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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港商許錦森在檢
▼
查公司生產的服裝

▼兩名年輕網紅為香港
化妝品牌直播帶貨

珠三角港企這疫年系列
▼今年聖誕
今年聖誕，
，港商許錦森舉辦了
一場 「
東莞外商特賣日」
東莞外商特賣日
」活動

許錦森指出，過去一張出口訂單的賬
▲
期時間，已夠內地電商的資金回籠十次

鍥而不捨拓內銷
出口港企採取什麼措施應對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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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嘉國際疫開拓 「工業旅遊」 ，圖
為一名遊客正在參觀3D列印裝置

7.9
%

學懂竅門 棄系列攻單品
疫情下，許錦森感到沒有退縮
的餘地了。一次次 「交學費」 和 「
踩坑」 之後，不斷調整產品定位，
終於摸索出一條做電商的路。 「過
去我們做線下銷售時，往往注重一
個系列的產品開發設計。但在做電
商內銷時，其實更應該注重的是做
『單品冠軍』 ，把錢用到刀刃上，
一定要在細分品類上有一席之地。
」 漸漸地，許錦森發現內銷市場的
優勢。過往做出口訂單，賣家收賬
期最少為90天到150天。相比而言
，電商賬期僅15天。 「換言之，過
去做一張出口訂單的賬期時間，已
經夠內地電商的資金回籠10次。」
踏入下半年，由於海外疫情暫
時性趨緩、海外訂單回流、內地市
場復甦等原因，出口外貿企業迎來
了新局面。香港出口指數連續三季
回升，由首季的16.0谷底反彈至第
四季的36.2，反映港商出口信心逐
步改善，接近六成受訪者更指明年
銷售額將增加或持平。其中，香港
出口商對內地最為樂觀，認為內地
短期出口前景最佳。
「如今，我們大多數都挺過來
了。」 溫國雄告訴記者，扎根內地
市場的他收穫了發展的紅利。雖然
受到了疫情的影響，但是他投資的
康達玩具上半年出口額依然上漲了
70%。 「即使下半年增速有所下降
，但預計全年增長會維持在50%至
60%。而且隨着歐美限塑令的落實
，企業發展前景看好。」
今年的聖誕儘管寒冷，港商許
錦森穿着灰色的呢子外套，仍熱火
朝天地舉辦着 「香港品牌」 的特賣
大派對。現場還有20多個港商濟濟
一堂，熱鬧地推廣自主品牌，向內
銷市場進發。文質彬彬的許錦森，
除了是一家港資服裝廠的董事長外
，還多了一個新身份── 「貝雲直
播基地」 的創辦人。疫情之後，他
的公司成功跨入了內銷市場，而他
本人還完成了從 「直播新手」 到直
播基地負責人的轉變。

分散生產或採購基地

平平。 「老實說，這些年來，公司
一直在虧本經營，一直燒錢摸索着
內銷市場和電商市場的打法。」 他
表示，作為一家經營20多年的企業
，擁有龐大的管理隊伍，要探索內
銷市場，還背負着員工老化、管理
老化、運營成本較高的問題。

採用數碼解決方案（如雲端服務）

盧靜怡（文、圖）

分散銷售到其他海外市場

加強發展中國內銷市場

開發其產品種類

降低最少訂貨量

香港貿發局第四季最新出口指
數顯示，逾八成香港受訪者過去三
個月備受疫情打擊。其中，港企普
遍反映的問題是買家減少訂貨量（
56.9%）、取消訂單（22.3%）及
壓價（14.0%）。與上季相比，更
多港商為此變陣，有27.6%的企業
降低出口單價、21.8%的企業縮減
公司規模，還有15.5%的企業降低
最少訂貨量（見圖）。
在最艱難的時刻，許錦森決定
花大力氣轉型。 「疫情衝擊下，傳
統大宗批量出口遇到很大的瓶頸，
歐美市場表現很差。」 真正讓他驚
愕的是，歐美客戶同樣面對電商衝
擊，不少歐美百年老店，都倒在了
這次疫情中。 「如果一直只把目光
看着海外，早晚有一天倒閉潮會蔓
延到我們身上。」
許錦森坦言，做內銷並非港商
強項，港商對於大宗出口產品駕輕
就熟，但對於內地電商周期短、單
量小、抄襲成風的生產環境卻一籌
莫展。他的公司主要生產童裝，
2008年成立了自主品牌，2012年又
加入天貓、淘寶電商，但成績始終

實行在家遙距工作

外銷老手 變陣一籌莫展

開拓網上銷售渠道

踏入2020年最後一個月，在行
業總結會議中，來自玩具行業的港
商們拿着茶杯談天共地，不時會心
一笑，似乎與往年並無不同。然而
，時間的指針回撥到6月，新冠疫情
的衝擊和海外訂單暴跌，玩具廠商
們曾悲觀預計今年將會有大批企業
倒閉。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不少港商
在掙扎着 「是生存還是死亡」 。中
國玩具和嬰童用品協會副會長、港
企東莞康達玩具禮品有限公司董事
長溫國雄說，他手下兩名做玩具廠
的徒弟，在6月份不斷打電話來求助
，語氣焦急。 「我當時問他們，口
袋有多少錢，能頂多少個月。如果
還能熬兩三個月，那就熬下來。如
果錢不夠，就盡早結業。」
香港鐘錶大王梁偉浩告訴記者
，海外疫情最嚴重時，海外訂單一
度減少七成，工廠最多時積壓了45
萬隻手錶在倉庫，7000多萬元人民
幣資金無法周轉，仍需承擔上千名
員工的開工支出。他說，為了節流
，當時連一支筆的開銷都被記入賬
上。 「車間降低產能生產，以最低
『能耗』 度過寒冬。」

縮減公司規模，例如裁員

大公報記者

降低出口單價

雖 然 早 在 12 年 前 已 註 冊 了 自 己 的 品 牌 ， 但 東 莞 常 平 崗
梓興業針織服裝有限公司董事長許錦森指，今年才通過直
播電商在內銷市場嘗到甜頭。 「要不是因為疫情，海外訂
單大為縮水，我們不會這麼加快步伐嘗試直播帶貨，如今
我們內銷比例已提升到兩成左右。」 今年上半年，有港企
黯然結業。進入下半年，疫情猶如一把淬煉的火，留下的
港 企 有 不 少 都 迎 來 訂 單 的 反 彈 。 香 港 貿 發 局 12 月 最 新 出 口
指 數 顯 示 ， 27% 的 香 港 出 口 商 預 料 未 來 一 年 的 總 銷 售 額 增
長，而29%則 預計 不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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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香港貿發局

政策力挺灣區港企
減免稅逾41億
疫情之下，珠三角港商轉型渡過
危機，背後也離不開當地政府在大後
方的支撐。 「疫情期間，在港企最困
難的時候，比如銀行有1000萬元（
人民幣，下同）貸款，對外商港商馬上批，讓我
們有充足資金活下來。」 港企東莞康達玩具禮品
有限公司董事長溫國雄難忘地說。記者了解到，
為幫助加工貿易企業解決融資難問題，廣東省政
府今年還設立10億元加工貿易企業融資風險補償
資金池，同時配套推出 「加易貸」 融資業務，幫
助港企渡過難關。
溫國雄表示，其所在的鎮政府，還指定了鎮
長、鎮委書記每人負責對接一批企業，逐一解答
幫扶遇到難題的企業。 「據我所知，一個鎮領導
每人都對口支持20家企業，今年疫情期間，他們
每個月都會實地來工廠走訪。」 他感慨地說，港
企能在疫情活下去，離不開大後方的政府支持。
「今年中央政府給了企業很大力度的支持。
我印象最深的是延交社保費用政策，可謂立竿見
影，讓我們節省了大筆費用，現金流不至於太緊
張。」 港商許錦森表示，今年的社保費用延遲到
12月才繳納，其工廠每月平均為每名員工繳納
700元左右的社保費用，不少港企的員工在100人
到1000人之間，算下來至少可緩解84萬到800萬
元的資金壓力。
今年以來，在廣東的眾多港企享受大規模減
稅降費紅利。記者從廣東省稅務部門了解到，截
至12月，廣東省稅務局共為符合享受稅收安排待
遇條件的香港企業減免稅款41.61億元，為澳門企
業減免稅款6598萬元，積極落實內地和港澳稅收
優惠安排，最大限度釋放政策紅利。

共渡
時艱

▲溫國雄表示，港企能在疫情活下去，離不開大
後方的政府支持

▲遊客在參觀力嘉國際的蘋果樹創客
空間

挖掘下沉市場 開採增長金礦
沒有 「夕陽產業」
，只有 「夕陽思路」 。
提到印刷包裝企業，總
會容易和環保問題等聯
繫起來。疫情期間，記者走訪今年
成立50周年的印刷行業巨頭、香港
力嘉國際集團時，刷新了對印刷行
業的觀感。其總部寬敞明亮，生產
車間幾乎全自動化設備，僅有少量
程序需要人工操作。 「疫情衝擊之
下，我們預計今年海外訂單減少兩
成。」 公司董事總經理馬餘雄告訴
記者，為了應對疫情風險，將用機
器換人，實現縮減人工。今年其深
圳廠房員工已從1800多名降到只有
800多人。
與此同時，積極擴寬產品銷售
渠道。馬餘雄欣慰地透露，今年公
司外銷和內銷的比例，已經從原來
的7：3轉為如今的3：7。業內人士
表示，對於做慣國際市場的港企來
說，能夠做到這個內外銷比例已相
當不容易。 「下沉市場」 是近年來
內地商業領域的熱詞。作為一家體
量大的港企，力嘉國際正積極參與
挖掘下沉市場的商機。
「疫情之後，我們開始發掘新的

疫下
求變

市場，參與一些農產品的包裝設計
，比如我們最近在為江西的橙作包
裝。」 馬餘雄對國家的國內國外雙
市場循環抱有很大的希望。他說，
過去公司很少接觸這類下沉市場的
客戶。在合作之後，驚奇地發覺得
內地需求量非常大。 「即使在農村
地區，也對包裝需求很大。過去農
戶可能只用麻包袋裝着橙子就拿去
賣了，現在我們可以用彩盒裝着，
有了包裝，分分鐘靚過新奇士橙和
美國蛇果。」 他又指， 「國潮」 化
妝品也在崛起，不少本土牌子意欲
走高端路線，而其國際化的包裝設
計能夠提升產品附加值。
記者了解到，除了開拓新市場
外，力嘉今年還打造了工業旅遊的
新業態。馬餘雄稱，目前已推出了
印刷博物館、大灣區3D科創實驗基
地、蘋果樹創客空間等公共服務平
台，希望能帶動粵港澳大灣區印刷
產業做強做大。截至今年9月，其文
化產業園接待全國各地的行業協會
、團體院校達30萬人，畢昇印刷文
化博物館作為園區亮點項目，據不
完全統計，每年接待遊客數量已突
破5萬人次。

消費升級機遇 帶着音響跑展會
兩把琵琶形狀的音
響立在兩端，無論是靠
近還是走遠，流淌出來
的歌聲音量始終不會變
樣，維持在一個恆定的頻率。 「走
近不會覺得特別吵或震，走遠了也
一樣可以清晰聽清楚每一個音符。
」 談及公司發明設計的新產品，現
年63歲的黎兆深頓時來了精神。
作為香港京兆五金製品廠有限
公司董事總經理，亦是一名音樂發
燒友。為此，黎兆深在1989年到深
圳投資五金製品後，又在2003年投
資音響製品。位於深圳的辦公室裏
，始終放着一套黎兆深自己設計的
「QUEEN V」 和 「PRINCESS III
」 音響。有客人來了，他習慣泡一
壺茶，與客人落座在音響正前方，
感受音樂的靈動。
「以前港商常被人戲稱為 『二
五仔』 ，皆因逢周二返內地，周五
返港的工作模式。」 因為疫情，他
自言返回內地大部分時間都在廠裏
。 「忙着搞研發。」 黎兆深笑着說
。受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黎兆
深為了攜產品參加內地展會，忍着
隔離14天的不適，竟然連續兩次北
上。 「雖然回到內地能做的事情不
多，但心裏始終會踏實一些，員工
也感受到老闆的支持。」
「疫情爆發後，最早的心情是
很複雜的。我當時在香港，擔心開
工之後工人能否回來，防疫物資又
如何運上內地。我們是第一批復工
的企業，剛剛開工，就有很多客戶

主動
出擊

來追貨。因為也擔心遲了開工，生
產的貨品客人不收貨。」 黎兆深坦
言，今年5、6月時間，感覺最無助
。 「隨着內地疫情穩定，訂單慢慢
恢復。但整體的訂單是萎縮，預計
今年訂單量只有往年的70%。」
「我的計劃是着重做內銷，所
以今年也回內地多跑展會。」 他笑
言，下半年來，佛山、肇慶、江門
、深圳等大灣區城市基本都跑了一
遍。 「一方面是參展提升知名度，
另一方面是為了熟悉市場。」 公司
的自主品牌產品Kingsound已在海
外推出20餘年，積累了一定名氣。
他對自家技術充滿信心。
「國際範圍內的同等技術產品
，我們是排第一。我們是全頻帶音
響，外國只能是混合式。很多人在
展會試聽了我們的產品，會特別驚
喜。」 他說，看到內地市場消費升
級，開始追求更高的品質，認為疫
情之後正是進入內地市場的好時機
。國內國際雙循環市場，對於他這
樣有着優質產品的港商而言是新的
機遇。

▲港商黎兆深是一名音樂發燒友。
圖為他和自己設計的音響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