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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東南飛”
港商升級機器堅持開工

老闆溫情留人 發賀年福利與員工共度時艱

成本高利潤薄成本高利潤薄
港企艱苦經營港企艱苦經營

在農歷新年假期前夕，港企美馳圖

實業有限公司偌大的廠房此時卻

顯得空空落落，原本2,500名員工，過

半已提早請假回家，偶爾數位穿着工服

的員工提着飯盒走過。在內地經營廠房

逾廿年的香港廠長吳克翰正忙碌地看出

貨樣品、結算。“其實工廠年廿八放

假，但外地員工歸家心切，我們提前安

排調假、排期趕工，剩下我們繼續上

班。”

薪金原料上漲 精簡人手應對
美馳圖生產的玩具車銷往全球，而

玩具車一軸一輪的安裝、噴漆上油都離

不開人手細心操作。作為傳統勞力密集

型港企，吳克翰坦言工廠最大的資本是

“人”，最突出的成本也是“人”。

“每款產品人工成本佔總成本的10%，

每年購買社保、發放的工資都在增

加。”對於珠三角人工成本逐年上漲，

吳克翰已是見慣不怪，但他無奈稱，

“去年市場環境比08年還要差，成本上

漲，客人訂單需要更加挑剔，利潤縮水

減薄。”

廠房設在汕尾的香港興成針織廠有

限公司董事長張靜也感歎，珠三角人

工、社保等每年漲幅約10%到15%，廣

東人工成本約500美元一個月，而東南

亞僅需150美元左右，因為拚不過東南

亞廠房的低成本，不少訂單都“東南

飛”。由於訂單減少，為應對人力成本

問題，張靜的製衣廠開始改造生產線，

員工由原來高峰期8,000人精簡為2,000

人。

“除了常規成本，原材料價格去年

也是嗖嗖地漲。”港企遠東鈕扣腰帶製

品廠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陳益林苦笑稱，

自己的2016慘不忍睹，首次經歷了從微

利經營到虧損。“原料漲價，但跟客戶

簽的價格卻不能變，所以自己要硬啃原

料漲價成本。”他表示，公司用銅比較

多，銅屬於貴金屬，年底銅價已經升到

8,000元人民幣一噸，漲了30%，合金原

料價格更是升了40%。

受惠人幣貶值 賺取匯率差價
在這種形勢下，人民幣貶值成為外

貿港商在2016為數不多的開心事。陳益

林說：“因為港商訂單都以美元或港幣

結算居多，人民幣貶值相當於掙了7%

的匯率差價。”提及對雞年願景，記者

採訪近十個珠三角傳統製造業港商中，

大多數都對今年市場態度悲觀，認為外

貿形勢暫時難轉好，而內地成本上漲是

必然趨勢。

“不過，雖然錢賺少了，但團年

飯、年終獎、為每個員工準備過年的小

心意，一樣都不能省。”美馳圖廠長吳

克翰說，工廠每年都會為外地員工集體

購買返鄉火車票，看到員工將過年禮品

開心抱回家，心裡也感到寬慰。“一年

到頭，一起付出的就是這班員工，不能

虧待。”

2017對吳克翰而言也是特別的一

年，因為這是美馳圖成立五十周年紀

念。他頗有豪情地說，今年開會定下口

號“激奮2017”，並打印出來貼着車間

牆上。“雖然說去年生意很差，但這麼

多年，無論順境逆境港商都這麼熬過

來，所以也會有信心經營下去。”在目

送一批趕上春運火車的員工後，吳克翰

回到廠房繼續為一年收尾工作忙碌，車

間一排排自動化機器等待員工春節回來

再次啟動。

傳 統 產 業 篇

珠三角港企2016回顧系列二之一

一張寫着“生意興隆”的嶄新紅色揮春貼在珠三角某廠房門

口，寄託着新年祝願。經歷一年外貿訂單縮水、東南亞競爭增

強，原料、人工、土地租金成本紛紛上漲，香港老闆直呼頭疼。

提及人民幣兌美元全年貶值近7%，外貿獲匯率差價利潤，港商

們才難得露出笑顏。傳統製造業外憂內患，近十個受訪港商不約

而同地以“艱苦經營”來形容2016。即便如此，在珠三角從事傳

統製造業的港商依然為員工發放賀年福利溫情留人，盼新年廠房

開工，新老員工歸來共度時艱。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東莞報道

港資製造業廠商
回望2016愁與喜

愁
1. 歐美客戶訂單不少轉移到東南

亞廠商，訂單下滑

2. 內地人力成本年上漲10%到

20%

3. 2016原材料價格多數上漲30%

或翻倍，利潤減少或虧本

4. 外貿企業原料進出口稅費高，

內地市場競爭激烈，內銷經營

受挫

5. 英國脫歐等國際形勢變動導致

客商訂單量再減少

6. “短平快”訂單導致利潤攤薄

喜
1. 人民幣貶值，美元或港幣結算

的港商掙匯率差，議價能力強

2. 更新設備、機器換人獲地方政

府轉型升級資金幫補

整理：記者 盧靜怡

“財神到、財神到，好走快兩

步……”每年農曆新年，賀歲歌曲響徹

珠三角大街小巷。然而回首2016年，不

少港商訴苦稱，由於內地生產成本依然上

漲，人工、廠房租金和進出口稅費上成本

高企，“財神”訂單飛往價格窪地東南

亞。港商羅勝洪在東莞經營一家規模逾

600人的印刷工廠，他坦言因為客戶頻頻

要求減價，礙於生產成本難降，導致訂單

轉移。

業界口碑好 客戶增訂單
“我們的產品出口歐美，但歐美經

濟環境不好，每年都要求你減價，不然客

戶自己轉找東南亞工廠。”羅勝洪表示，

面對這種市場新環境，要不工廠轉移，要

不客戶轉移。“你想留住客戶，但內地成

本太高，減價就自己虧損，那就只能將訂

單拱手相讓給東南亞競爭者。”

儘管被頻頻壓價，羅勝洪擁有的工

廠因為經營時間長，業界口碑好，因此客

商在每年壓價的基礎上，將訂單量加大近

一倍，因此他依然穩扎內地經營。“其實

按照這種生產模式，工廠已經很難賺錢，

因為不捨得工廠倒閉，也要接單做下去，

否則怎麼能看到明天的太陽呢？”

全自動生產 保質減成本
“美國有七成的訂單都轉去了東南

亞工廠，無形中中國訂單少了。”港企遠

東鈕扣腰帶製品廠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陳益

林坦言不看好今年市場，但認為2018年

將會好轉。為此，他今年依然會繼續投入

專利設計和生產，咬牙渡過難關。“我們

目前有超過100個專利。我們的機器自動

化和轉型都是內部工程師自己改的，一年

觀察下來，能減輕30%成本。通過機器改

造，原本300人的工廠現在縮減到150

人。全自動生產，產品質量和穩定性會

好。”

對於雞年期望，陳益林盼望內地政

府可以一視同仁，給予小型企業支持。他

說，但即使是大型工廠，也無法獨攬生

產，還需要靠周邊的衛星廠幫忙加工、提

供零件材料。“不要再給壓力工廠，希望

行政手續盡量簡化，尤其是給細廠生存空

間。小廠房第一是資金不足，第二又沒有

開發能力，經營十分艱難。”

曾幾何時，每到農曆新年

前夕，品嚐豪華飯桌上的珍饈

百味，與當地官員推杯換盞，

曾是在珠三角港商群體必不可

少的節前安排。又至一年歲

末，在“八項規定”緊箍咒出

台後，吃請送禮在內地官場幾

乎難覓蹤影。

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接

手父親在東莞廠房超過20年的港

商王湛華，樂見飲酒應酬的場面

減少，取而代之的是與地方官員

間禮節性新春團拜。

“以前一個鎮有六個商會，

一年吃飯就六次，現在大大小小

的商會都精簡了，六個會變成一

個，吃飯就減少為一次。”戴着

眼鏡、長相斯文的王湛華笑言，

少了應酬工作更輕鬆，內地官場

運作越來越規範化。王湛華是東

莞康年製帽有限公司董事長，同

時身兼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永遠榮

譽會長，以及香港東莞石排同鄉

會榮譽會長。他也曾多次帶隊港

商到東莞“吃荔枝”考察投資，

反響熱烈。

“港商來內地投資，與當地

政府管外貿出口的官員接觸比較

多。”王湛華坦言，自己作為東

莞市港籍政協委員，也曾遞交過

提案參政議政。“因為親身參

與，了解內地政府運作、計劃執

行，對政府的效率和出台的政策

越來越認可。政府裡頭的官員也

有很多精英人士，提出的扶持企

業的計劃都很精準。”

為了扶持當地港企等外資企

業，東莞市政府今年提出效益倍

增計劃。王湛華就讚賞政策制定

者熟知經營管理。“三年倍增計

劃，拆分開來是公司利潤每年增

長30%，3年後就一個倍增，很符

合企業運作規律。”王湛華不無

輕鬆道，從轉型升級到企業效益

倍增，跟緊政策大方向走也是港

商其中一個生存之道。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

年人不同”。在新的一年，港企

有着新的出發。跟隨老闆北上工

作的港籍老員工逐漸年歲已高，

不少港資工廠已經是港二代、港

三代打理，而不少“開荒牛”港

籍員工也回港養老。為此，從內

地僱員中培養起來的新式管理

層，也成為港企經營的新路子。

港商王湛華是港資企業東莞

康年製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他同時也是在父親手中接過廠房

運營的“廠二代”。他笑言，舊

人有經驗，新人再融合。“新

血”都是內地人才，以前工廠做

營業是香港人，近年已經決定營

業員全都用內地員工。

王湛華說：“香港製衣業很

興旺，香港十大製衣廠都在內地

培養了很多跟單等外貿人才。現

在內地很多20多歲的跟單業務員

已經獨當一面。隨着香港老一輩

老去，香港也難有新人加入製造

業。”

除了管理層換“新血”外，

王湛華還說，今年將瞄準高端客

戶接高附加值訂單。他坦言，自

08年來一直下滑的生意在去年跌

到谷底。“去年應該是觸底，老

客戶走了，我們尋找新的高端客

戶出路，今年應該會有成績。”

“其實外貿不景氣，工廠和

客戶一起熬過寒冬。現在不少客

戶也有不斷被收購、債務重組的

坎坷經歷，去年財務報告也開始

止虧為盈。客戶準備重新起步，

我們的訂單也會更多。”

王湛華表示，公司新增了紐

約奢侈品牌百貨公司的高端客

戶，雖然訂單量不多，但比起一

般品牌20元美金的商品，這公司

可以賣 200 美元，利潤增加 10

倍。

“高端客戶往往需要找一些

短小精幹而設施齊全的公司。不

少港商一直做中高端客戶生意，

我們過去是大廠，在走成熟的管

理系統。經歷金融危機縮小後，

管理系統齊全，這正是我們的優

勢。”王湛華表示，內地人力成

本、社保，稅費都很高，做高端

客戶是未來的方向。

■在內地經營製帽工廠的港商王
湛華。 記者盧靜怡 攝

■在內地經營鈕扣皮帶廠多年的港商陳
益林。 記者盧靜怡 攝

■港企美馳圖廠長吳克翰。
記者盧靜怡 攝

港“開荒牛”退休
內地“新血”接班

官商關係規範 港商樂見新春應酬減

■■美馳圖實業有限公司的生美馳圖實業有限公司的生
產車間產車間。。 記者盧靜怡記者盧靜怡 攝攝

■■珠三角的港企多數從事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珠三角的港企多數從事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
對流水線工人依賴較大對流水線工人依賴較大。。 記者盧靜怡記者盧靜怡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