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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三五年，世界已可發生巨變，
新的生意模式，新的生活產品，新的人類便利，
不斷刷新人們的家庭生活，也給人們不斷提出新
的挑戰，也同時帶來新的機遇！
不管世界如何改變，生活依然離不開衣食住行，
民以食為天，天地是吾家，今期，我們以家為主
題，通過對 Conair 董事總經理 Anthony、時捷集
團 Benny、Jacky、及力勁集團 CEO Jim Liu 的
專題訪問，嘗試在他們工作為家的點滴中，挖掘
生活與產品中散發出來的家的味道！
與 Conair 董事總經理 Anthony 的之前的訪問已
事隔七年，七年前的訪問卻歷歷在目，仍仿如昨
日，像在彈指一揮間！雖然世界已發生巨變，但
Anthony 追求初衷，不斷創新產品的理念，卻在
他在 38 年的 Conair 職業生涯處處為家的生活理
念中，從來沒有改變過！
人生，只要善待您值得善待的人，愛戴您值得愛
的人，開心地充滿熱情地去追求生活，追求美好
家園，不要介懷已過去的人和事，對未來充滿憧
憬和信心，活在當下，即使時空不斷改變，美好
為家而不斷創造新的生活的信念，總會牽引著我
們在未來不同時空的家園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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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穿越．天地吾家

偉哥力場

企業專訪

凝聚家的力量
美康雅集團 梁傑倫

提到國際知名的美國護理電器
，眾所
龍 頭 美 康 雅 集 團 Conair
周 知 其 由 美 髮 產 品 起 家 ，現 時 亦
有 各 類 廚 房 電 器 及 煮 食 用 具 、蒸
氣 熨 斗 ，觸 及 生 活 各 個 層 面 ； 更
，他由工程
Anthony

不得不提其靈魂人物董事總經
理梁傑倫

至今三十八
師 開 始 任 職 Conair
年， 對 公 司 自 然 有 深 厚 感 情，
他對小家電的觀點亦從情感出
發：電器能令家庭成員之間更
多溝通，有助凝聚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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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專訪

反思智能住家
時捷電氣有限公司 嚴子杰、孫世樂

時捷以銷售半導體電子零

件 而 聞 名， 配 合 近 年 智 能

家 居 概 念 興 起， 以 至 物 聯

網 發 展 迅 速， 加 上 智 能 手

機、 電 視 盒 及 消 費 電 子 產

品 產 量 增 長， 電 子 零 件 和

半 導 體 需 求 大 增， 風 頭 一

年時捷更
時 無 倆 。 2016
成為日本老牌電器品牌

的港澳獨家總代理
Sharp
商， 其 在 智 能 家 居 發 展 方

面的動向更令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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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於創新開發

功能化並行發展。」現今年輕人喜歡飲咖啡，除
了自動沖調咖啡機，亦愈來愈多人願意添置半自

Conair 頭髮護理產品在美國巿佔率逾五成；來到

動咖啡機，甚至希望有更多功能，例如磨豆也有

香港設立亞太區銷售總部超過二十年，為進一步

多種模式供選擇，因此以往屬小眾的專業咖啡

開拓巿場，推出沙宣髮廊美髮工具，更是美髮產

機，卻可能成為更大眾化的產品，「消費者有要

品的表表者。Anthony 至今津津樂道，二十年前

求，代表我們亦更有產品研發的創意空間！」

他推動開發的即熱髮捲蔚成潮流，第一年便售出
一百萬隻，成績相當鼓舞。那時他做產品研發，

對於現時流行網購，他亦一矢中的：「網上購物

信念便是要開發出少有人做的產品，而他的確做

太方便，容易令人產生衝動去購物，多了寄運和

到了。「那時我研發了電熱捲髮器，可以短時間

退貨，一定令物流的需求增加！」家電迎上網購

發熱，開制即用，當時大部份同事都不支持推出

潮，最關鍵是做好物流。Conair 三年前開展網

巿場！」少有人做，亦代表少有人明白其產品價

購，現時已佔 25% 業務比例。Anthony 緊貼流行

值。那次備受爭議的原因是成本較高，當時生產

趨勢，對於小家電如何在香港的微型居住環境下

成本每個約五至六美元，已相等於其他捲髮器的

衝出重圍，他的想法亦很有啟發性：「即使美國

零售價。幸而後來獲大老闆兒子支持，提出產品

住屋較大，近年亦因個人生活追求小空間而令住

推出巿場後可以創立新的貴價產品定位。這款產

宅空間有縮小趨勢；日本城巿的高地價亦令小空

品推出至今，型號經已出了幾代，但仍能每年售

間生活更普遍。不止香港，個人化的生活空間其

出一千萬隻，自成一時佳話。

實是全球趨勢！」如何發展滿足個人需要的小家
電？他舉例說：「可以放在房間內的焗爐，機身

Anthony 樂於分享這件事，因為這亦反映了他對

纖巧又多功能！」焗爐不一定存放在廚房裡，這

產品研發的理念：「我認為電器是要令我們的生

便是突破思維框框。

活更便利和美好，即熱髮捲節省了等待捲髮器發
熱的時間，用家意見亦說好用，帶給我很大滿足

締造家記憶

感！」任何電器的角色都應該是令人使用時能樂
在其中，所以他們生產廚房電器、電動牙刷，就

用電器要 feel good，可能沿於 Anthony 對電器的

是沒有吸塵機，因為使用吸塵機的體驗始終帶有

情感記憶。小時候印象深刻的是大家一起圍著電

厭惡感，難以令人享受。「我認為用電器最重要

視、收音機這些唯一的娛樂，現時一家人卻可能

是 feel good ！」

各自在房裡用電腦、手機。不過，他仍相信家電
是可維繫家庭的：「當媽媽買了新焗爐，可能會

個人化生活趨勢

問子女如何使用；家人亦可以提議不同食譜。這
些都是交流。買了咖啡壼，又可以一起品味不同

笑言自己小時候喜歡將玩具拆掉重組，Anthony

的咖啡，或許因此而有了共同語言！」跨越時代，

天生是工程師，因此日常生活經常「職業病發

家電在「家」裡的角色仍然可以是凝聚家人的力

作」，習慣不斷思考電器研發的可能性，觀點亦

量，在香港麻雀雖小的居住空間裡，發揮其尤如

相當貼地：「新世代生活質素提升了，對產品要

五臟俱全的功能。

求愈來愈多，我相信未來電器開發要大眾化和多
HKEAIA express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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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大趨勢

的重要：「L.I.M. 為不少國際連鎖酒店及大型商
場項目設計燈光，我們有自己的設計團隊，酒店

從事家電多年的人，自然不會忽略人工智能在家

燈光亦會刻意調校偏黃色調，希望營造出有如家

電中的重要角色。洗衣機、電飯煲可以預設不同

的溫暖感。」家電巿場中，燈光是每個家庭不可

運作模式，已是最基本的智能晶片範例，還有近

或缺的一環，而 LED 是近年發展甚快的業務，因

年新興的語音控制、智能指示等等，莫不是為了

此時捷亦對此相當重視。

令我們的生活更方便。時捷產品部門總經理孫世
樂 Benny 更認為未來產品推出概念一定要建基於

智能化當然亦對 LED 有影響，巿面上已有產品

整套設計和構思，例如房子裝修便要配合整個智

可由手機程式控制燈光開關及設定不同色調。

能家居方案，由燈光控制、電源舖設，以至窗簾

Jacky 則認同 Benny 觀點，認為智能家居應是個

等等，都可以用同一個手機程式控制。

整體設計，而在開發產品時更相信「以人為本」，
避免產品將用家體驗複雜化。「用手機控制是很

香港在發展智能家居方面有更大優勢，Benny 指：

方便，但若電器本身只須開關功能，再用 App 控

「香港人生活忙碌，希望能節省時間做到更多其

制可能適得其反。」他笑言自己是智能家居擁躉，

他事，對智能科技的需求便不止於節約能源。」

家中保安系統、冷氣均設定可智能控制，方便監

香港新一代對科技發展亦較有觸覺，網絡帶起的

察家中小朋友起居，「回家前預先開冷氣，一到

資訊普及，令普羅大眾對新科技的認知和接受度

家便感覺涼爽，毋須為了加快溫度調節而開到最

均較高，有利智能家電的普及推廣。他在英國求

大功率，其實可以節省能源！」細微的用家體驗

學七年，最後仍選擇回港發展，除了對香港的情

果然是電器開發者才最敏感。

意結，更是對其發展前景的信心：「智能產品的
概念很早已出現，但以往成本較高，難以普及；

穩步向前

現時有條件能降低生產成本，產品能推及更多階
層和年齡層！」

時捷與鴻海關係密切，在智能手機、消費電子產
品、電視熒幕等產品方面均有強大的銷量後盾，

平衡生活和工作

配合物聯網、雲端計算以及電子商務平台的多線
發展，展望前景一片看好。Benny 提到 Sharp 旗

智能家電為我們省下時間，可以調劑生活和放鬆，

下電視機、空氣清新機等產品一直以來都贏盡口

時捷執行董事嚴子杰 Jacky 深感認同，尤其香港

碑，品質保證令其開發新一代產品繼續獲得支持；

人工作忙碌，總像不懂享受生活，「我認為擁有

Jacky 主理的 L.I.M. 照明業務以綠色工程為使命，

健康身體更重要，否則無論科技如何發展都無法

使用率亦錄得增長。時捷旗下業務以「家」為出

享受到！」他同時為時捷旗下 LED 業務 Light in

發點，穩步成長，Benny 的一句話頗適合作結：

Motion 任職執行副總裁，女兒才兩歲，工作和家

「香港是我的家，我回來是因為我相信她仍有發

庭兩頭忙，深感時間管理的重要，更明白「家」

展空間！」

鳴謝場地提供：The Mahjong Boutique Hostel
土瓜灣北帝街 10-16 號北帝大廈 1 樓
T. 2705 1869 / www.themahjong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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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報告

林偉明會長報告

六月份我和理事會成員一同去了一趟台灣，與台北巿電器
商業同業公會交流會面，是個難得的經驗。該會成立於
1946年．前身為音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首任理事長為
家電大廠國際牌創辦人洪建全先生，由台北市經營電器同
業及專業人士等專家共同組成的民間商業團體，成立迄今
68年，歷史悠久，最高峰時期有多達七千名會員，而成員
中更不乏總統府的重要官員，其公會理事長廖全平正是總
統府的國策顧問，在台灣電器同業中亦扮演重要的推廣角
色。說來本會的角色與其頗相近。公會除了配合職訓局的
產業人才投資計畫開辦通信技術實務課程，亦有主辦產品
展覽、同業交流活動、會員活動等。該會擁有更多銷售平
台，面向消費產品的資源豐富，因此希望透過交流能擴闊
本會的專業層面。
此次本會探訪台灣，主要任務是為了宣傳本會舉辦的大中
華智能家電設計大賽。以往大賽參加者多來自香港及內
地，今後希望能吸引更多來自台灣的參加者，為設計大賽
注入新血新氣象，亦希望兩岸三地的人材能有更多緊密交
流合作的機會。因此，短短兩天的行程，我們亦特意安排
探訪兩間大學，分別是台北科技大學及淡江大學，一方面
可了解行業在台灣學院招募人才的方式，另一方面亦透過
交流讓學生對大中華智能家電設計大賽有更多認識。
這次交流獲台北巿電器商業同業公會邀請，特此感謝熱情
招待。本會會員近期活動參與度高，實有賴社交平台興
起，令會員更積極回應及報名參與本會活動，希望各位
會員把握現時科技及網絡帶來的便利，更踴躍參與往後活
動。
林偉明
香港電器業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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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活動

2017 科技前瞻研討會

智能家居智慧生活
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期間，本會與香港貿易發展局合辦 2017 科技前瞻研討會，以「智能家居．智慧生
活」為主題，並邀得德國寶（香港）有限公司創辦人兼董事長陳國民博士、TOTEX創立人及IDMA（創
新與設計管理協會）創立人唐裔隆博士，以及科能三維技術(醫療)有限公司執行董事丘榮豐先生到場分
享。陳博士分享有關智慧產品的創新策略，而唐博士則理論剖析角度講述創新保識管理的經驗。丘先生
同與會者討論技術革新創意和創意革新技術兩者之間的比較，引發思考。是次研討會參與熱烈，各會員
互相請益，實現本會舉辦工作坊的交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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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活動

香港國際醫療器材及
用品展 2017
第8屆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醫療器材及用品展於五月份連續三日展中，共吸引超過10,700名來自62個國
家及地區的買家參觀，較去年上升7%，加上由於科技發展在醫療保健器材業發揮重要作用，令業界對
嶄新器材需求增加，因此這亦是個本會會員與同業接觸交流的良好機會。為加強業界交流並吸納新知，
本會在展期內更和香港醫療及保健器材行業協會合辦「持續創新：領先醫療保健市場」研討會，與會者
積極參與討論；另本會亦於會場內設有作品展示區，吸引會員到場參觀交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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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科技前瞻研討會

持續創新：
領先醫療保健市場
剛於五月舉行的香港國際及醫療用品展中，本會亦針對醫療保健巿場舉辦了有關的科技前瞻研討會，邀
請TOTEX創立人及IDMA（創新與設計管理協會）創立人唐裔隆博士到場分享創意產品概念如何應用在
開發個人保健護理產品上；以及由飛利浦產品設計中心創作總監Ms Hanne Caspersen分享以用家角度
開發護理產品的經驗。香港醫療及保健器材行業協會主席陳令名教授工程師亦到場分享醫療器材的發展
動態。智慧技術幾乎可應用在各類電子產品上，而醫療保健產品針對個人化和日常生活需求亦作出不少
創新設計，值得各同業及會員探討產品開發的前景，因此是次研討會亦吸引不少參加者。

HKEAIA express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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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電子產品展 2017
香港貿易發展局於四月主辦的第14屆香港春
季電子產品展以及國際資訊科技博覽圓滿結
束，兩展一連四天(4月13至16日) 共吸引超過
94,000名來自138個國家及地區的買家進場採
購，較去年微升1.4%。成熟市場如日本及韓
國的買家數目有所增加；而新興市場的買家
亦十分積極，當中中國內地、巴西、印度及
俄羅斯的買家數目錄得雙位數百分比增長。
香港貿發局副總裁周啟良認為踏入智能主導
的資訊數碼時代，虛擬現實及配合智能家居
應用的高科技產品受到買家追捧。今年更新
增「初創」專區為企業提供超值參展費用，
鼓勵他們展出最新創意，又新增「科技館」
網羅嶄新智能產品及技術。本會亦設有展覽
攤位，吸引會員到臨參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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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師徒計劃 2017
本會與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合辦師徒計劃
(Mentorship Programme) 至今已第七
屆，每屆均獲會員公司支持，為修讀產
品設計高級文憑課程的學生提供實習機
會，接受課堂以外的知識及培訓。期間
由學生主持產品設計發佈交流會，會員
公司派員出席並分享其經驗和對學生設
計的看法，助他們培養家電設計更專業
的眼光及設計手法。公司及廠家亦能透
過與年青人交流創作思維，碰撞出新火
花，相得益彰。

本屆參與 Mentorship 計劃公司 / 會員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永生膠木電器廠有限公司
光榮電業有限公司
百年實業（亞洲）有限公司
亞倫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建福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通用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胡家成先生
何柏林先生

Product Design Industry Day 2017
本會向來支持香港知專設計學院的產品設計人材
培訓，剛於五月由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學生籌辦的
作品展，標誌了本會師徒計劃的一個重要里程，
本會會員亦到場交流指導，並接受校方送贈的「
師徒計劃」紀念狀。一班曾獲本會會員指導過的
學生悉心準備及製作展品，向公眾展示其產品設
計成果，同時可面對面解說其設計理念，訓練其
演說能力；會員導師亦給予意見，以實際行動鼓
勵這些未來產品設計的人材，氣氛令人鼓舞。

HKEAIA express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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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新月異，市
場產品不斷推陳出

課程內容：

上課日期：

1. 香港電器業介紹

10月19日、26日、11月2日、9日、16日、23日、

2. 家電之定義及分類

30日及12月7日

展，職業訓練局-匯

3. 市場推廣、專業銷售及策略

上課時間： 星期五下午6時45分至9時45分

縱專業發展中心與

4. 電子商貿/網上交易的平台

地點：

香港電器業協會合

5. 展覽 / 交易會的成功技巧和策略

長沙灣長裕街8號億京廣場 7 樓

辦「電器業基礎證

6. 家電業發展里程

(長沙灣港鐵站A出口行3分鐘)

新。為配合香港
電器行業的迅速發

書課程」，以提升
電器業內人士的技
術和知識，同時亦

匯縱專業發展中心（荔枝角）

7. 生產及項目管理介紹

時數：

8. 專利的認識

教學語言：廣東話，配以英文講義

9. 新產品開發及趨勢

學費：

10. 家電與新科技整合

入讀要求：持有文憑或以上之學歷，或

24小時(8堂)
$2,500

希望藉著培育人才

11. 電器業科技應用

加強業界競爭力。

12. 電器業的安全要求

證書：

出席率達75%並取得考試及格可獲畢業證書

13. 電器業的標籤制度

查詢：

陳先生 或 區小姐

電話：

3719 6668 / 2247 9889 / 3719 6688

傳真：

2274 7207

電郵：

patrickchan@vtc.edu.hk

2 年電器業相關工作經驗

台北交流團
本會理事會成員於六
月份一連兩天到台北
進行交流訪察團。理
事會成員與台北巿電
器商業同業公會的同
業交流會面，公會理
事長廖全平亦為台灣
總統府的國策顧問，
雙方對港台行業概況
互有見解；又到訪台
北科技大學及淡江大
學，宣傳本會即將舉
辦的第二屆大中華智
能家電設計大賽，並
了解行業在台灣學院
招募人才的方式，獲
校方熱情接待及支
持。這次探訪有助兩
地同業交流，得益匪
淺。
HKEAIA express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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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家電及消費電子博覽會
香港電器業協會主辦的「第一屆大中華智慧家電設計大賽」已於上年11
月圓滿結束並舉行了頒獎典禮，在眾多參加者中脫穎而出、別有創意的
得獎者作品將會於2017年期間分別於4個國際家電展覽展示，包括 : 中
國家電及消費電子博覽會(Shanghai AWE 2017)、 德國柏林國際電消
費品展覽會(IFA Berlin 2017) 、台北國際電子產業科技展(TAITRONICS
2017)及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2017 Spring Edition)。於上海舉辦的中國
家電及消費電子博覽會已圓滿結束，香港電器業協會展位中展示大賽得
獎作品，體現香港家電業界的設計新創意。

蔡漢強專欄

新創企業法律議題

新創企業法律議題

(四) 產品開發及產權合同

隨著科技發展，不少新創企業應運而生，必不能

應與開發過程有關的自由顧問及第三方簽訂書

忽略以下法律程序：

面合同，訂立完整的產權協議，以避免對所開
產品的權利及收益。

(一) 發行公司股份
不少新創公司忽略在股東名冊上登錄發行股票的

(五) 網站、巿場營銷及發行合同

重要性，這可避免稅務問題，是尋求投資者的

完成初步開發後，其他階段亦應以同樣準則紀

必須程序。

錄及組織，應訂明完善的獨立發行巿場條款，
以免形成將來的限制甚至是影響商譽。

(二) 做足帳務紀錄
為免法例及稅務涉及違例，應詳實紀錄公司帳

(六) 商標/專利及設計應用

務開支項目、決策，股東名冊亦要能反映最新

在開發階段及將產品上巿前，便要協定其商

狀況。

標、專利及設計應用層面。建議聘用擅長商標
及專利法的律師。

(三) 僱員合同清晰
僱員與公司合同應為書面形式，尤其要包含產

(七) 優惠政策

品及服務的產權和知識產權條款、工作時間及

入駐科技園或自貿區的企業要注意一下，園區

超時工作、非競爭及保密協議等，以保障公司

或自貿區是否有相關的優惠政策。與專家緊密

及產品。

合作訂明優惠及稅項豁免條款，並選擇合適的
豁免計劃及作完善紀錄。
蔡漢強律師
香港電器業協會名譽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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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介紹
百家企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100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Group
Company Limited
地址：

香港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15樓G室
Room G, 15/F, MG Tower, 133 Hoi Bun Road,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代表人姓名：黃樹堅先生 Mr. Wong Shu Kin, Freeman
代表人職銜：總經理 General Manager
電話：
(852)2631-6988
傳真：(852)2110-0485
電郵：
freemanwong@100enterprises.com
產品 / 服務：Small Home Appliances, Audio & Digital, Personal Care

地址：

香港九龍九龍灣啟祥道9號
信和工商中心7樓66至73室
Units 66-73, 7/F, Sino Industrial Plaza,
9 Kai Cheung Road, Kowloon Bay,
Kowloon, Hong Kong
代表人姓名：陳焯民先生 Mr. Edmond Chan
代表人職銜：首席執行官 CEO
電話：
(852)2798-7778
傳真：(853)2798-7500
電郵：
edmond@hugoprint.com
網址：
www.hugoprint.com
產品 / 服務：Printing of Packaging Boxes

偉廷實業（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Best Lane Industrial (Macao Commercial
Offshore) Limited

美飾實業有限公司
Ornamental Industry Company Limited

地址：

地址：

澳門宋玉生廣場315至363號
獲多利大廈17樓I座及J座
代表人姓名：鄧浩廷先生 Mr. Tang Ho Ting, Tony
代表人職銜：Product Manager
電話：
(852)2997-6868
傳真：(852)2516-9746
電郵：
tony@bestlanehk.com
產品 / 服務：Hair Dryer, Straightener, Brush

智群知識產權事務所有限公司
CtR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pany Limited
地址：

香港新界荃灣海盛路11號
One Midtown 9樓20室
Unit 20, 9/F, One Midtown,11 Hoi Shing Road,
Tsuen Wan, N.T., Hong Kong.
代表人姓名：邱謙賜先生 Mr. Alfred Yau
代表人職銜：助理經理 Assistant Manager
電話：
(852)2420-1880
電郵：
alfredyau@ctr.com.hk
網址：
www.ctr.com.hk
產品 / 服務：Patent, Trademark, Registration

中國珠海市金灣區南水鎮
南水化工專區春新街
Chunxin Street, Nanshui Chemical Industrial District, 		
Nanshui Town, Zhuhai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代表人姓名：陳少鵬先生 Mr. Stephen Chan
代表人職銜：總經理 General Manager
電話：
(86)756-7713996
傳真：(86)756-7713398
電郵：
ornamental@21cn.com
網址：
www.zh-metal.com
產品 / 服務：發鉗鋁板、鋁通、電子電器鋁外殼、散熱器

江門市朗達集團有限公司
Ronda Group Company Limited
地址：
中國廣東省江門鶴山市工業城C區創富路6號
代表人姓名：余錦欽先生 Mr. Jinqin Yu
代表人職銜：董事長 Chairman
電話：
(86)750-8429388		
傳真：
(86)750-8429111
電郵：
yu@ronda-battery.com
網址：
www.ronda-battery.com
產品 / 服務：鎳鎘電池、鎳氫電池、鋰電池

佛山市順德友基電子有限公司
Foshan City Shunde Youji Electronic
Company Limited

深圳華星恒泰泵閥有限公司
Shenzhen CNHT Company Limited

地址：

地址：

中國佛山市順德區容桂容里居委會寶西路37號
天富來國際工業城2期10座301、302單元
代表人姓名：洪文清先生
代表人職銜：總經理 General Manager
電話：
(86)757-22809187
傳真：
(86)757-22809177
電郵：
business@sdyouji.com
網址：
www.sdyouji.com
產品 / 服務：負離子發生器

香港羽德實業有限公司
Hong Kong Yu De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
地址：

中國廣東省東莞市黃江鎮
長龍管理區長新街75號
No. 75 Changxin Street, Chang Long Village,
Huangjiang Town,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代表人姓名：鄒小琴小姐 Ms. Serene Zou
代表人職銜：法人代表
電話：
(86)769-82125119
傳真：(86)769-82125129
電郵：
yude@ydsilicone.com
網址：
www.ydsilicone.com
產品 / 服務：生產硅膠、橡膠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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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高印刷有限公司
Hugo Printing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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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深圳市寶安新安區67區留仙一路甲岸
科技園1棟廠房4樓3區（郵編﹕518101）
Flat 3, 4/F, Building1, Jia’an Hi-Tech Industrial Park,
1st Liuxian Road, Block 67,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China
代表人姓名：熊穎申先生 Mr. Tong Hung
代表人職銜：總經理 General Manager
電話：
(86)755-27598327 / 27599551
傳真：
(86)755-27598671
電郵：
tony@solenoidcoil.cn
網址：
www.solenoidcoil.cn
產品 / 服務：電磁泵、電磁閥

億鋮達新焊錫製造有限公司
Yik Shing Tat New Solder
Manufacturer Limited
地址：

香港九龍觀塘鴻圖道26號威登中心1207室
Room 7, 12/F, Westin Center,
No. 26 Hung To Road,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代表人姓名：吳建新先生 Mr. Dennis Ng
代表人職銜：總經理 General Manager
電話：
(852)2793-2092
傳真：(852)2793-2097
電郵：
dennis@yikst.com
網址：
www.yikst.com
產品 / 服務：膠粘劑、錫膏、錫線、錫條、清洗劑、助焊劑

行業消息及交流

香港的電子商貿生態：把貨品輸往中國內地
經過多年強勁增長，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企業對消費者 (B2C) 電子商貿市場。據中國互聯網觀察 (China Internet Watch) 估
計，2016年中國電子商貿市場規模達8,990億美元，差不多是全球電子商貿銷售額的一半，佔中國零售總額的18.4%。
隨著民眾可支配收入不斷增加，以及網上零售日趨方便，中國消費者對進口貨品的需求急升。艾瑞諮詢 (iResearch) 估計，2015
年，中國跨境電子商貿總值達1,310億美元。全球顧問公司埃森哲(Accenture)與阿里研究院更預測，這個數字到2020年將達2,450
億美元。
2015年6月19日，中國政府發布政策指導文件，其中包括有利於國內消費的稅收政策，以及啟動試點項目，促進電子商貿進口。
現時中國允許外資獨資經營某些電子商貿業務。海關已簡化貨物清關手續，允許集體報關、檢查及放行。通過電子商貿進口的貨
物獲降低關稅，監管要求也較低。
據香港貿發局估計，2015年，中國內地通過香港商家或平台進口的電子商貿貨品總值約150億美元。中國內地消費者對外國貨品
需求殷切，加上政府的支持，對發展跨境電子商貿有利。通過香港把外國貨品輸入中國內地有很多優勢，為香港電子商貿業帶來
很大的發展空間。

海外購物渠道

售的40,000種產品的一小部分。網上貨品涵蓋四個類別，即維

中國消費者可以通過三種渠道購買外國貨品：

他命及營養補充劑、嬰兒用品、護膚護髮用品，以及食品。該

直接從海外電子商貿網站訂購，例如亞馬遜 (Amazon.com)、

品牌通過天貓國際銷售這些貨品，可藉此良機測試市場需求，

梅西百貨 (macys.com)、樂天 (rakuten.com) 等網站。這類網

同時也可避開日趨蓬勃的中間商灰色市場。

上購物者追求的是優質正牌產品，而這些海外購物活動通常稱
為「海淘」。

法國普羅旺斯 (Provence) 地區也在天貓國際開設旗艦店，推出

通過購物代理訂購，由他們協助中國消費者支付及交收，這類

超過 100 種特產，如葡萄酒、橄欖油和個人護理用品，包括普

網上購物活動通常稱為「代購」。

羅旺斯特色產品之一的薰衣草油。

跨境電子商貿，一般指海外品牌通過天貓國際、京東全球購、
小紅書等國內跨境電子商貿平台，以及上海、鄭州、重慶、杭

在天貓國際開設網店的香港品牌有美心、周大福、周生生、謝

州和寧波等試點城市的跨境電子商貿平台，直接向中國消費者

瑞麟珠寶及金至尊珠寶。這些品牌與內地的電子交易市集合

銷售。

作，從而開通更多渠道，接觸內地向上流動的龐大客戶群。

據中國互聯網觀察估計，60%的網上購物者通過國內電子商貿
渠道跨境購買產品，而40%則使用海外的全球電子商貿網站。

京東全球購

中國內地網上買家主要是從美國進行境外購物，其次是香港、

京東是中國最大的網上直銷公司之一，於2015年4月15日宣布

馬來西亞、荷蘭和韓國。最受歡迎的進口產品類別是化妝品及

推出京東全球購。京東全球購有兩種跨境銷售模式。外國品牌

個人護理用品、食品飲料、嬰兒用品、服裝及配飾。

可以在該電子交易市集設立網店，直接向中國消費者銷售，不
用在內地設有實體店或法律存在，並可利用該電子交易市集完

中國主要的跨境電子商貿平台

善的倉儲物流基礎設施。

天貓國際
以市場份額計算，阿里巴巴無疑是中國電子商貿市場的領導

另一種做法是，京東全球購從海外品牌或供應商購入庫存貨

者，經營三個不同的平台，即淘寶、天貓和天貓國際。天貓國

品，然後通過其跨境平台售予中國消費者。在這情況下，京東

際是阿里巴巴的跨境平台，於2014年推出，為在中國沒有實體

全球購負責物流及營銷環節。

經營的國際品牌和零售商提供電子交易市集，建立網上商店，
直接向中國消費者銷售。供應商必須同意僅出售從海外採購的

聯合利華 (Unilever) 是京東邀請入駐京東全球購的知名企業之

正牌產品，至今已有來自美國、德國、澳洲、新西蘭、韓國、

一。該公司借助該平台來測試沒有在中國其他渠道銷售的產品

日本、台灣和香港等20多個國家及地區的海外品牌和零售商，

需求。香港主要的化妝品零售商莎莎，也在京東全球購設立旗

借助天貓國際作為進入中國內地市場的捷徑，而落戶的商家數

艦店。

目亦日益增多。
其他較小型及專門的跨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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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時裝零售商梅西百貨 (Macy’s) 就是突出例子之一 [1]，該

小紅書是一個社交類電子商貿購物應用程式，以上海為基地。

公司在天貓國際開設了梅西中國網店 (Macy’s China)。以前，

這個平台面向18至35歲的中國女性，幫助用戶從海外發掘及購

梅西百貨通過其英文網站向中國消費者銷售產品，然後從美國

買奢侈品，分享購物心得和交流時尚意念。這個應用程式擁有

出貨。現在，該公司進駐天貓國際，並在香港設立倉庫，交貨

超過1,500萬名註冊用戶，迅速引起國內外購物者和投資者的

時間大為縮短。

關注。

另一個例子是澳洲超市 Woolworths [1]。這家超市在天貓國際

另一例子是唯品會(VIP.com)，銷售來自韓國、日本、歐洲、澳

開設網店，向中國消費者銷售約80種產品，只佔在澳洲本土銷

洲和美國等地的國際品牌及產品。此外，內地的主流通訊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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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消息及交流
微信也擴展了功能，把社交媒體及電子商貿包括在內。微信店

跨境電子商貿的物流模式

舖方便用戶以簡單及流動的方式購買產品，而且支付便利，迅

目前，中國跨境電子商貿的物流模式主要包括：集運、保稅備

速成為許多小型網上商家最喜歡使用的渠道。

貨 (B2B2C) 和直郵。

外國品牌毋須只局限於一個跨境平台。例如，澳洲的澳佳寶

集運：海外供應商把來自不同網上購物者的訂單集中起來，然

(Blackmores) 和一些奢侈品牌便與中國多個平台合作，同時經

後把整箱貨品付運到中國的電子商貿試點城市。整箱貨品到達

營本身的中文電子商貿網站。

後，由郵政特快專遞 (EMS) 或快遞公司拆開，並把個別包裹發
送給不同的買家。

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
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結合電子商貿與保稅倉儲的優勢，為

保稅備貨：根據賣方的分析及預測，將產品大批量發送到試點

網上商家和電子交易市集提供高效的海關處理和物流服務。這

城市中經海關批准的跨境電子商貿企業，並存放在 B 類保稅

些電子商貿試點項目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解決方案，把服務與

區。然後，產品通過電子商貿在保稅區以外銷售，並由物流公

製造、包裝和網上商店註冊功能結合起來，達到加快訂單處

司交付給消費者。

理、物流、清關及關稅清付的目的。
直郵：在這種情況下，買方通過跨境電子商貿網站直接下單，
國務院已批准在天津、上海、重慶、合肥、鄭州、廣州、成

賣家通過郵寄或快遞方式交付產品。這種精簡的物流結構及較

都、大連、寧波、青島、深圳和蘇州設立試驗區。然而，各試

簡單的流程主要適用於小規模的B2C模式。

點城市允許國際賣家設立網上商店的規則有所不同。建議商家
仔細分析及評估不同試點城市的跨境電子商貿平台，以瞭解哪
些平台最符合公司的策略。

通過香港向中國內地銷售的優勢

方。在香港，法律合同獲嚴格履行，爭端可通過獨立的司法機

由於多種因素，在內地跨境電商的發展過程中，香港大有潛力

構解決。知識產權在香港受《版權條例》保護，並得到切實執

發揮重要作用。

行。阿里巴巴集團的雲端計算部門阿里雲在香港建立數據中

稅務

心，作為向國際擴展的第一步，顯示這家電子商貿巨頭對香港

香港公司可以通過電子商貿平台(自有平台或內地的電子交易市

充滿信心。

集)直接向內地消費者銷售產品，毋須在內地設立法律實體。

關係

以香港作為電子商貿進口基地，好處很多，其中包括公司所得

由於內地消費者對全球及亞洲品牌產品的需求急增，阿里巴巴

稅低，以及廣告宣傳和其他專業服務沒有增值稅等。當然，香

和京東已在香港設立辦事處。他們認為，香港是個理想的平

港及外國的電子商貿業者可考慮在內地設立公司，開立銀行賬

台，能協助他們物色和接觸世界主要品牌和零售商。國際品牌

戶，接受付款，並自行安排把款項匯出境外。但是，與通過香

及零售商則認為，香港公司熟悉國際商業慣例，從事內地貿易

港跨境付款的方式相比，這個過程會較複雜及緩慢。

又有超過 150 年的經驗；當這些品牌及零售商有意進入龐大複

信心

雜的內地市場時，很自然會希望借助他們與港商的長期合作關

儘管內地不少跨境平台 (例如天貓國際和京東全球購) 均表示只

係，把業務從實體店拓展至網上。

會出售正牌產品，可是內地消費者似乎並不盡信；儘管現時內

物流

地的跨境渠道可以提供大部分產品，但只要看看定期來港購物

物流業界表示，在不少情況下，比起海外供應商直接發貨到內

的內地人數目，以及平行進口市場持續擴展的情況，便可知一

地，通過香港轉運貨品更便宜及更快捷。運輸時間縮短，費用

二。在電子商貿世界中，內地消費者對產品來源信心不足依然

下降，鼓勵更多以內地消費者為對象的區域及全球零售商在香

是一大問題。他們更喜歡從香港平台訂購或直接從香港發貨的

港設立物流基地。京東與香港中遠物流的戰略合作，是京東實

產品，而不是從內地電子交易市集訂購的產品。內地消費者對

現亞洲擴張目標的重要一步。這項合作有望協助京東在亞洲的

質素和正貨的關注，促使他們向香港公司購物，包括香港的網

品牌合作夥伴，更快地向內地客戶提供產品。憑藉京東的本地

店和實體店。

市場網絡和倉儲能力，在香港設有據點的商家可以有效率地管

監管

理銷售、倉儲、付貨和履單事宜，直接從香港提供服務予內地

由於內地監管規則和措施不夠明確、政策經常修訂等因素，與

客戶。

內地保稅倉庫相比，香港是更適合存放產品以及企業數據的地

[1]資料來源：《跨境電子商貿：向中國網上銷售的訣要》(Cross-border ecommerce:
tips for selling online into China)，ClickZ Group，2016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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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第十屆理事會

2017-2018 年度
草擬活動計劃
1

2017年7月3日

第十八次周年大會及會員歡聚交流晚宴

創新產品開發部

SDF產品創新工作坊 - 「創新技術 融匯智能生態」
2

2017年7月4日

國內智能製造企業一天交流團（參觀『德國寶』及『德豐』）

會員事務及
市場推廣部 +
資訊科技部

3

2017年9月1至6日

IFA 2017（柏林）-『智能家電設計大賽』展位

創新產品開發部

4

2017年9月

IFA 2017 培訓及交流團

製造技術部

5

2017年9月22日

SDF產品創新工作坊 - 「創新巨輪」

創新產品開發部

6

2017年10月13至16日 香港秋季電子產品展

創新產品開發部

7

2017年10月9至12日

TAITRONICS 2017（台北） -『智能家電設計大賽』展位

創新產品開發部

8

2017年10月至12月

家電業基礎證書課程（第二期）

製造技術部

9

2017年12月4日

會員迎新暨聖誕聯歡晚宴

會員事務及
市場推廣部

10 2018年4月

第七屆家電週2018

家電週籌委會

11 2018年4月

第二屆大中華智能家電設計大賽

創新產品開發部

12 2018年7月2日

第十九次周年大會及第十一屆理事會選舉

13 2018年10月/11月

第十一屆理事會成立大典暨周年晚宴 及
第二屆大中華智能家電設計大賽頒獎典禮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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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晚宴籌委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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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在 香 港 電 器 業 協 會 的 編 輯 委 員 會 共 事 時 間 不 長， 對 他 的 印
Jim

象一直是樸實低調的企業二代，得悉他榮升力勁 CEO
，相約他到
大排檔訪問及拍攝，剛好頗合他混融傳統與現代的新人事新作風。

傳統走向現代

e - life s tyle

新工業思維

大國變成製造強國、令 "Made in China" 的品牌地

力勁集團由小型機器工廠起家，由中國改革開放

位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的品牌看齊，對力勁來說亦

時已陪伴國內企業入行並茁壯成長，當中不少已

是個機遇，「為了這點，力勁一定要全力協助我

發展為跨國企業甚至上市，因此力勁至今成為國

們客戶的工廠更智能化、網絡化，助他們升級為

內外生產線的重要伙伴，不無原因。回想小時候，

在國際上更『強』更有競爭力的企業。」

Jim 曾到過爸爸的小工場，那時從未想過會進入

28

機械行業，「我最初對生物化學較有興趣，後來

平衡新舊生活

大學轉修電腦科學。」當時互聯網及 I.T. 行業剛

Jim 寄情工作，日常休閒也離不開看電影、健身、

興起，他認為電腦科學的發展層面會較廣。現時

跑步等，亦曾為了節省時間到大排檔吃飯，崇尚

家電及汽車生產均脫不開智能化發展方向，加上

簡單生活。他對家電帶來的便利感受更深，「愈

網上購物盛行，當初他的選擇看來是對的。觀乎

來愈智能先進的家電，令現時的家居生活比以前

現時科技及資訊發展，人們更忙碌，更期望煮食

更方便！」家電朝向智能化發展後，令人們生活

及清潔家居等透過家電做到省時省力，力勁雖是

可更單純專注及發展其他興趣、投身事業，亦可

生產設備龍頭，但亦要迎向這股潮流，現在中國

回歸簡單生活的空間，這未嘗不是新舊生活的一

政策推動「中國製造 2025」，為了把中國從製造

個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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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卓銘先生
Mr. Jim Liu
力勁集團

L.K.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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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f Executive Offi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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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記
葵榮路熟食小販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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