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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貓香港明上線 主打本地貨
滿 399 元免費送到家 逾二千品牌大小商家進駐

本港電商平台概覽

本港網購平台有新競爭者
加入，淘寶「天貓香港」宣布

平台

本周三上線試業，主打本地服
務及產品，目前已有 2,000 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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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joy 卡指定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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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店1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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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無憂自助退貨

中外品牌及大小商家進駐。天

首三天（5 月 5 日至 7 日）全場
免運費，且還有無門檻使用 10

天貓香港

元現金券、單店及跨店買滿 299
元減 40 元、滿 499 元減 80 元等
優惠。正式營業時，市民買滿
399 元就可免運費直送上門。

◀陳子堅指，本港人均收入高、消費力強，加上淘寶在香港滲透率很
好，「天貓香港」進駐香港電商市場是必然的選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率很好，「天貓香港」進駐香港電商市
場是必然的選擇。他期待天貓香港能逐
漸做到本土化，並會借助自身經驗為本
地商戶提供電商培訓，協助改善店舖頁
面，提升轉化率和改善營銷等，亦會一
起探討適合本土的商業模式。

為本地商戶提供電商培訓
疫情催化下，電商成大勢所趨。無
論是品牌、零售商，抑或超級市場，
紛紛斥資打造電商平台，頗有你追我
趕、互相競爭的架勢。陳子堅認為，
本港電商市場日益壯大，不同品牌相
互競爭對市場的長遠發展，是好現
象，加上各區布局較為密集的自提點
網絡，會更方便市民網購。

天貓進駐香港市場，自然不能不提與
香港電視（1137）旗下HKTVmall的同
業競爭。陳子堅雖未透露月活躍用戶人
數，惟頗有信心表示，公司的月活躍用
戶人數優於同業。參考HKTVmall的3
月數據，其月活躍用戶為137.5萬名。
陳子堅介紹，天貓香港的所有商品
均由本地商家本地發貨，平台在平日
提供滿額免運服務，只要單店買滿199
元，即可自提免運費；買滿399元，即
可直送上門免運費。目前，有超過
2,000 多個品牌及各大小商家進駐，以
美妝、服飾、家電和3C產品為主。

與淘寶香港互補 定位不同
「天貓香港」與現有的「淘寶香港
站」定位有所不同，將起到互補作
用。「淘寶香港站」以 C2C 的模式為

主，提供來自內地的中小商戶商
品；「天貓香港」則會帶來眾多本
地或已在本地發展的品牌，豐富本
地消費者的商品選擇。
據介紹，天貓香港初上線已有
超過 2,000 多個中外品牌及各大小
商家進駐，包括美妝、服飾、家
電和 3C 產品等，日後會引入更
多香港本地大小品牌進駐，令
商品種類變得更多元化、更具
香港本土特色。
切換使用「天貓香港」App
也十分便捷。用戶只需透過
現有的淘寶 App，點選香港
地區，除了可以看見現有的
「淘寶香港站」版面外，也
可在此切換至「天貓香
港」，瀏覽更多本地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疫情令網購加速
融入港人生活，淘寶旗下的「天貓香港」本周三上
線試業，可能有人會聯想在這種趨勢下，香港的實
體零售店會否雪上加霜？更甚者，舖市又會否因此
價值大跌呢？專門投資本港街舖的盛滙商舖基金創
辦人李根興對此不敢苟同，他昨日於fb發帖指，網
購雖然會衝擊零售業，但街舖新供應少，未來只會
因為重建收購而越來越少，睇好長遠價值上升。

●天貓香港
主打本地產品，
主打本地產品，
試業首三天更全
場免運費。
場免運費
。

服務涵蓋偏遠工商區域
●順豐香港由即日起推出快件
「時效保證」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
菁）順豐香港昨宣布，即日起
推出快件「時效保證」服務，
工作日期間，在指定工商地區
寄出及派送的本地快件（不論
文件或包裹），承諾「上午寄
下午到」，否則「原銀奉
還」， 且維持現有收費不變。

順豐表示，由即日起，凡於
星期一至星期五（公眾假期除
外）寄件，而快件的寄出及收
件地址均在指定之工商區範圍
內，均享有「時效保證」的即
日派送服務。快件於當日中午
12 時前獲安排上門收取託寄，
或於中午 12 時 30 分前於順豐營
業點自寄下單，保證於即日下
午6時前送抵，否則有關快遞費
用將原銀奉還。新服務按現有

價目表收費，即本地文件由 13
元起，本地包裹由30元起。
據悉，「時效保證」即日派送
服務涵蓋港九及新界的指定工商
地區，除覆蓋大部分鐵路沿線的
熱門工商區域如中上環、金鐘、
灣仔、銅鑼灣、北角、 鰂魚
涌、筲箕灣、西灣河、太古、柴
灣、尖沙咀、油麻地、旺角、太
子、奧運、深水埗、長沙灣、荔
枝角、觀塘、九龍灣、油塘、新
蒲崗、荃灣、青衣、葵涌等區
外，亦包括其他偏遠工商區域如
黃竹坑、屯門、朗屏、石門、火
炭、太和、粉嶺、上水，以至赤
鱲角機場等。

聯合

順豐香港推「上午寄下午到」逾時原銀奉還
順豐表示，是次時效提升會率
先於工商地區推行，其後將擴
展至全港各區住宅客戶。

無懼網購 李根興：除非有飛天背心

陳子堅昨指出，本港人均收入高、
消費力強，加上淘寶在香港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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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新冠疫情
國： 影響出行，令網購盛行，據昨日公布

的一份聯合國研究報告顯示，為控制新冠疫情
傳播而採取的封鎖措施催生出一波電商熱，去年
線上零售佔總體零售銷售總額的將近兩成。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根據主要
經濟體統計部門的數字估算，2020 年線上銷售佔
到總體零售銷售總額的 19%，高於上年的 16%。
韓國所佔比重最大，為 25.9%，上年為 20.8%。
中國、英國和美國的比重分別為 24.9%、23.3%和
14%。

零售業僅佔舖市三分之一

李根興昨日於社交媒體上，上載了與12歲大女於
餐桌上的一席真實對話。他表示，女兒有天跟他說不
要買舖，因為以後每個人都會網上購物，而他就用三
隻碗去解釋：「商舖市場就好似這三隻碗咁，三分一
是飲食業，三分一是服務業，三分一是零售業。」李
根興認為，網購是會衝擊零售業，但零售業只佔約三
分之一的商舖市場，因此帶來的衝擊不會是全面性。
李根興指出，即使日後網購盛行，但家人仍然會
出街食飯，而外賣餐飲平台除令市場需求上升，餐
廳亦需要有一間舖在街道上外送員才能更快出入。
而一些民生必須的店舖與髮廊、修甲店、美容院、
車房、老人院等，更不會因網購而消失。

新供應稀缺 舖價長遠續升

他又分析，零售業分為乾貨與濕貨兩種，濕貨受
網購影響細，因為人們總喜歡自己親自選擇，所以
街市舖（菜檔/魚檔/肉檔）會越開越多。而乾貨在
網上購買的確會較平，但一般人多多少少仍會上街
購物，有時亦因在街上看到商品而上網購買，至於
便利店等就更會永遠存在。
李根興又指，目前乾貨大概佔商舖約六分之一市場，
未來即使減半，只佔約十二分之一，但乾貨商店的收
縮，會被飲食業、服務業及濕貨舖的擴張而吸收。而且
街舖新供應稀缺，供不應求下，未來亦只會因為重建收
購而越來越少，所以睇好街舖價值長遠上升。
他提到，除非有日發明了飛天背心，街上從此不
再需要人或車，街舖才會沒有價值，但相信有生之
年都應該不會發生。聽完爸爸分析，他女兒最後跟
他說：「哦，咁你繼續買啦！」

梁振英：
「十四五」
或是港人最後機遇

籲港商正面貢獻國家發展
他表示，在內地，從國家及地方層面都有五年規劃，政
策是「講得出，做得到」、「言出必行，行則必果」；反
觀香港則沒五年規劃，最接近的規劃模式是施政報告，但
提出的政策只不過是政府的主觀願望，能否落實要視乎立
法會的反應，以及社會的接受程度。
梁振英相信廠商應可以在國家的「十四五」規劃中找到
新商機，呼籲港商做好調查研究，多舉辦研究會，並進行
實地調查，亦要做好雙向宣傳和對接工作。他建議港商可
以以目前為一個起點，共同關注內地發展的機遇，相信香
港的發展動力將會更大，亦可正面地貢獻於國家新時代的
發展。
當被問到有調查指六成年輕人不考慮前往大灣區發展，梁
振英認為屬於正常，任何一個城市來說，往往較多人願意留
在自己居住地工作，而本港亦的確需要部分年輕人留下工
作，如果大部分都離開的話，香港的公司將面臨人手不足的
問題，他認為目前而言，社會對大灣區發展的反應算不俗。

●梁振英昨出席廠商會舉辦的網上研討會時表示，相信廠商可以在
國家的「十四五」規劃中找到新商機。

◀史立德認
為，未來經
濟發展將更
着重質量和
可持續發展
上的突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可持
續發展」是全球大趨勢，香港中華廠商
聯合會（廠商會）昨聯同香港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協會就中國「十四五」規劃與
港商可持續發展舉辦線上研討會。廠商
會會長史立德昨致辭時表示，隨着國家
已達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
未來經濟發展將更着重質量和可持續發
展上的突破。香港製造業作為國家產業
體系中的重要一環，需打破既有思維，
並循國家發展大勢，在產品設計、生產
過程以及供應鏈管理等環節中，加強環
保技術的應用和創新。
史立德認為，減碳不但是企業履行社
會責任的應有之義，亦是自身追求高品
質發展的必行之策。廠商會一直以各種
方式支援業界減碳，讓企業以節能減排
來降低經營成本，並透過投資環保技術
發掘更多商機。在工業貿易署資助下，
廠商會已展開了為期 16 個月的「利用綠
色金融工具提升香港非上市企業的可持
續競爭力」項目，為企業提供相關的技
術支援和諮詢服務，以推動本港工商界
實現可持續發展。

廠商借「十四五」拓綠色商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昨出席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廠商會）舉辦的網上研討會
時表示，內地的發展非常快，在未來五年國家「十四五」
規劃為香港帶來的機遇，可能是香港人最後的機遇，呼籲
廠商抓住機遇。
梁振英指出，在過去一年，他曾 36 次到訪共 17 個內地
省市，令他作為一個中國人感到非常驕傲及自豪，因發現
內地發展得相當快，已經做到山明水秀、井井有條，反而
本港新界的面貌，遠不及內地的窮鄉僻壤。他認為，在未
來五年國家「十四五」規劃為香港帶來的機遇，可能是香
港人最後的機遇，原因是香港過去兩年發生的事情，以及
內地發展速度非常快，香港如不再抓緊，將會錯過機遇。

梁兆賢：5 年減碳 15000 噸
出席線上會議、中華商務聯合印刷董
事總經理梁兆賢指出，公司長期都推動
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
（ESG），最近 5 年減碳 15,000 噸，減

揮發性有機物（VOC）排放 500 噸，使
用森林管理委員會認證（FSC）紙張共
110,000 噸。公司亦制定了多項綠色印刷
策略及行動，例如於中央供墨系統方面
使用環保大豆油墨和低揮發性環保油
墨、採用環保清潔劑和洗機水等。公司
亦投資很多於環保生產方面的設施，包
括早在 20 多年前於深圳設廠時已採用內
地第一台有二次燃燒輪轉印刷烘乾系
統，實現VOC零排放。
梁兆賢續指，公司正實施數碼轉型進
入工業 4.0 智能製造模式，創造更多服務
價值及新機會，成為互聯網服務模式的
現代印刷企業。

柯家洋：棉製口罩去塑化
另外，穩健醫療集團副總裁兼首席投資
官柯家洋亦指，集團早於 2003 年「非典
型肺炎」時已是國家防控的供應商之一，
從棉花開始做環保，希望做到去塑化，減
少對海洋的污染。在今次疫情期間，使用
公司出口的技術模仿布，亦令醫護人員使
用的防護衣可減少七成。口罩方面，亦可
使用棉取代膠，做到減塑的效果。他呼籲
商界齊心，一同改變氣候生態，加速達成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
柯家洋認為，「十四五」規劃入面提到
多項關於醫療發展，綠色金融將可助力可
持續發展，政府亦應建立健全的醫保制
度，推廣垃圾分類、去塑化等生活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