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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商服務業華麗轉身
廠商二代把握機遇 舊生意添新方向


87
中國改革開放40年
港商二代接棒


中國改革開放 40 年來，除了一些製造業的港商二代在轉型升級中獲得新生外，從事零售、商貿和高爾夫等服務
業的港商二代，也同樣積極轉型應對市場變化和把握新的機遇。在華強北經營商場的港商香港龐源集團，將商舖轉
為給知名品牌手機廠商等，香港上市公司毅德控股則通過研發“毅掌櫃”和“毅起付”系統，發力 O2O 平台；從事

之二服務業求變
1
高爾夫業務的觀瀾湖集團進軍海口，拓展高爾夫業務，並跨界拓展電影、足球和籃球培訓業務。正是不斷的轉型和
（完） 業務創新，令從事商業和休閒產業的港商不斷地發展和壯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林源森

深圳數碼商城
瞄準國產手機商機 改造數碼城
深圳華強北作為“中國電子第一街”，每天上
午 11 點後車水馬龍，熙熙攘攘的人流湧入遠望數碼
商城，裡面人頭湧動和整齊有序，這都源自於商城
新總經理林源森的努力。作為香港龐源集團總經理
和遠望數碼商城總經理，林源森是一位 80 後的二代
港商，給人留下年輕、幹練和陽光帥氣的印象。林
源森爸爸林暉翔 20 年前在香港做電子貿易，但他看
到珠三角強大的製造實力和完善的產業鏈，以及內
地巨大的電子和通信產品需求，在 2001 年的時候林
暉翔回到深圳發展數碼商城，目前商城有上萬平
米，入駐 2,000 多商家。

成最大一站式手機採購中心
2011 年英國工商管理專業畢業的林源森，經
一年的歷練後 2012 年任遠望數碼商城總經理，因
山寨手機市場受到整頓和華強北修建地鐵，遠望
數碼商城受到了衝擊，加上電商帶來新的挑戰，
商場人流減少，商舖關門增多，整體經營面臨着
非常大的壓力。他潛心研究華強北商圈的發展趨
勢、消費者的理念和習慣後發現，以前除了外國
的幾大品牌外都是水貨機、山寨機、小眾機，儘
管此前山寨機等透支了市場，但其實是隱藏了國
產品牌大有發展空間的這一商機，於是林源森帶
領團隊制定了“國產手機規模化品牌化”的戰
略，經過五六年努力，現在，包括數碼商城銷售
的手機 90%以上為國產品牌手機，遠望數碼商城已

成國內品牌手機進入市場的必爭陣地。現在他們
商城在華強北佔了整個市場全國手機 60%的批發
量，一天成交金額起碼達 1 億元人民幣 （約 167
億韓元），輻射包括港澳在內全球 50 多個國家和
地區，是全球最大的“一站式”手機、數碼產品
採購中心。

打造大牌子旗艦商場
儘管商城發展態勢良好，但華強北商圈整體仍
面臨經營壓力，林源森考慮積極轉型，大面積體驗
式的專業品牌店更受消費者歡迎，也剛好滿足一些
大型品牌手機廠商的需求，於是他做了一個大膽的
決定，接手了遠望數碼商城旁邊另一棟電子市場的
經營權，打造遠望數碼商城二期，吸引了小米、
OPPO 等旗艦店入駐。
“其實很多人都在摸
索轉型升級，但這種
東西不像書本裡說
的，它沒有一個準確
的答案。”他感嘆
道。在談到與父親經
營業務的差別時，他
強調他們更多地是科
學規劃和團隊抉擇，
而父親多是憑眼光和
感覺。

林源森多線發展 進軍房產及智慧農業
■林源森負責和運營華強北遠望數碼商城
林源森負責和運營華強北遠望數碼商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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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京東合作助升級
在王德文看來，與電商的巨頭合作可以很好地發
揮毅德的優勢。今年 2 月中旬，毅德控股和京東簽署
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在信息流、物流、資金流、技
術等領域展開合作，重構商貿物流競爭力中心，推動
毅德的“實體商貿線下網”和京東的“線上零售網”
實現共融突破的雙產業升級。

■王德文積極推進
業務發展和轉型，
將毅德控股升級打
造成“現代物流+
互聯網”生態系統
模式。

王德文撐“一帶一路”
斥百億沿線城市積極佈局
王德文十分看好“一帶一路”帶
來商機，他引領毅德控股積極開發的
蘭州、柳州等眾多商貿物流城，均沿
線佈局，投資金額動輒數十億（人
民幣，下同）甚至上百億。

蘭州毅德城佔地6000畝
王德文告訴記者，蘭州作為“一
帶一路”的關鍵節點，地處黃河經濟
帶一級開發軸線和隴海、蘭新經濟帶
二級開發軸線的交匯處，是西安、銀
川、成都和重慶等地進入新疆、青海
的咽喉要道，是隴海線、蘭新線經濟
帶的重要支點和輻射源。最近，由毅
德控股投資建設的蘭州毅德城舉行試
營業啟動會，吸引了全國和海外無數
商人匯聚。
作為“一帶一路”的關鍵節點和
輻射大西北和中亞優越的地理位置，
蘭州毅德城正成為中外商家經貿交流
中心。蘭州毅德城總佔地面積約為
6,000 畝，總規劃建築面積約 600 萬平
方米，總投資額超過 180 億元（約 3 萬
億韓元），集化工建材、家居裝飾、

前期資金助青年創業
林源森還不斷地探索新領域，投資新的
業務。他與朋友合資創辦了深港青年創業基
地，專為願意來內地發展的香港青年提供免

費的辦公場地以及相關的服務，利用各種社
會資源協助香港青年孵化項目，並提供項目
孵化所需的前期資金、對口資源和天使投資
等，力求為香港青年在創業路上尋找新的方
向，同時為深圳大眾創新注入新的動力。

培植有機農品屆收成期
林源森還十分看好智慧農業，主導了龐
源集團與香港理工大學在香港設立“可持續農
業創科中心”，利用理工大學科研的力量，根
據客戶不同的需求培植不同營養成份的有機農
產品，目前這個科研項目已經到了收成的階
段，通過物聯網的技術，不但可以為農業帶來
更高的生產力，令種植變得智慧化，還可以減
少人力成本，提高產能，為農業的發展提供新
的革命，目前項目於集團在香港自有土地上建
起了科研中心，未來將會打造成一個智慧體驗
中心，並開放供大眾參觀。

觀瀾湖集團
海口打造一體式旅遊小鎮

商貿物流毅德控股
研發智能系統增競爭力
從事商貿物流的毅德控股集團執行董事、行政總
裁王德文，作為港商二代，他 2006 年獲得美國康奈
爾大學應用統計學碩士學位，負責集團整體業務運營
及管理，自毅德控股集團 2011 年成立以來，王德文
組織全國各地商貿物流項目開發運營。在王德文推動
下，2013 年 10 月，毅德控股集團成功在香港主板上
市，借助香港資本市場的力量，推動公司全國業務快
速發展，目前集團已在中國 7 個省份及自治區同時開
發12個項目。
“由於電商的興起和電子支付快速發展帶來了巨
大的衝擊和挑戰，我積極推動毅德不斷創新推進業務
發展和轉型，將毅德控股升級打造成‘現代物流+互
聯網’生態系統模式。”王德文表示，去年 12 月
初，毅德控股利用其綿陽、贛州、柳州等全國商貿物
流毅德城園區推出“毅掌櫃&毅起付”系統。加上其
電商品牌“毅起來”、集成極速物流平台、車貨匹配
APP“毅起送”和智能生活進口商品社區體驗店“毅
優選”，毅德控股的互聯網矩陣平台業已初步成形，
進一步提升毅德控股成為全國領先的大型商貿物流中
心開發商及運營商。

■小米、
OPPO 等
手機品牌
紛紛入駐
龐源大型
品牌店。
品牌店
。

林源森不僅推動數碼商城業務轉型，
也積極拓展房產地業務，並與朋友合資創
辦了深港青年創業基地，並涉足智慧農業
領域，以期拓展新的商機。
除了遠望商城業務外，2012年林源森主
導公司拓展地產業務，但深圳土地比較難獲
得，他便將眼光轉向臨近的惠州，開發了
“御藍灣”項目。2015年他們首期開售，當
時房價不過每平米 4,000 至 5,000 元人民幣
（約67萬至84萬韓元），一兩年後樓價持續
飆升，他們獲得較好的收益。現在他們拿到
了一個深圳羅湖近萬平米舊城改造項目，至
少準備建設四五棟高樓。

汽摩配件等各類專業市場為一體，是
西北地區規模大、現代化程度高、輻
射能力強的綜合商貿物流基地。蘭州
毅德城項目建成後預計每年實現交易
額將達 600 億元（約 10 萬億韓元），
將成為蘭州市新的經濟增長點。

柳州緊鄰東盟 商舖售罄
在王德文看來，柳州作為緊鄰東
盟的廣西重要工業城市，天然優勢十
分明顯，溝通西南與中南、華東、華
南地區的鐵路中樞及區域性綜合交通
樞紐，水陸空於一體的立體化現代交
通網絡為商貿行業提供了有利的條
件。毅德控股也積極佈局，由其開發
的柳州毅德城項目位於柳南片區和柳
江縣交界處，規劃淨用地約 1,800 畝。
總投資約68億元（約1.1萬億韓元），
建築面積約150萬平方米，涵蓋了建材
家居、五金機電、百貨副食小商品、
汽摩配件、服裝鞋帽五大主題，將為
區域帶來巨大的客流，並可輻射東盟
市場。柳州毅德城項目近兩千套商舖
去年就已售罄。

現任觀瀾湖集團主席兼行政
總裁、港商二代朱鼎健則在其
21 歲國外留學畢業回來幫助父
親朱樹豪打拼事業，他告訴記
者，“在 2007 年獲悉父親病危
時我只能臨危受命，瞬時覺得一
棵大樹壓了下來，壓力倍增。但
壓力也是動力的源泉，對外積極
尋找商機，拓展業務，2011 年
便正式接手家族生意，發展海口
的高爾夫度假村項目，並推動集
團業務多元化和轉型。”

■朱鼎健領導觀瀾湖
集團對外積極尋找商
機，拓展業務
拓展業務。
。

同時拓雲南重慶北京項目
海口觀瀾湖項目契合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
的國家戰略，他們興建集運動、賽事、保健、
養生、娛樂和培訓等為一體的大型休閒產業

群，包括 10 個高爾夫球場，全球最大規模的溫
泉，麗思卡爾頓、硬石等 4 家酒店，旅遊小鎮，
蘭桂坊時尚街區，成為海口旅遊休閒的新地
標。此外，觀瀾湖還在雲南、重慶、北京投資
有觀瀾湖項目。

朱鼎健拒做守業者 進軍電影業
作為港商二代，朱鼎健拒做守業者，除了延續家
族高爾夫業務外，對外積極尋找商機，帶領觀瀾湖集
團積極拓展影視、教育、藝術和體育培訓等機遇，更
為一些香港年輕人提供北拓的機遇。
朱鼎健與名導演馮小剛及華誼兄弟公司攜手打造
電影公社，搭建特色的實景街道，建造全亞洲最大的
8,000平方米室內攝影棚，為中國電影產業錦上添花。

助香港年輕人北上
雖然朱鼎健的很多產業都在內地生根發芽，但
他依然關心香港年輕人的發展。他在葵涌的工廈看
見一些年輕人在賣自己的手作，做工精美但由於位
置限制，人流少導致成交量低。他受此啟發，在內
地建立藝工場，讓喜歡手作和創作的年輕人在這裡
施展才華，自由買賣，得以圓夢。香港許多產業往
內地轉移已成事實，熟悉內地事務的朱鼎健充當超
級聯繫人，幫助更多的香港年輕人北上尋求發展機

會。
在深圳，除了是世界第一大高爾夫球會之外，觀
瀾湖集團又與英國的百年名校—柏朗思學校締結合
作，於深圳觀瀾湖開設柏朗思觀瀾湖學校。展開全方
位合作，涵蓋學校管理、教師選聘、專業發展、課程
設計、師生交換項目、運動競技和大學申請等方面，
以達至作育英才。
在體育培訓方面，觀瀾湖集團與百年俱樂部巴塞
羅那合作共建中國首家巴塞羅那足球學校共7個球場
和足球互動體驗區，該足球學校將引入培育出美斯、
沙維等足球巨星的拉瑪西亞青訓模式，由巴塞羅那足
球會教練親自執教，旨在為中國培養出更多未來的足
球明星。而籃球上與NBA中國結為合作伙伴，共建首
個NBA綜合項目群。雙方在海口觀瀾湖度假區合作建
設NBA籃球訓練中心、NBA互動體驗中心和專賣店。
雙方合作為中國人提供既健康又有活力的生活方式，
助力發掘未來中國的NBA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