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很多工廠紛紛裁員甚至停產倒閉的情況下，戈
諾伊2,600多名工人全員復工復產。在該公司的

帶動下，廣州南村鎮工業園迅速建起了直播基地，以
一天落成一個直播間的速度，開展全面自救轉型。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走進戈諾伊，各車間滿負荷
生產，一片繁忙景象。廠區外不斷有車輛進入，快速
裝車，未來幾天，這些春季新品將銷往全國乃至世界
各地。然而僅在一個多月前，公司負責人應梅瓏還因
為新貨在倉庫堆積如山，整夜睡不着覺。

「末日感」促進產業轉型
「每年的大年初六我都要帶家人到國內外旅遊
散心。今年疫情發生，還沒到過年，我已經為銷
路急得團團轉了。2003年非典對我們影響不大，
但這次線下渠道幾乎完全阻斷，我有一種很強烈
的『末日感』。」應梅瓏說，服裝行業屬於勞動
密集型產業，利潤本來就低，而今年人工支出反
而越來越大，工廠受一點波動可能就面臨最壞的
情況。
記者了解到，廣州番禺南村鎮屬於工業重鎮，服裝
業尤其發達。以塘步東村為例，方圓三公里範圍內聚
集中小服裝工廠上千家，是廣州十三行等眾多專業批
發市場的核心源頭基地，往年這個時候全國客商都會
湧進來採購最潮春夏裝。
和應梅瓏同在該工業園做服裝企業的汪泳波有着同
樣的困境。「像我們做快時尚服裝業的企業，特別是
女裝，時效性要求很高，多一天少一天都完全不一
樣。如果壓貨一個季度，可能十年甚至二十年賺來的
利潤就全部賠進去了。」汪泳波直言，疫情對服裝行
業的打擊甚至大於航空、酒店和餐飲業。

每天直播6小時清存貨
抱着試一試的想法，應梅瓏聯手淘寶直播機構意
涂，用兩天時間將展廳改
造為直播空間，通過請入
直播機構和帶貨網紅，戈
諾伊每天進行超過6小時
淘寶直播。出乎意料的
是，效果立竿見影，自正
月十二直播銷售至今，工
廠上百萬件衣服、價值
2,000多萬元的備貨全部
清空。
「最高一場我們成交超
過百萬，整體算下來銷量比去年同期還漲了一
些。」直播爆發力刷新了應梅瓏對直播的感
知，嘗到甜頭的他開始親自上陣主持直播工
廠，引來20餘萬網友圍觀。更多服飾廠廠長
也和他一樣，快速踏入數字化轉型之路。
據火星機構電商總監王平介紹，其淘寶主
播3月開始已經全部駐紮在工廠，在番
禺上百家服裝工廠進行過直播。

■服裝廠長應梅瓏（左）和帶貨網紅一起做直播。 記者敖敏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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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梅瓏通過直播介紹工廠生產和運營情況。
記者敖敏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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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長也帶貨廠長也帶貨 日賣衫百萬日賣衫百萬
展覽廳改直播間 網紅進駐服裝廠

■圖為往屆廣交會現場。 記者帥誠攝

甘肅銀行籲儲戶有序提款

■通告呼籲
儲戶不要聽
信謠言，避
免個人利益
受到損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疫情之下，珠三角服裝行業受影響程度

不亞於餐飲旅遊業，原本重抓生產的廠長

們紛紛跟隨專業主播走進直播間，通過直

播帶貨急速自救。此前在業務上幾乎與互

聯網絕緣的廣州戈諾伊服飾有限公司，正

月十二起通過淘寶直播銷售，最多一場成

交超過百萬元（人民幣，下同），至今銷

售了120多萬件春季新款服飾，累計銷售

2,000多萬元，銷量逆勢超過去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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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間每天新增一個

專家：灣區直播帶貨潛力巨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敖
敏輝 廣州
報道）據
廣州直播
協會會長
臥 龍 介
紹，番禺
這些源頭

工廠衣服品質很好，但之前一直
走的是線下銷售渠道。今年完
全變了，廠長的線上需求接都
接不過來。不少主播高峰時
候，一天就只睡兩個小時。

穗16條新政促發展
臥龍告訴記者，此次新

冠肺炎爆發後，珠三角服裝企業的直
播帶貨轉型讓人覺得很神奇。「我有
多年直播從業經驗。疫情之前，講淘
寶直播賣貨，很多企業會覺得我們是
傻子，因為專業市場和連鎖機構已經
能夠滿足他們的需求了。他們覺得直
播就是跳舞、打賞之類的玩意，儘管
直播帶貨賣化妝品已經風生水起了，
他們還是認為不靠譜。」
因此臥龍的公司嘗試往外走，向

直播行業發展得較好的杭州拓展。
但他發現，杭州的很多直播銷售服
裝，都是從廣州批發過去的。這次
嘗試在廣州生產基地開展直播，沒
想到一炮而紅。
臥龍坦言，2018年以前，廣州20

有多家直播機構，最慘淡時只剩下
三四家。如今廣州出台扶持直播帶

貨「16條」新政，必將帶動廣州乃
至大灣區直播行業的高速發展。

粵新增主播漲兩倍
淘寶數據顯示，3月份廣東新增
主播數量排名第一，對比同期漲兩
倍，機構數量同期漲近一倍；依託
廣東強大的製造業，廣東品牌在淘
寶直播迎來開年首輪增長爆發，在
淘寶直播購物節10日成交在全國佔
三分之一。
廣東社會科學院研究院彭澎告訴

記者，廣州的直播行業在政策的支
持下，已經迎來最強風口。「比如
廣州服裝企業眾多，專業市場發
達，深圳等地融資平台和渠道眾
多，直播帶貨在大灣區一定是個很
重要的發展方向。」

廣
交
會
6
月
下
旬
網
上
舉
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
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
議中明確指出，當前全球疫情大
流行對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投資
帶來巨大衝擊。針對全球疫情嚴
峻形勢，會議決定，第127屆廣
交會將於6月中下旬在網上舉
辦。廣邀海內外客商在線展示產
品，運用先進信息技術，提供全
天候網上推介、供採對接、在線
洽談等服務，打造優質特色商品
線上外貿平台，讓中外客商足不
出戶下訂單、做生意。
今年3月23日，廣交會工作人
員對外回應時，稱暫時未接到廣
交會延後或取消的通知。3月26
日，在商務部舉行的新聞發佈會
上，商務部外貿司二級巡視員劉
長于在回答記者提出的「廣交會
是否有新的舉辦日期，是否會取
消」問題時表示，經研究，第
127屆廣交會將延期舉辦。
劉長于當時還說，廣交會是內

地對外貿易和對外開放的重要平
台，是內地外貿的「晴雨表」和

「風向標」，萬商雲集，萬眾矚目。新冠
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商務部會同廣東省人
民政府，一方面按計劃做好第127屆廣交
會各項籌備工作，另一方面密切跟蹤疫情
走勢，深入分析相關影響，調整完善各項
方案。雖然廣交會延期，他表示會會同有
關部門和地方，繼續精心做好籌備工作，
具體舉辦日期確定後將第一時間發佈。
事實上，在3月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

上，就曾提出要研究利用網絡等替代方案
舉辦廣交會。雖然次此廣交會整體「搬
遷」到網上進行尚屬首次，但此前歷屆廣
交會上已有線上招商和網絡推介等相關經
驗，相信可為首屆純網絡廣交會的籌辦打
下堅實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
州報道）看到應梅瓏通過直播解
困，元派服飾董事長華男等多位同
在南村鎮的廠長，一夜達成打造直
播基地的決定。此後，這些廠長們
經常熬到凌晨執行基地建設，僅20
天時間，南村鎮工業園區落成首批
直播間20餘間，基地雛形誕生。30
天時間，工業園區對周邊的2萬平
方米的基地做了全面的規劃，準備

全部擴展成直播基地，繼續進入快
速裝修期；本月底，這片工業園最
快將有近百間直播上線，未來擴展
到上千間。一系列配套設施如菜鳥
雲倉等亦正在加速洽談中。

月底百間直播上線
記者在產業園內看到，這邊的直

播房間還在裝修，那邊的房間正從
工廠運來樣衣，而那些已經開播的

直播間裡，則經常被廠長們裡裡外
外圍觀起來，不住追問「我們的直
播間什麼時候可以上？」「我能預
定主播的檔期嗎？」
在直播機構提供「帶路」服務

下，他們從賬號註冊到售後服務，
一點點學起。有的廠長親自上陣當
起淘寶主播助理，講解起來精彩程
度不亞於主播，更多的則開啟了商
家自播賬號，開始了和粉絲互動的
過程。不僅是為了渡過眼前的危
機，更是為了未來的數字化轉型而
戰。

香港文匯報訊 包括中新社、新浪網等多家內
地媒體報道，近日甘肅銀行（2139）有部分營
業網點發生擠提事件。
據人民銀行隴南市中心支行、中國銀保監會
隴南監管分局和徽縣人民政府4月6日聯合發出
的通告指出，甘肅銀行徽縣支行營業網點出現部
分儲戶集中辦理業務現象，由於人員較多、業務
量大，致使辦理過程較慢。

澄清一切營運正常
通告稱，甘肅銀行是由甘肅省政府管理的國
有商業銀行，運營穩健，支付能力強，儲戶利益
受國家法律保護，存款自願、取款自由，呼籲儲
戶不要聽信謠言，以訛傳訛，避免個人利益受到
損失。特別是在當前疫情防控的關鍵時期，各儲
戶不要集聚、不要扎堆，合理安排時間，有序辦
理相關業務。

而另一張落款為甘肅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公
告表示，甘肅銀行是經中國銀保監會批准成立的
合法金融機構，也是人民銀行存款保險的投保單
位，存款有保障。4月1日股價下跌屬於市場行
為，不影響儲戶存款。目前該行一切經營正常，
發展穩定，現金充裕。該行承諾客戶在該行的存
款是安全的，請廣大客戶不要聽信謠言。
甘肅銀行2018年1月在港交所掛牌，3月30日

該行公佈2019年股東應佔利潤 5.09億元人民
幣，同比跌逾85%。股價在4月1日下午曾大跌
近50%，收市跌最終收跌43%，報0.65港元。當
晚公司稱，若干股東為融資將其持有的甘肅銀行
H股質押予多家金融機構，為履行相關融資安排
下的義務，該等股東已質押的甘肅銀行H股被強
制出售，繼而導致股價及交投量於4月1日有較大
幅度波動。4月5日，甘肅銀行在部分小縣城出現
擠兌現象，大量居民不顧疫情密集排隊取錢。

中新社引述甘肅銀行的客服人員確認，上述
公告內容真實，在公告發出後，儲戶集中辦理業
務的現象已得到緩解。

銀行信用風險可控
有內地媒體報道指，疫情衝擊之下，信用風

險上升壓力增加，抵禦經濟下行和信用風險的能
力相對較弱的中小銀行面臨新的挑戰。2019年
11月，中國銀保監會首席風險官、新聞發言人
肖遠企曾表示，當前銀行保險業整體經營穩健，
風險是可控的，各項監管指標處於合理區間。
4,000多家機構，確實有個別機構由於各種原因
存在一些問題，這也與經濟周期和自身經營治理
存在缺陷有關係。
不過他也強調，對這些機構出現的風險，是

完全可控的。「針對這些風險，我們也有很多化
解處置的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 據北京西城區
紀委監委網站昨晚公佈，北京市
華遠集團原黨委副書記、董事長
任志強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

正接受北京市西城區紀委區監委
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西城區紀
委監委網站資料顯示，任志強自
2015年3月起退休。

華遠任志強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應梅瓏指直播基地增應梅瓏指直播基地增
長迅速長迅速。。記者敖敏輝記者敖敏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