關稅，李錦雄
稱在港生產高端產品主要以自動生產為主，
人工成本不是佔太重比例，而在香港生產的
產品出口到美國也可以節省關稅，相反在內
地生產的中低端產品由於以勞工密集為主，
加上產量多，不過美國徵收的關稅也不是主
要考慮因素，因為同業也同時面對關稅的問
題，所以會在產品質素上取勝以提升訂單。
李錦雄表示該公司在香港一直有團隊，主

要為研究和資料搜集的人員，所以在現有基
礎上在港已進行小規模試產，日後打算將高
端產品在港生產，中低端產品則在內地生
產。此外，李錦雄提及，由於中美貿易戰的

關係，該公司的5G研發也加快，以及將產
品中含有美國進口的零件，改為以其他生產
地如歐洲的零件代替。

由貨代物流協會甲必丹組織的24家企業
參加物博會，並在會上談及對行業前

景的看法。深圳市易通全球貨代總經理鄧宏
星表示，一些企業為了規避中美貿易戰，加
大了對印度市場的開拓。因為印度也有10多
億人口，購買需求很大。該公司從事中國企
業出口印度商品的航空物流服務，商品包括
日常生活用品、家電和電子產品等，主要為
出口印度的企業提供專業快遞、電商配送、
清關等。今年以來出貨量持續在上升，增幅
有兩三成，全都是通過香港、廣州等地空運
至印度，一個月有20多噸商品空運至印度。

轉拓拉美東南亞印度
從事拉美物流服務的深圳企業虎航國際貨
運總經理張桅亦表示，為了規避貿易戰影
響，不少企業加大了對墨西哥、巴西、阿根
廷等拉美業務的開拓。該公司承運的手機、
家電和電子等產品出現了明顯的增長，業務
增幅有10%以上。

廣州德威國際貨運有關負責人唐大雁表示，
一些原本出口美國的企業大力拓展東南亞和南
亞市場。該公司為淘寶、京東和拼多多的馬來
西亞客戶提供在廣州的倉儲服務，這些商品包
括日用品、家電和傢具等。目前一個月有10個
貨櫃發往馬來西亞，今年以來的增長逾兩成。
印度市場的業務主要是空運服裝衣服和小商品，
一個月發往印度的貨量達30噸。
深圳美林聯合國際貨運俄羅斯事業部經理

馬宇婷表示，公司做俄羅斯海運拼箱，將中
國商品海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後派送俄
全境。從上海發貨一個月至少有20多個貨
櫃，主要商品為日用品、家電、電子產品和
汽車配件，今年業務預計將增長20%以上。

中歐港口貿易趨緊密
值得留意的是，因看好「一帶一路」帶來

的機遇，此次物博會吸引了大量的歐洲國家
港口前來參展，包括比利時、意大利、荷蘭
等眾多國家港口城市。

比利時澤布魯日港中國代表展鋒表示，澤布
魯日為荷蘭第二大海港，中國遠洋去年與該港
口簽約，今年上半年其集裝箱吞吐量上升了
12%，其中中國貨物至少有10%的增長，這些
貨物包括服裝、電子產品等，其通過澤布魯日
港可以快速地運輸到歐洲眾多國家，滿足當地
民眾需求。意大利熱那亞港營銷負責人也告訴
記者，該港口與中國經貿業務緊密，一年有40
萬貨櫃往返中國和意大利，與中國有關的業務
佔港口業務比例為20%。一些貨輪往返熱那亞
港和中國青島、上海和深圳等地港口。
此外，招商局集團旗下中國外運物流有限

公司也大力拓展「一帶一路」的物流業務。
該公司一負責人表示，他們做國外大型零售
企業在中國採購貨物配送服務，與澳洲凱馬
特以及歐洲、南美等國大型商超合作提供配
送服務。2018年僅從西安發出和回來的中歐
班列就有460列，這些班列前往白俄羅斯、
德國和波蘭等國，今年預計將增長逾12%，
總量將超過500列。

物流業受惠貿易轉移
中企中企轉拓新興市場為期三天的第十四屆中國（深圳）國際物流與供應鏈博覽會

（「物博會」）日前在深圳開幕，吸引了香港、荷蘭、比利時、

波蘭等全球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近2,000家機構參展。多位物流

界人士表示，為了減少中美貿易戰帶來的衝擊，中國許多企業紛

紛加大對俄羅斯、印度、東南亞和拉美國家市場的開發，並且業

務呈現快速增長的態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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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第五屆「數碼
港．大學合作夥伴計劃」前日舉
行演示日，由58位本地大學生組
成的18支隊伍，將他們的創新意
念結合在香港及美國受訓所學的
科技及創業知識，設計出嶄新的
金融科技方案，向評審團進行投
案(pitching)。評審團最終選出13
支優勝隊伍，方案涵蓋財富管
理、格價平台、中小企營運及財
務管理、投資建議等，各支優勝
隊伍均獲得10萬元「數碼港創意
微型基金」資助，以及「數碼港
培育計劃」的面試機會，展開創
業夢想。

選手來自六家本地大學
參賽的大學生來自六家本地大

學，自七月起在香港接受連串金
融科技培訓，八月更遠赴美國芝
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The Uni-
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參與為期一周的創
業營，返港後進一步完善方案，
在演示日一較高下。
香港理工大學隊伍PlaySmart是得

獎隊伍之一，提出利用人工智能技
術，為消閒事業服務提供者，如手
作坊導師及瑜伽教練等，提供安排
預約及記賬等一站式營商服務平台。
隊員曾潔盈表示，計劃幫助她們設
計出更完善的營商計劃，她們對創
業本來只有一個簡單概念，但在連
串創業培訓活動及美國的創業營中，
得到多名導師指導，學懂如何利用
創新科技為客戶制定合適方案，包

括促成商戶平台與銀行系統對接，
幫助商戶管理資金流動與支付等，
令她們的方案更能緊貼客戶需要。
另一支得獎隊伍，來自香港大

學的TradeArmor，則覷準中小企
的龐大市場，希望構建一個使用
智 慧 合 約
(Smart Con-
tract)的金融交
易平台，幫助
中小企減省銀
行及律師行等
中介收費。隊
員 陳 元 澤 指
出，計劃讓他
們認識到更多
創新科技，應
用在商業方案

上，每次培訓活動後，都有機會
親自與導師進行單對單交流，向
他們了解更多創新技術的應用，
包括款項暫存及區塊鏈等能改進
他們方案的技術。導師的悉心指
導，令他們的方案更趨完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本港暴力示威活動持續，店舖提早關
門，令港人多了轉往網上平台購物，其中，香港電視（1137）昨公佈，
旗下網購平台及門市（HKTVmall 及 HoKoBuy）第三季訂單總商品交易
額6.97億元，按年升38.6%。受第三季訂單理想刺激，該股昨一度升
13.5%至3.12元的高位，收報3.1元，升12.73%，成交額3878.7萬元。
港視指出，當中8月份訂單商品交易額最高，達2.37億元，按年增長
40.2%；7月及9月交易額亦分別增長36.3%及39.3%。

每日訂單量增四成
公司又指，HKTVmall及HoKoBuy今年7月平均每日訂單數量分別為

16,300張，按年升38.2%；8月每日訂單量為14,200張，按年升30.2%及9
月平均訂單量14,100張，按年升40.5%。第三季平均訂單值為477元至
539元，則與去年平均訂單值492元至518港元相約。今年7至9月平均每
日訂單總商品交易額則分別為730萬、770萬及780萬，較去年分別增長
37.7%、40%及36.8%。
另外，9月登入HKTVmall及╱或HoKoBuy產品詳細資料頁面或於平
台上搜索產品的獨立設備有154.8萬台，較6月微跌0.95%。

港視網購平台交易額
上季按年升近39%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在此次物博會上，許
多從事物流的港資企業均展示了
領先的技術和服務優勢。其中順
豐三款無人機和樓宇配送機器人
成為最引人矚目的黑科技；招商
局推出的智慧港口明年將實現無
人化運營，也是不少業界人士關
注的焦點。
作為中國快遞業龍頭，順豐集

中展示了物流無人機「黑科
技」。順豐科技一工程師接受香
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公司
有500人的研發團隊，研發的三
款無人機，包括方舟、H4和魔鬼
魚無人機，方舟無人機是八旋翼
垂直起飛，其最大載荷12公斤，
最大航程20公里；H4無人機載
荷和航程略小於方舟無人機。而
魔鬼魚無人機則是固定翼無人
機，最大載荷10公斤，最大航程
100公里，航程明顯較方舟、H4
高出四五倍。
目前公司無人機在四川西部地

區提供松茸等農產品配送服務，
可以較好地提高商品的運送效率
和節省時間。順豐控股末端物流
無人機已形成一種可複製和推廣
的運營模式，其中，江西省贛州
市和四川省甘孜州的農場生鮮及
特色經濟產品配送項目已經開展
常態化運營。

順豐展自動送貨機器人
他稱，順豐期望通過無人機實

現航空物流網絡幹支線對接，完
成對三線及以下城市的空網覆
蓋，大幅度提升物流效率。在不
久的將來，快件有望通過「大型
有人運輸機+支線大型無人機+末
端小型無人機」三段式空運網實
現36小時通達全國，覆蓋地形複
雜或偏遠地區。次外，順豐研發
的樓宇機器人也賺足了眼球。據
順豐科技工程師介紹，該款機器

人主要用於寫字樓、商圈、社區
等場景末端自動化配送，採用自
動駕駛技術，可自主避障，厘米
級實時定位，確保室內穩定運
行。目前這款樓宇配送機器人已
在部分高端寫字樓試點應用。
該機器人接入電梯控制系統，可

自動呼叫電梯，全樓宇配送到人。
此外，該機器人還可以多機協作，
實時聯動，配合樓宇管理規則排班。
該機器人可以連續工作8小時，之
後會自動充電，保證長航時穩定運
行。該款機器人具有極高的實用價
值，解決了封樓，快遞不能上樓配
送的問題。
總部位於香港的招商局集團旗下

的招商局港口展館，也吸引了大量
外國客戶前來參觀和業務諮詢。該
港口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為了打
造無人智慧碼頭，招商局港口投資
43.7億元人民幣，於2017年9月開
建海星碼頭改造項目，預計於明年
完工。屆時，海星碼頭將升級成高
度自度化的「智慧港」。

鹽田國際港口研智能化
該碼頭將通過5G應用的無人駕

駛集卡、實時巡檢無人機、智慧
安防等高科技技術與港口業務的
結合，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智慧港
平台，推進高效港口通關模式，
實現港口運作智能化、港航管理
智慧化，打造「世界一流」智慧
港；同時他們將在自動化、智能
化方面引領行業新標準。
和黃控股的鹽田國際也在大力

建設智慧港口，其有關人士表
示，鹽田國際通過ＮGEN管理整
個碼頭運作，實現智能化的堆場
策劃、船舶策劃等功能。他們採
用船舶操作優化系統，多船停靠
時優化岸吊作業計劃，提升船舶
操作效率。還採用了自動化閘口
系統，實現遠程驗箱、簡化人工
數據錄入，減少拖車處理時間。

■意大利、比利時和荷蘭等歐洲國家大量港口看好「一帶一路」機遇，紛紛前來物博會尋求與中國客戶合
作，圖為意大利熱那亞港展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和黃控股的鹽
田國際及招商局
港口(下圖)正大
力建設智慧港
口。

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昌鴻攝

■香港大學隊伍TradeArmor

數碼港大學創業賽誕13優勝隊伍

■李錦雄認為港商未必會因為想節省關稅而
貿然遷廠。 本報記者殷考玲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