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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報告

近年不少行業界別均受到國際形勢持續不斷變化的大環
境所影響，加上營運成本不斷上升，令經營倍增艱難。
香港電器業協會一直致力為電器業界舉辦多元化活動項
目，藉此提供更多資訊和支援給會員，並作為業界的平
台及橋樑角色，協助同業調整步伐、轉危為機。本屆至
今已舉辦的活動包括：兩個國內考察團、兩個海外交流
培訓團、參與各地電子產品展、邀請香港上巿公司代表
分享營運心得、舉辦電器業進階證書課程等。有說「機
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本會的目標便是鼓勵會員隨時
裝備好自己，機會到時便能捷足先登。

本屆首個海外交流培訓在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到訪泰國了
解泰國政府對「工業4.0」的重視、如何推動泰國全面進
入4.0時代，並考察當地企業如何透過人才培訓的準備邁
向智能生產。而今年的第二個海外交流培訓項目便於本
年五月份舉行，本會選擇到訪波蘭華沙，因為波蘭是全
球重要製造業國家之一，在歐洲多個製造業大國排名第
六；亦是「一帶一路」合作國家之一。在這次培訓中，
我們除了與多個商貿組織及機構會面交流、參觀中歐和
東歐最大的貿易展覽會和會議中心	 Ptak	 Warsaw	 Expo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	Congress	Center，亦很榮幸出
席了「第八屆	 Homelife	 中東歐(波蘭)中國家居品牌博覽
會」開幕儀式及商務配對活動、BIBI	 Pan歐洲優品獎頒
獎禮暨晚宴，與當地同業交流，獲益良多。另外，我們
也到訪全歐洲最大的消費電子產品零售商Media	Markt，
了解電子及電器產品如何在當地上架和有關規定等等；
並且參觀波蘭兩大家電零售ABC	 Data	 S.A.及Megabajt	
Sp.	 z	 o.o.，觀察其產品的市場特色、產品類型及價格範
圍等。這次交流培訓團十分充實，使我們更了解歐洲電
器業巿場狀況，透過視察當地電子電器零售模式，有助
會員思考香港電器界在當地能否也爭得一席位？

PatrickMESSAGE

七月底本會亦參與了巴西聖保羅國際消費電子及家電
展。這次展覽雲集消費電子、家用電器、手機通訊及IT
科技、節能燈具等產品同業，更是南美地區最大的B2B
貿易展，因此本會亦樂於帶同會員前往交流，希望助會
員掌握各地巿場脈膊。

海外交流之外，我們亦致力在本地舉辧同業交流培訓，
在剛剛於七月舉行的周年大會及會員歡聚交流晚宴上，
我們便有幸邀請到美心食品有限公司高級總監（製造）
繆曉格先生蒞臨，分享食品工廠如何邁向工業4.0，藉著
美心食品的生產流程自動化歷程，啟發會員在生產模式
轉型的大環境中，如何利用智慧工業和大數據等節省成
本、提升產能。此外，我們亦與匯縱專業發展中心合辦
電器業進階證書課程，目的是提升同業的專業知識水平
及配合同業的培訓需要，今年已是第三年舉行，歡迎各
會員報名。

除了上述各項同業交流項目，本會亦正籌備舉辦各類聯
誼活動，如即將舉辦每年一度的五人籃比賽報名人數已
更勝往年，而十月份秋季電子產品展更是各會員熱切期
待參與的年度盛事，現已有不少會員查詢展位詳情；另
外當然少不了會員迎新暨聖誕聯歡晚會及新春團拜等，
為會員在繁重的工作中締造輕鬆交流的氣氛，希望大家
踴躍參與出席！

轉 危 為 機

放 眼 國 際

陳稼晉
香港電器業協會理事長

會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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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偉哥力場AndyTALK

黃金檔期的「電器之家」10月版又跟大家見面了！之所

以稱呼這期為黃金檔期，是因為適逢10月13到16號，是

全球最大電子電器展之一：香港貿發局在香港灣仔會議

展覽中心所主辦的「2019全球電子電器展」，此展覽每

次皆有全球數千名展商，以及過萬名來自全球不同地區

的採購商，因此，本期的「電器之家」，也成了眾多品

牌商/生產商，以及各大機構爭相要求刊登公司資訊，行

業資訊的兵家必爭之刊，因為每年的電子電器展，香港

電器業協會皆會與香港貿發局緊密配合，在香港電器業

協會的攤位上，免費向來自全球各地的參展商以及採購

商派發「電器之家」季刊，故此，商業效益明顯，廣告

效益強大！

十月份，也踏入了本年度的最後一個季度，今年全球經

濟受到前所未有的不明朗因素衝擊，而中美貿易戰也愈

來愈明顯地影響到全球的經濟發展方向，再加上香港近

期的事件，也令到香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本

期的三位受訪者，角色、行業及機構都各有不同，但從

他們的專訪中，都能看到他們利用了自身的優勢，在風

高浪急的商海中，仍能航行出一條方向，為大家做出提

示及指引。

東保集團十多年前就素有燙斗大王之稱，但東保集團主

席陳鑒光博士，並未滿足，並素有居安思危的意識，在

十多年前，他及他的管理團隊就已經開始著手研發咖啡

機，並委托敝司研發了他們咖啡機專用的火牛，為他們

日後的轉型奠下了根基，為他們至今邁向咖啡機大王打

下了堅實的基礎！

猛利安的董事總經理Ronald，也是居安思危的俵俵者之

一，他們公司之前並非生產聖誕燈飾產品，但早期他敏

銳嗅到了此類產品的長期性及穩定性，故毅然決定向此

行業進發，最終也闖出了一片天！

眾所周知，香港貿易發展局，一向在展覽及掌握市場脈

搏方面，以及所掌握的全球市場大數據方面，獨佔香港

市場的牛耳，其中本會會員，每年出口電視機，排在國

內品牌出口前數名的彩迅集團，就是由於不斷地跟隨貿

發局去參與全球不同地區的展覽及商務交流活動，從而

成功開拓出不少新興市場，成為了在貿易戰之中為數不

多，脫頴而出的俵俵者之一！

任何時候，不管是風高浪急，還是風平浪靜，只要時常

居安思危，勇於嘗試，總能打出一片新天地！

祝大家電子電器展成功！

呂偉
副理事長

公共關係及出版部委員

居 安 思 危

勇 於 前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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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專訪

Leadership in Quality & Service
質量至上  服務為先

東保集團有限公司多年來以衣物護理電器及煮食電器兩類

產品傲視同儕，令大家好奇於其「逆巿」佳績：一般企業

均以「多元化」為發展方向，學者專家亦建議「不要把全

部雞蛋放在同一籃子裡」，為何東保卻專注兩類產品？今

次專訪財務及企業發展總監陳偉明 (Eric) 時，他輕鬆一笑，

直言：「我們成功之道可用四個字概括：滿足客戶。」

陳偉明
Eric	Chan
財務及企業發展總監	
Corporate	Finance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Director

洞悉巿場

東保團隊經常走訪客户了解巿場動向、環球經濟和民生情

況，也不斷更新產品設計。Eric的專長是會計和財務，除了

分析數據，亦關注營銷實務、產品設計及研發。他認為團隊

緊密合作溝通就能建構出成功的企業。

 

東保集團多年來專注於衣服護理電器和煮食電器，成績彪

炳，有賴團隊在設計、測試和製造電熱、蒸汽、壓力和馬達

產品等各方面一絲不苟，集先進產品研發、工業設計及多種

電熱家用電器的製造商和供應商等多重身份於一身，其產品

銷售至逾三十個國家及地區的海外市場，如此穩建發展，亦

是源於內部的緊密合作和默契：「東保是以發熱類產品起

家，而集團主席 Dr Charles Chan認為我們在做擅長的範疇

同時，亦可跳出思維框框，例如發熱零件除了應用在衣物護

理產品如熨斗，亦可用於煮食類如咖啡機產品。各部門通過

充份討論和溝通後達成共識，才發展這兩大類產品。」做

擅長的事，卻並非困於守成，Eric精於分析數據作為決策依

據，但也認為由內部改革以至對外巿場策略，全面配合產品

研發，才能令公司發展更有活力：「我加入東保已十五年，

東保的皇牌產品結合了技術、設計和專利投放。電燙斗是其命脈，具備

多項註冊專利功能和已登記商標的設計，客戶對產品和服務十分讚賞。

而東保推出 Magic steam 再次成為熱話。Magic Steam 是一種溫度控

制技術，幫助用戶省時、省力和節能，輕鬆完成燙衣工作。其原理就是

即時監測底板的溫度，並把燙衣的溫度自動調節至合適範圍和維持最理

想的蒸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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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留意到公司營運涉及大量人手操作工序，導致勞動成本

高，我於是向各管理層提倡生產自動化，提高生產效率之餘

亦減少生產成本。」

 

東保早於2005年採用ERP系統，這個綜合管理平台有助加

強各部門之間的資訊，讓負責人員可快速回應供應鏈和採購

訂單的變化，令控制存貨、計劃生產和管理物流等工作更有

效率，藉此掌握產品的成本、利潤和其他重要信息。Eric和

管理層參考數據後可尋找生產高增值的產品，更有效善用生

產資源，提升利潤以保持競爭能力。成績如何，到今天有目

共睹。東保正研究工業4.0模式，引入智能自動化生產，實

踐與時並進的管理。

化解危機

面對中美貿易戰及英國脫歐等國際事件，大家對環球貿易形

勢不表樂觀，甚或感到擔憂。Eric對此卻不以為然：「我們

深明了解個別巿場風險的重要性，因此亦有做好準備工作，

去年逐步策略性減低倚賴美國和英國的訂單，同時擴展其他

有潛力的市場，如德國、法國、荷蘭等；不過，集團雖然能

够成功轉移生意，不受近期貿易戰影響，我們仍會密切留意

情况發展，務求令集團業務保持穩健增長。」此外，每次進

入新市場，東保團隊均非常謹慎行事。一旦發現出錯，便會

立刻糾正，解決問題和減低影響。

這種思想亦反映了東保的企業文化：冷靜分析形勢。做任何

決策均需知己知彼，而非盲目隨波逐流；若太容易受到外部

因素影響，便會失了先機而過度恐慌。Eric性格亦傾向較平

和冷靜，有助他作出判斷，更重要是他無時無刻留意國際營

商環境、擴闊自己眼界，他笑言：「我喜歡閱讀、聽音樂，

這亦是我的親子活動，可能音樂有助紓緩工作壓力和令情緒

更穩定；陪同孩子一起閱讀時，我會看一些財經及管理書

籍，對日常工作加添啟發！」

 

當然，無論任何巿場策略都需要公司上下支持，加上產品設

計和質量到位、客戶信任，Eric時常創造雙贏情况，這便是

東保以「滿足客戶」為目標而得以達成。「東保和客戶保持

緊密聯繫，建立策略性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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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 + 專業 + 機會

可靠 + 安全保護

ODM + OEM

「東保擁有卓越的設計和生產，加上優
良服務，配合巿場需要，客户和我們合
作無間、貨如輪轉。」

東保集團主席於十年前遇上一位客户談及意大利咖啡精萃，受到其啟發

開展集團新一頁的關鍵產品。咖啡機經過不斷改良和創新，第三代產品

已經面世。客戶反應正面，相信可為東保注入新能量。

滿足
巿場需要

人才

產品質量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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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GATE THROUGH GLOBAL TRADE
領航香港商貿
關家明	Nicholas	Kwan
香港貿發局研究總監	Director	of	Research,	HKT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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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C 掌握不少大數
據，問題是如何利
用數據以及理解有
關數據。

香港貿發局 (HKTDC) 每年為各行各業舉辦多個
國際商貿展覽，促進與世界各地的貿易聯係，為
香港公司創造商機，其角色雖是提供平台供企業
協作和交流資訊，但亦無時無刻須與國際潮流接
軌，就像揚風起帆的大船，順著風向和海流而走，
但也需要領航者導引方向。船上則載著應有盡有
的寶庫，亦即供香港公司取用的巿場研究報告，
有助分析和研判發展前景。TDC 研究總監關家明
便指出，TDC 掌握不少有關各國巿場大數據，觀
乎香港公司如何分析和理解有關數據，對其制訂
公司策略大有幫助。

由展覽到展銷

每年香港電器業協會均在香港電子產品展中設有攤位，和各國電器業公

司交流，由此獲得不少資訊；而TDC的其他展覽如珠寶展、書展等，呈

現的氛圍則迥然不同。TDC如何為其展覽定位？關家明認為，巿場瞬息

萬變，展覽的形式和目的亦很多元化，例如有些公司參展是為了建立品

牌形象、尋找合適原材料或技術、為新產品或服務尋找買家、測試巿場

反應等等，

博覽行業動向

在展覽期間，參展商亦期望可了解更多行業現況、特色或具前瞻性的

巿場產品、供應商等，所以通常設有大大小小的研討會、專業講座，

因此每次展覽均持續多天，規模較大，聚集了全球各地行業精英。由

展覽的表面展示層次，深入至「博覽」巿場資訊，TDC觀察到各公司需

要的是一個可靠平台：「潮流變得太快，不能一次過買太多貨品增加存

倉壓力；而為了迎合潮流，營運模式轉變為訂單少但出貨急，因此現金

流及銀行信貸亦有壓力。」電子商貿平台有助解決上述問題，而中小企

未必兼顧到管理一個電子商貿平台，便需要大型公共平台輔助，例如

Tmall；TDC的角色亦是提供一個資訊平台，讓商家可以各取所需。關家

明指：「TDC亦是個information hub，我們做了很多各地巿場研究報告

供企業查看，因此亦會不斷因應巿場需要，發掘更多新類型展覽主題，

例如由電子展衍生出智能產品展。我們即使不走在巿場之前，亦必須不

落其後地亦步亦趨，緊貼巿場動向，因此掌握大量資訊十分重要！」



關家明	Nicholas	Kwan
香港貿發局研究總監	Director	of	Research,	HKTDC

關家明於2013年5月加入香港貿發局，出任研究總監，就經濟和貿易問題進行研
究分析，並提供精闢意見，範圍涉及香港、中國內地以及大部分主要市場及新興
市場的重點行業和服務。他在經濟和商業研究領域擁有超過30年經驗，期間曾任
渣打銀行亞洲區總經濟師逾6年、香港金融管理局從事宏觀經濟及政策研究7年、
美林證券研究部任職11年至亞太區首席經濟師。

研究領域：
•地區貿易及經濟融合
•亞洲經濟發展
•國際金融
•貨幣及財政政策	
•投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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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專訪

分析巿場脈膊，希望
有助香港迎向各種挑
戰。

展覽

微觀

宏觀

博覽

資訊
支援

交流
平台

大數據

前瞻宏觀經濟環境

正由於要緊貼巿場，加上香港在轉口貿易上的重要角色，TDC亦對大灣

區發展、亞太經貿合作等方向保持觸覺，當然更需要分析環球經濟，助

香港企業面臨各種挑戰。例如近期中美貿易戰，對香港肯定有影響，

還有內部矛盾未解決，令香港處於內外交困的境況，不少公司訂單減

少，的確影響他們參展意欲。關家明亦表示憂慮：「這是少見的貿易保

護措施，預計會維持長時間。我們的角色主要是輔助，較為被動，尤其

對外策略方面更是能力有限。不過我相信繼續支持多邊協議，開發不同

巿場和產地來源，是現時可行的出路之一。」無論大環境和大潮流如

何，TDC緊守本份，透過分析環球巿場脈博和提供交流平台，成為香港

企業的避風港。

TDC關鍵詞





HKEAIA X Cyberport
首次商貿配對活動

20191005

HKEAIA X Cyberport: 
1st Business Matching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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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活動

本會與數碼港首度合辦商貿配對活動，並於2019年5月10日

順利舉行，吸引了不少會員參與，藉此建立聯繫，開拓商

機；同時他們亦透過交流活動對數碼科技在電器方面應用更

深入了解，為工業4.0作好準備。

數碼港是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全資擁有的香港數碼港管

理有限公司管理，亦是一個創新數碼社群，希望藉此扶助

初創企業、推動數碼科技發展，為香港締造嶄新的經濟動

力，並且一直致力培育青年和創業家；透過連繫策略夥伴

及投資者，促進協作、創造機會；同時加快企業及中小企

應用數碼科技等，因此雲集了一千間數碼科技公司，當中

包括四大數碼科技範疇，如金融科技、電子商貿、物聯網/

可穿戴科技、大數據/人工智能，以推動香港的智慧城市發

展。是次活動亦邀請了四家初創企業，就有關工業4.0、

物流網（IoT）及自動化作智慧生活方面的應用作分享。

此外，會員亦獲安排參觀位於數碼港內的Smart-Space 

FinTech、Cyberport IT Street及Cyberport Model等，對本

港初創企業及數碼科技有更宏觀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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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活動

第二十次周年大會

20190708

The 20th of HKEAIA Annual General Meeting

協會於七月順利舉行周年大會，並由理事長陳稼晉先生發表過去一年度的會務

報告。會務包括四個範疇：加強同業之交流、溝通及合作；積極與政府及工貿

團體建立聯繫、反映協會意見；提升同業在科技、工程及管理上的技能，加強

競爭力及改進業務；建立及推廣同業的聲譽、形象及能力等。

除了以往每年都舉辦的會員聯誼活動、國外同業交流，協會代表亦積極向政府

相關部門及各工貿團體反映會員意見，致力為業界爭取更多權益和政策關注。

此外協會獲香港工業貿易署撥款資助SDF項目，理事長亦就相關活動如業界座

談會、波蘭參展、拍攝傳短片等報告進度。而透過舉辦大中華家電設計比賽、

與知專設計學院合辦Mentorship Scheme、參與各地電子展覽等，均有助推廣

協會以及同業的形象和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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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活動

香港電器業協會
會員歡聚交流晚宴

20190708

HKEAIA Dinner Talk

一如以往，協會於周年大會後緊接舉行會員歡聚交

流晚宴，今年邀請了美心食品有限公司高級總監（

製造）繆曉格先生出任演講嘉賓，分享食品工廠的

自動化歷程及願景。食品工廠受到製造業近三十年

來的發展兩極化影響，德國製造業GDP上升，香

港卻大幅度下降，因此食品工廠更需發展自動化

生產，邁向工業4.0，包括應用智能科技、大數據

以及區塊鏈技術在食品加工甚至餐飲行業中，藉此

一起探討食品行業在未來結合創新科技的願景。另

外，中銀香港與在場會員分享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SFGS)及延期年金的介紹。會員一邊享受美食一邊

交流實用資訊，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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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活動

德國商會及佛山工商聯會
之聯誼活動

20190603

香港電器業協會成立宗旨之一是為

同業建立聯繫及溝通平台，促進與

海內外買家及潛在合作伙伴之間

的交流，並藉此發展業務關係。

因此，除了組織交流團走訪各國同

業，亦透過商會之間的聯誼活動加

強聯繫。今年六月本會便與佛山工

商聯會及德國商會於尖沙咀太平洋

會保齡球場舉辦交流活動，透過聚

餐、保齡球及唱歌等較輕鬆的活動

聯誼，三個商會合共有約四十位會

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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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ized in
專業處理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lated
知識產權有關事項

General Legal Matters
一般法律事項

Consultancy on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Support
工程設計專業顧問

Contact Person 
聯絡人

Eliza Lai 
黎小明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資歷

Ph. D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士

eliza@lleader.com.hk
elizalai@sunshine2008.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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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活動

第十六屆春季
電子產品展

20190413-16

Hong Kong Electronics Fair 2019 (Spring Edition)

一連四天的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及國際資訊科技博覽於四月份順利舉行，吸引超過10萬名來

自153個國家及地區的買家進場參觀採購，較去年升3.6%。而因應國際巿場環境變化，大會

特意委託獨立調查機構在兩個展會期間訪問了903位展商及買家，了解他們對市場前景、產

品趨勢及一些熱門議題的看法。

調查顯示，絕大部分(96%)受訪者預期2019年的整體銷售額會較去年有所增長(50%)或持平

(46%)。受訪者認為在他們主要銷售市場當中，未來兩年較具增長前景的傳統市場是韓國(85%)，其次為西歐(79%)和北美

洲(77%)；新興市場則為中國內地(77%)、東盟國家(71%)及拉丁美洲國家(70%)。產品趨勢方面，他們認為在其銷售或出口

市場中，今年最具增長潛力的產品為電子/電器配件(27%)、數碼影像產品(13%)，以及視聽產品(12%)。而針對中美貿易關

係及英國脫歐議題，分別有59%及65%的受訪者認為對其業務界別的出口表現並無影響。

協會會員亦對巿場前景各有看法，因此今年一如往本會在電子展設立攤位，不少會員到場支持和分享對國際巿場觀點，交

流較以往更熱烈，令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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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活動

海外培訓在波蘭：
研習數碼化工業轉型

DAY 1

DAY 2

DAY 3

20190526-0601

Overseas Training (Poland): Study on Digitalization for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為了助會員了解更多工業化轉型情

況，協會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於今

年五月合辦波蘭交流培訓之旅，為期

七日六夜內密集式到訪當地十一家企

業、商會組織及相關機構，藉此研習

波蘭製造業的工業數碼化轉型案例。

培訓之旅主要到訪波蘭首府華沙，除

了參觀和交流活動，並獲邀出席「第

八屆 Homelife 中東歐(波蘭)中國家

居品牌博覽會」開幕式及商務配對活

動，獲當地傳媒訪問關於波蘭市場和

經貿有關的話題；又獲邀出席BIBI Pan

歐洲優品獎頒獎禮暨晚宴。此次行程

備受各商會組織及相關機構禮遇，十

分榮幸。

會面及交流包括：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波蘭共和國大

使館經濟商務處的經濟及商貿事務官

會面，交流對波蘭商貿發展前景看

法。

•與波蘭最大的共享工作空間及企業

生態系統Business Link Poland創始人

及CEO Dariusz Zuk會面。

•到訪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undation與其代表團會

面。

•參觀中歐和東歐最大的貿易展覽會

和會議中心 Ptak Warsaw Expo，這是

在當地經常組織國際貿易展覽會、會

議、研討會、公共活動和其他商業活

動的大型場地。期間亦與Ptak Warsaw 

Expo的CEO Mr. Tomasz Szypula及各

部門主管會面。

而在企業案例交流方面，協會成員

到訪全歐洲最大的消費電子產品零

售商 Media Markt ，由對方介紹

家電如何在當地上架和所需注意的規

定；又參觀波蘭兩大家電零售ABC 

Data S.A.及Megabajt Sp. zo.o.，觀

察其市場特色、產品類型及價格範圍

等；到訪BOSCH在當地設立的Home  

Inspiration Center，對方更安排參觀

其展示室，分享其設備及企業解決方

案等。

是次培訓之旅助會員學習當地有關數

碼工業的發展及新技術、了解先進的

數碼化製造應用案例，對工業數碼化

轉型的實用策略方面甚有啟發，有望

可進一步推動香港製造業的再工業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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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活動

DAY 4

DAY 5

DA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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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活動

第八屆Homelife中東歐（波蘭）
中國家居品牌博覽會

20190529

China Homelife 2019 at Poland

Homelife中國家居品牌博覽會是由浙江米奧蘭特商務會展股份有限公司於全球各地舉辦的系列展，協會今年五月到訪其中

一個中東歐（波蘭）站的展覽會，得以概覽波蘭的家電巿場現況，並與不少中國企業交流前景展望，收穫甚豐，不虛此

行！

據統計，波蘭是中東歐最大的經濟體，也是GDP增長最快的歐盟國家，近十年來更是中國在中東歐地區最大的貿易伙伴，

成為波蘭第二大進口產品的來源國，因此對中國企業來說商機處處。協會在波蘭交流培訓期間亦把握機會參觀博覽會，了

解到當地對電子及電器產品的需求上升，令波蘭亦成為香港電器同業甚感興趣的新巿場，期望將來加強交流可迅速助同業

打開中東歐巿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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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活動

巴西聖保羅國際消費
電子及家電展

20190729-0801

Eletrolar Show & Latin American Electronics 
International Trade Show Brazil

協會剛於七月尾參與了巴西聖保羅國際消費電子及

家電展（EletroExpo 2019），該展定位囊括消費電

子、家用電器、手機通訊及IT科技、節能燈具等產

品，並以B2B為宗指，目標是幫助各國企業交流、

拓展巿場及客戶，以及物色適合自己的零件或生產

商。EletroExpo已舉辦了十三年，並發展成南美地

區最大的B2B貿易展，亦被公認為拉丁美洲最大的

消費電子、家用電器、手機、家庭用品及IT展覽盛

事，因此本會亦把握機會前往交流，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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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事項

舉辦日期	 活動簡介	

2019年9月20日	至11月1日	 電器業進階證書課程（第3期）

2019年9月28日	 5人籃球挑戰賽

2019年10月13至16日	 香港秋季電子產品展2019

2019年12月2日	 會員迎新暨聖誕聯歡晚宴2019

2019年12月14日	 外展衝勁樂2019

2020年2月16日	 春節團拜及賽馬同樂日2020

2020年4月13至16日	 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2020

2020年3月26至28日	 The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Consumer	Electronics	Exhibition

活動預告

第十一屆理事會
2019-2020年度草擬活動計劃

Activit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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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事項

雅式展覽服務有限公司
Adsale	Exhibition	Services	Limited	

地址：	 香港北角渣華道321號6樓
	 6/F,	321	Java	Road,North	Point,	Hong	Kong.	
代表人姓名：陳寶儀小姐	Ms.	Helen	Chan	 	
代表人職銜：General	Manager	-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電話：	 （852）2811-8897
傳真：	 （852）2516-5024	 	
電郵：	 helenchan@adsale.com.hk
網址：	 http://www.chinaplasonline.com
產品	/	服務：	Exhibitions	related	to	Plastics	and	Rubber,	
	 Home	Appliance,	Consumer	Electronics,	Automotive,		 	
	 Data	Centre,	Packaging,	Textile,	Wood,	Sports

德凱認証（香港）有限公司
Dekra	Certification	Hong	Kong	Limited

地址：	 香港新界粉嶺安樂村安樂門街28號	
	 福成商業大廈6樓1-14室
	 Flat	1-14,	6/F,	Fuk	Shing	Commercial	Building,	
	 28	On	Lok	Mun	Street,	Fanling,	N.T.,	Hong	Kong.
代表人姓名：鄭潔雯小姐	Ms.	Cheang	Kit	Man		
代表人職銜：客戶經理	Account	Manager	
電話：	 （852）2669-5470	/（852）2675-3262
傳真：	 （852）2683-1810	 	
電郵：	 kit.cheang@dekra.com
網址：	 http://www.dekra-certification.com
產品	/	服務：	Product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深圳市海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HaiHe	Hi-Tech	Company	Limited	

地址：	 中國深圳市龍崗區平湖街道平湖社區
	 富民工業區二區第10楝
	 Building	10,	Fumin	Industrial	District,	Pinghu,	
	 Longgang,	Shenzhen,	China.	
代表人姓名：曹朋雲先生	Mr.	PengYun	Cao	 	
代表人職銜：董事長	Chairman
電話：	 （86）755-89683146
傳真：	 （86）755-89683023	 	
電郵：	 haihed@yeah.net
網址：	 http://www.haihe.net.cn
產品	/	服務：	PCBA產品

成興塑膠製品有限公司
Shing	Hing	Plastic	Manufacturing	Limited	

地址：	 香港九龍尖沙咀麼地道63號好時中心6樓05室
	 Room	05,	6/F,	Houston	Centre,	63	Mody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	
代表人姓名：胡力恒先生	Mr.	Wu	Lik	Hang,	Calvin	 	
代表人職銜：董事	Director
電話：	 （852）2464-8378
傳真：	 （852）2463-6074	 	
電郵：	 info@shtoys.com.hk
網址：	 http://www.shtoys.com.hk
產品	/	服務：	Plastic	Toys

運揚有限公司
Wanco	Limited	 	

地址：	 香港九龍觀塘觀塘道396號毅力工業中心12樓N室
	 Unit	N,	12/F,	Everest	Industrial	Centre,
	 396	Kwun	Tong	Road,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代表人姓名：唐兆民先生	Mr.	Simon	Tong	 	 	
代表人職銜：董事	Director	
電話：	 （852）2772-0865
傳真：	 （852）2772-0565	 	
電郵：	 wanco_ltd@yahoo.com.hk
網址：	 http://www.wancohk.com
產品	/	服務：	儀器、儀表、測試設備

個人會員	Individual	Member
	 	
黃幸小姐Ms.	Queenie	Huang
華夏幸福基業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Fortune	Land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電話﹕（852）9836-9308
電郵﹕huangxing3@cfldcn.com

Mrs.	Tse	Yurdanur
威迪投資有限公司
Force	Tech	Investment	Limited	
電話﹕（852）3568-4303
電郵﹕yurdanur@forceinvest.com

張旭先生Mr.	Zhang	Xu
深圳市一諾微特電機有限公司
Shenzhen	Yinuo	Micromotor	Company	Limited
電話﹕（86）755-28230809
電郵﹕sales01@yinuomotor.com

Mr.	Johnny	Chau
環球連綫有限公司
Global	Link	Plus	Company	Limited	
電話﹕（852）9221-4668	/	(86)	189	27351173
電郵﹕johnny@globallinkplus.hk

東莞市金明汽配科技有限公司
Jin	Ming	Auto	Parts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Limited	 	

地址：	 中國廣東省東莞市鳳崗鎮塘瀝福民路43號2號樓201室
	 Room	201,	No.	2	Building,	No.43	Tangli	Fuming	Road,	
	 Fenggang	Town,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China	
代表人姓名：林令賢先生Mr.	Anthony	Lam	
代表人職銜：業務總監	Sales	Director
電話：	 （86）769-86343118
傳真：	 （86）769-82622366	 	
電郵：	 anthonylam@jmmetalparts.com
網址：	 http://www.jmmetalparts.com
產品	/	服務：	五金加工

深圳市精科電機有限公司
Shenzhen	Jingke	Motor	Company	Limited	

地址：	 中國深圳市寶安區石岩街道巧通園嶺工業園C棟5樓東側
	 （郵編：518108）
	 5th	Floor,	C	Building,	Qiaotong	Yuanling	Industrial	Park,	
	 Shiyan	Street,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China.	(Postal	Code:	518108）	
代表人姓名：鄭華榮先生	Mr.	Rock	Zhang	 	
電話：	 （86）755-23020630
傳真：	 （86）755-85256042	 	
電郵：	 jingkedj@163.com
網址：	 https://szjkmotor.1688.com
產品	/	服務：	無刷電機、步進電機、減速電機、精密行星減速器

特力實業有限公司
Top	Link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

地址：	 香港九龍觀塘成業街27號日昇中心10樓1001B室
	 1001B,	10/F,	Sunbeam	Centre,	27	Shing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代表人姓名：陳偉俊先生	Mr.	Danny	Chan	 	 	
代表人職銜：業務發展及供應鏈經理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Supply	Chain	Manager
電話：	 （852）2790-2811
傳真：	 （852）2950-9332	 	
電郵：	 danny.chan@toplinkind.com
網址：	 http://www.toplinkind.com.hk
產品	/	服務：	Power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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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設廠實務須知
由於中美貿易摩擦持續不休，越來越多製造商有意把生產及採購活動分散至東南亞的低成本國
家。其中，柬埔寨位處東南亞中心，是區內一個合適的生產基地。該國處於大湄公河次區域的南
部經濟走廊，與泰國、越南和老撾相連，讓製造商較易把產品出口到這些東盟快速增長市場，把
握出口商機。

資料提供：袁淑妍•經濟師

柬埔寨政府歡迎海外投資，容許外商全資投資絕大部分行業，
又為他們提供多種投資優惠，以及優厚的稅務待遇，在利潤或
資本匯出方面也沒有任何限制。柬埔寨的美元化程度甚高，美
元在當地普遍使用，外國公司到當地營商時更加方便，也倍感
安心。另外，該國的基礎設施發展在政府努力及國際資金幫助
下，近年取得顯著成績。

柬埔寨的投資環境持續改善，吸引越來越多外國投資者到當地
發展，尤以中國內地、香港、日本及東盟其他國家的投資者為
然。雖然該國的勞動成本上漲，但工業方面持續多元化發展，
加上進一步融入地區供應鏈，都為電子產品、汽車零部件等高
增值製造業帶來機遇。

改善運輸基建  減輕物流瓶頸

海運方面，柬埔寨主要經西哈努克自治港及金邊自治港處理國
際貨物。西哈努克港是柬埔寨唯一的深水港，為當地主要貿易
門戶，處理全國約70%的貨櫃吞吐量。過去數年，該港口進行
了擴建及升級工程，但現時的營運及清關效率仍然較低，貨物
處理時間較長，收費也相對高昂。例如，根據世界銀行資料，
從柬埔寨出口15公噸標準貨櫃，收費約為375美元(包括貨物清
關及由其他政府部門進行檢驗程序的費用)，但越南和泰國分別
只需290和223美元。金邊港位於柬埔寨首都金邊，是該國第二
大港口，雖然只是一個河港，但貨物卻可直接運送到越南的蓋
梅港(Cai	 Mep)，然後出口到美國。自2013年以來，金邊港的
貨櫃流量平均每年增長14%。為應付貨物量上升，該港口已開
展擴建工程，目標是於未來10年把貨櫃處理量提升3倍。

柬埔寨的運輸基建雖然在過去數年穩步改善，可是發展程度仍
然不足，並較多個鄰近國家落後。根據世界銀行的2018年物流
績效指標，柬埔寨在160個經濟體中排行98，與泰國(第32名)
、越南(第39名)等鄰國有一定差距。該國更是區內道路情況最
為人詬病的國家之一，全國鋪裝道路不足20%，在東盟各國中
比例最低。一些主要道路也因水浸、嚴重擠塞及貨車超載等問
題，路面質素每況愈下，導致交通受阻，影響行車安全。過去
數年，在亞洲開發銀行的財政援助及中國、日本和澳洲等國的
協助下，柬埔寨開始為部分主要國道進行修復及擴建工程。未
來數年，隨著這些基建改善項目相繼完工，預計該國的運輸及
物流效率將大為改善。

避免在交通擁擠的市區設廠

製造商若有意到金邊設廠，應避免選擇中部地區。這是因為
金邊市中心一帶的交通擠塞問題非常嚴重，當地政府已實施
禁令，不准大型工業車輛在日間駛進。為紓緩該區的交通問
題，柬埔寨於2019年1月開始興建金邊第三條環形道路，預計
於2021年12月完工。該環形道路將與多條主要國道及金邊自
治港連接，落成後可望吸引更多製造商遷廠到金邊市郊。

柬埔寨主要港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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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特區：製造商投資設廠的務實選擇

服裝業向來是柬埔寨經濟的重要支柱。2017年，服裝及紡織品
佔該國總出口73%，比例遠高於緬甸、越南等鄰國。在該些國
家的總出口中，紡織品一般僅佔20%。然而，柬埔寨的服裝製
造業近年要面對工資上升的壓力，以及來自緬甸、孟加拉等其
他低成本生產基地的競爭。為減少對紡織業的倚賴，以及促進
工業多元化發展，柬埔寨政府推行《2015-2025年工業發展政
策》，鼓勵投資高增值行業，例如機械及設備組裝業、天然資
源加工業、資訊科技業及電訊業等。

在工業多元化發展政策下，柬埔寨政府設立了40多個經濟特
區，其中19個已開始運作，主攻不同工業。這些經濟特區一般
配備較佳的基礎設施及行政支援，區內公司還可享有進口增值
稅豁免、簡化海關程序等其他特殊待遇，對香港製造商而言是
投資設廠的好選擇。

現時，柬埔寨出口產品到歐盟、美國及日本等主要發達經濟體
時，可按當地的普及特惠稅制計劃享有免關稅優惠，這一點是
該國出口導向型製造業的一大優勢。可是，歐盟因柬埔寨的人
權問題，現正檢討應否延續其普惠制受惠國資格，該國享有的
免關稅待遇或會被撤銷[6]。假若如此，柬埔寨產品輸入歐盟市
場時，便要支付關稅，其中服裝的關稅為12%，鞋履則為4%
至17%。目前，歐盟是柬埔寨的最大出口市場，佔該國總出口
40%左右。為應對歐盟及美國[7]暫停普惠制優惠的風險，柬埔
寨政府推出《柬埔寨自立政策》，期望透過改善貿易政策及海
關效率，減少倚賴貿易優惠。

[1]「泰國加一」策略最先由日本製造商提出，目的是要把握泰國鄰國成本較低
的優勢，同時維持在泰國的營運，以繼續運用當地發展較佳的基礎設施及工業資
源。

[2]柬埔寨的最低工資只適用於服裝業及鞋履業，由勞工顧問委員會每年檢討一
次，其他行業並無訂立強制最低工資。

[3]資料來自國際勞工組織發表的《柬埔寨服裝及鞋履業報告(2018年6月)》。

[4]資料來自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發表的《2018年度亞洲、大洋洲日資企業實況調
查》。

[5]	包括基本薪酬、社會保障金、超時工作津貼、獎金及其他福利，但不包括遣散
費。

[6]2019年2月，歐盟因柬埔寨的人權問題啟動正式覆核程序，或會導致柬埔寨
在「除武器外所有產品皆可」安排下的貿易優惠被暫時取消。詳情請參閱EU	
launches	procedure	to	temporarily	suspend	trade	preferences。

[7]2019年1月，美國有國會議員提出《2019年柬埔寨貿易法案》，要求美國政府
檢討根據普惠制向柬埔寨提供的貿易優惠。詳情請參閱Cambodia	 Trade	 Act	 of	
2019。

[8]聯合國發表報告指緬甸有侵犯人權的情況後，歐盟於2018年10月派出監察團
訪問該國，並將參考監察團的調查所得，分析應否透過臨時撤銷「除武器外所有
產品皆可」安排的程序，取消給予緬甸的貿易優惠。歐盟現正分析監察團收集的
資料，然後考慮下一步行動。詳情請參閱Myanmar:	EU	mission	assesses	human	
rights	and	labour	rights	situation。

柬埔寨的經濟特區有些位於重要港口及城市，例如著名的金邊
經濟特區及西哈努克經濟特區，另外也有一些分布在鄰近泰國
及越南的邊境一帶。在泰國，由於生產成本較高，很多當地及
外國製造商都採取「泰國加一」策略[1]，越來越積極把組裝
工序分散到泰國附近一些成本較低的國家，包括柬埔寨。為招
引泰國的外國製造商，柬埔寨在接近泰國邊境的西北部城鎮波
貝(Poipet)設立3個經濟特區，其中桑科波貝經濟特區(Sanco	
Poipet	SEZ)是個佔地83公頃的工業園，內有多家從事汽車零部
件業及電子業的日本公司，例如住商(Sumitronics)及三幸電機
(Sanko	 Electronics)。這些公司在泰國設立生產基地，又在波
貝設廠，以善用柬埔寨成本較低的勞動力資源。

金邊經濟特區內一家製衣廠。

柬埔寨城鎮波貝與泰國邊境接壤。

未來挑戰：勞動成本上升及可能失去普惠制資格

柬埔寨雖然是具吸引力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落腳點，但有意到
該國發展的投資者應該留意，當地的工資持續上升，而歐盟也
可能暫停為其出口產品提供特惠待遇。過去數年，柬埔寨的每
月最低工資已由2014年的100美元飆升至2019年的182美元[2]
，多少削弱了該國的低成本優勢，而此最低工資水平更超越了
區內另一製造業熱門落腳點越南。

事實上，柬埔寨現時的市場薪酬已遠高於最低工資。以服裝業
及鞋履業工人而言，基本薪金(主要根據最低工資釐定)其實僅佔
實際領取薪金約65%[3]，因為他們一般享有其他福利，例如勤
工獎金、長期服務獎金，以及超時工作膳食津貼等。日本貿易
振興機構(JETRO)一項調查[4]	 顯示，柬埔寨製造業工人全年平
均薪金[5]	 為2,920美元，和區內其他國家相比仍較具競爭力，
例如越南的薪金水平便達3,810美元。



工作是恩典
Ronald 的公司主打聖誕燈飾，每日工作便是接觸和研發各類燈飾設
計，他笑言：「聖誕節時反而不太想裝上燈飾了！」，然而這個普天
同慶的節日對他的意義不止燈飾那麼簡單，他也是個虔誠的基督徒，
公餘參加教會活動及義教護教學，只因他相信：「錢是賺不完的，最
重要是為社會作出貢獻。」工作上將聖誕的喜樂恩典帶給大眾，回歸

生活，他亦希望所賺所得能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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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敬堯 Ronald Fung
董事總經理 Managing Director 
猛利安實業有限公司   
Manlion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

Interview

HOW
觀塘觀塘巧明街99號
巧明工廠大廈3樓AB座
www.how-dept.com

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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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中求變
聖誕燈飾看似變化不大，事實上潮流轉變已令

很多元素融入其中，例如智能控制、聲控、配

合音樂等等，Ronald時刻「職業病」發作，找

尋適合加入燈飾中的功能，有時離港旅行也會

看看其他地方的燈飾設計、參觀美術或設計展

覽等，從中發掘新設計概念。「我是讀工程出

身，主要負責產品功能方面的研發，對設計始

終不熟悉，多看有助擴闊眼光。不過，我認為

任何設計若太前衛很難被巿場接受，所以即使

在顏色或設計上出現新趨勢，我也會待服裝或

家具巿場消化了這些顏色或款式後，才套用到

燈飾設計上。」他亦指出，不止燈飾，家電設

計和研發也面對類似的掙扎，作為決策者需在

潮流和巿場需求中取捨，並不容易拿揑。

扶助後進
Ronald接手家族企業卻並不只想守成，更希

望令公司更有活力，因此除了致力開發新產

品，也改變了公司的管理模式，提供多點機會

和空間給年輕員工一展所長：「這樣他們才會

有歸屬感、更有拼勁留下來共事！」將心比

己，Ronald回想剛加入公司時的心態，也曾因

為想闖盪一番而不甘被「徵召」回家族企業幫

忙，所以他了解年輕一輩有幹勁也希望有人信

任他們。「了解員工心態才能選擇合適的管理

模式！」

教會活動和義教令他接觸更多青少年，這可能

是令他如此了解年輕員工的原因：「近期社會

紛擾，我們都希望更關顧他們的心靈狀態。正

正是這種時候，我們更需要向神支取力量，所

以我認為教會的角色很重要。」無論是宗教層

面或公司管理層面，不約而同地均重視與年輕

人的溝通，他更坦言日後將投放更多時間於社

區服務工作，「就如公司決策上總要作出取

捨，我們在人生志向上的異同亦令我們作出不

同決定。而我認為將神的愛帶給社區更加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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