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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做電商
網店物流助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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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肆虐網購旺 存倉寄運跟單送貨怎解決
存倉寄運跟單送貨怎解決？
？

■e+Solutions 現時在港的自置倉庫約 20,000 方
呎，另有約 30,000 方呎空間作擴充用途。
Group）旗下、e+
聯邦航空貨運集團（UFL
Solutions 項目經理葉翠玲（Sandra）近日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今年上半年客戶
數量比去年同期增長超過一倍，「我們收到的查
詢量有明顯增長，當中主要是正在營運和有意開
設網店的個體戶或零售企業，而一些現有客戶的
訂單量亦比平時多一倍。」
Sandra 指 出 ， e + Solutions 的 母 公 司 UFL
Group擁52年歷史，以傳統物流業務為主，業務
遍及全球150多個城市，於2014年開始為營運電
子商貿的企業提供跨境物流服務。在兩年前看準
網店市場需要，於是運用母公司的電商物流經
驗、資源和設施成立e+Solutions，希望提供更貼
合潮流的一站式網店物流服務，並以香港作為起
步點。

收費門檻低 服務更
「貼地」

主攻本地客 關稅影響微

全城抗疫減活動 港燈售電量跌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長和系陸續公
布中期業績，港燈（2638）昨公布，期內股份
合訂單位持有人應佔的未經審核溢利為 8.11 億
元，按年升 14%。每股份合訂單位中期分派維
持 15.94 仙。收入為 48 億元，按年跌逾 4%。未
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溢利（EBITDA）為 32.04 億元，按年跌約 2.5%。售電量較
去年同期減少 4%，當中 4 月份的售電量與 2019
年同月相比更下跌接近20%。

中期分派維持 15.94 仙
業績報告指，售電量下降主要原因是香港全
面執行防疫措施，包括暫停公共服務和活動，
減少商務和商業活動等，加上持續推廣節約能
源。隨着天然氣發電比例提高，燃料成本和資
本開支顯著上升，加上特別回扣減少，令 2020

年的淨電費上調5.2%，至每度電126.4港仙。
主席霍建寧於業績報告披露，期內，港燈完
成興建燃氣發電機組 L10，並在今年 2 月底正
式投產。根據港燈 2019-2023 年度發展計劃，
公司將興建3台每台容量達380兆瓦的燃氣發電
機組，而 L10 是當中的第一台。L10 的投產有
助公司大幅提高燃氣發電比例，由以往約 30%
提升至 2020 年約 50%，並相應減少了燃煤發
電。
其餘兩台燃氣發電機組 L11 和 L12 以及海上
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興建工程仍在進行。儘管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各地持續實施旅遊和社交
距離限制，機組部件和工程技術員供應偶爾出
現中斷情況，項目施工進度受到短暫影響，但
公司有信心相關工程能如期完成。
報告又稱，港燈支持政府把香港發展為智慧

面對 IT 問題外，亦面臨寄運、追蹤訂單等連串問題，殊不容易。有貨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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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看準市場需求，推出「網店物流」，由存倉、包裝到出貨的一站式

&

物流服務，主要針對中小微的電商企業，疫情下上半年客戶數量比去年
同期增長超過一倍，一些客戶的訂單量亦比平時多一倍。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圖：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Sandra 認為香港的網購市
場很有潛力，特別是在疫情和
限聚令期間。
◀疫情肆虐下，e+Solutions 今
年上半年客戶數量比去年同期
增長超過一倍。

發 展 藍 圖

Sandra認為，香港的網購市場很有潛力，特別
是在疫情和限聚令期間，大眾盡量減少外出機
會。在足不出戶的情況下，人們需要轉向網上選
購日用品及其他物品，消費習慣由線下改變成線
上，令網上購物更為普及。目前 e+Solutions 的
客戶有九成是本地網店，主要服務本地市場，有
些網店亦會有來自東南亞或北美及歐洲的訂單。
對於香港近日被美國取消特別關稅地位，Sandra
則回應指，由於貨品以B2C模式運往美國，關稅
的改動暫未帶來影響。

很多線下商店都希望轉型至線上。但中小企資源有限，開拓網上業務除

競 爭 優 勢

她指出，過往網店店主、中小企對物流的印象
主要是為 B2B（企業對企業）的商業模式提供服
務，覺得需要有一定的貨量才能使用。但 e+
Solutions 降低使用及收費門檻，月費由最低 138
元至 1,580 元不等，視乎租用多少存倉空間和訂
單量，希望令物流服務更「貼地」，即使是小型
網店都可使用。她補充，以 138 元的月費為例，
已包括一個儲存箱的儲存空間，並會提供一定數
量的訂單執貨包裝和安排送貨，但送貨費則實報
實銷，並使用庫存管理系統，在市面上算是彈性
高及門檻低的服務。
她舉例指，有一位客人兼職在網上專賣紅酒，
因沒空間放置紅酒，無奈把自己的衣櫃變成紅酒
倉，試過衣櫃因放置紅酒而惹滿白蟻。他也想過
將酒放置迷你倉，但有訂單需要到倉執貨包裝，
因怕要經常「走來走去」所以最後放棄了這個念
頭。而且，有正職在身的他下班後又要花時間打
理網店，有時還需要家人幫忙包裝和送貨，但採
用 e + Solutions 的服務，則可為他提供存倉空
間，當有訂單時 e + Solutions 會幫網店店主執
貨、包裝及安排送貨，客人只需透過手機查閱庫
存和追蹤貨物狀態。

疫症肆虐下，不少線下生意都叫苦連天，反而線上生意則愈見蓬勃，

一站式服務便捷省時
市面上眾多物流平台，e+Solutions
如何突圍而出？Sandra 指出，關鍵在
於「真正一站式的服務」。客戶無需
要獨立找不同的倉儲，送貨服務，連
提貨服務都可包辦。
「現時很多網店店主都從海外入貨
到港，以前可能透過不同的發貨人把貨
品從不同的快遞公司送來，但 e +
Solutions 母公司本身便是傳統的貨運
代理，網店店主只需要交低提貨資料，

當地的辦公室就能夠安排提貨、出口、
運用空運或海運送到香港。」她說。

API對接助自動化處理訂單
Sandra 續指，簡易使用的平台亦是
用戶體驗重要一環。e+Solutions 的智
能平台由自己的 IT 團隊研發，提供
電腦和手機應用程式版。若店主收到
新訂單，可以將訂單資料上載到 e+
Solutions 的平台。如網店系統與網店

擬力拓亞洲其他市場
雖然有母公司支援，但 e+
Solutions 的發展亦不是一帆風順。
Sandra 笑說：「e + Solutions 剛推出
市場時，很多人誤以為我們是一間
快遞或集運公司，隨着網購市場在

城市的願景，在今年 4 月港燈開始全面安裝智
能電表。為所有客戶安裝智能電表及相關基礎
設施是一項極為複雜的工程，由項目管理到客
戶溝通、以至建設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執行網
絡安全措施和設置通訊網絡等，各範疇均涉及
大量準備工作。整個項目正全速推行，預期在
2025年年底前完成。

香港愈來愈成熟，加上團隊一年多
的努力，大眾對『網店物流』的認
識逐步提高，至少知道市場有公司
提供這類型的物流服務。」而這類
自動化的物流服務則可助網店店主

已進行 API（應用程式介面）對接，
訂單數據更可以自動傳送到平台上，
由提貨和包裝團隊開始處理訂單。
完成包裝後，e+Solutions 會把已包
裝好的商品託運到快遞公司。以前網
店店主可能需要自己逐一上網查看快
遞單號碼和運送狀態，再逐一回覆客
人。現在 e+Solutions 幫網店店主託運
後，所有運單追蹤資料都能夠在平台
上統一查看，網店店主可以集中時間
精力在產品宣傳等核心事務。當然，
如果庫存不足，仍需由網店店主自行
訂貨。

在營運和管理上節省更多時間、人
力和物力。
至於未來計劃方面，e+Solutions 的
服務已拓展市場至上海、馬來西亞、
新加坡及韓國，未來也會與韓國的眾
籌網站合作，為網店店主或有意創立
網上零售生意的夥伴提供完善的網店
物流服務。

人行設金融科技公司
加快戰略部署

長科中期少賺逾 48%
長江生命科技（0775）昨亦公布，業績深受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影響，截至 6 月底止中期
盈利 8,744.1 萬元，按年下跌 48.94%，每股盈
利 0.91 仙，不派中期息。業績報告指，美國、
加拿大及澳洲等國家，一度採取嚴格的封鎖措
施，包括禁止離家外出，以及關閉辦公地點及
零售商店。這些措施嚴重影響公司之保健業務
運作，技術人員及工人不能出勤，生產近乎停
頓，產量大幅下降，導致保健產品業務之財務
貢獻於上半年錄得顯著跌幅。

■人民銀行
設立金融科
技公司，進
一步加強金
融科技戰略
部署。
資料圖片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周 曉 司、中國金幣總公司、中國人民銀
菁）人民銀行近日進一步加強金 行徵信中心、中國人民銀行清算總
融科技戰略部署，設立金融科技 中心和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
據此前央行印發的《金融科技
公司，註冊資本超過 20 億元人民
幣，公司五位股東均為央行直屬 （FinTech）發 展 規 劃（2019-2021
》顯示，央行將加強金融科技
事業單位或 100%控股公司。路 年）
透引述業內人士稱，央行成立金 戰略部署。加快制定組織架構重塑
融科技子公司，未來在對監管科 計劃，依法合規探索設立金融科技
技的研究和應用方面，會起到重 子公司等創新模式，切實發揮科技
引領驅動作用，構建系統完備、科
要的促進作用。
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
註冊資本逾 20 億元
《規劃》中還明確要求，加強金
據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顯 融科技審慎監管，建立健全監管基
示，7月30日成立的成方金融科技 本規則體系，加大監管基本規則擬
有限公司，經營範圍包括軟件開 訂、監測分析和評估工作力度，運
發、數據處理、計算機系統服務 用現代科技手段適時動態監管線上
等。股東分別為中國金融電子化公 線下、國際國內的資金流向流量。

滙控擬內地聘逾2000名財富規劃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
樂 ） 滙 控 （0005） 計 劃 大 力 增
加其在內地的財富管理人員，
目標是未來 4 年內在內地聘用
2,000 至 3,000 名財富規劃師，而
首批 100 名新僱員已在廣州和上
海開始工作。滙控行政總裁祈

耀年早前表示，集團將加強滲
透財富管理業務，尤其是在亞
洲市場，以分散集團的收入來
源，特別是抵消收息業務所帶
來的負面影響。此外，他認為
內地市場的財富增加，對滙控
而言是發展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