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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戰略管理創新
迎接新世紀營商挑戰

現今世界資訊爆炸、產品銷售周期縮短、客戶要求提高、網上銷售推廣漸成主導、及市場範圍向

海外拓闊等趨勢，都反映中小企業正面對更激烈的競爭。在新的經營環境下，中小企業經營策略

應如何調整？有見及此，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SUCCESS）近期舉辦了不同題目

的研討會，環繞著中小企業面對的難題，邀請專家出謀獻策，協助中小企業面對營商挑戰。

產品周期趨短  銷售團隊須提高效率
進入數碼年代，營商環境瞬息萬變，各行業市場競爭更趨

激烈，消費者的要求不斷提高，令現今中小企業面對更大

挑戰。如何適應競爭更大要求更高的環境，讓業務維持增

長？其中一個可行辦法是重振企業銷售團隊提升效率。

SUCCESS在今年三月邀請了亞太策略研究所研究總監李卓
駿博士就此題目向中小企業演說。

李博士表示，在現今競爭激烈的時代，產品的生命周期亦

越來越短，企業需要更敏感及更快速應對市場變化。他說 
:「企業每一項產品的銷售周期可分為初創、增長、成熟
以及衰退等四個階段。產品經歷由最初推出，到銷售不斷

增長，再到銷售發展成熟，其後銷售逐漸減少，甚至被淘

汰。每間企業可能同時出現多於一個階段，甚至同時出現

四個階段。因應不同產品處於不同銷售周期，企業的銷售

團隊亦需要隨之變化，包括調整團隊的角色、規模、專門

化程度及如何針對客戶等問題。」

李博士指出，當產品銷售完全成熟，缺乏增長空間，一旦

市場出現變化，往往導致這些成熟產品銷售下滑，直至被

迫退出市場。他強調，一項產品處於增長期至成熟期之

間，即顯示它帶來一定利潤，還具有樂觀的前景，才是對

企業最合適的狀態。企業要保持不同產品銷售均處於這種

狀態，應先對市場情況進行詳細評估，及早決定如何分配

銷售團隊人手，發展不同產品。例如若企業調查發現一項

產品具快速發展潛力，企業應把握機會，擴張銷售團隊，

以盡快搶佔市場，實現大幅增長。

李卓駿博士指銷售團隊需不斷隨市場變化

李博士進一步強調，企業銷售團隊既要重視銷售額，亦要

注意提高效率。他說：「若產品銷售已到成熟期，銷售人

員於其中的作用相對較細，可能主要工作就是提供客戶服

務，未必有助增加收入，建議企業可調整重覆舊訂單中給

予銷售人員的佣金，減少成熟期產品的銷售團隊人數。另

一方面，企業可以調高銷售新產品的佣金，鼓勵銷售團隊

成員，由集中應付舊有客戶及成熟產品，改為推銷新產品

開拓新客源，有助企業提升銷售效率。」

他又說，若某類產品銷售正不斷增長，企業需考慮是否需

要針對這些產品設立專門化，例如銷售工作及售後服務作

更詳細分工，冀更深入開發有關市場。他又指出，一些銷

售人員著重追求短期利益，或與企業的發展方向有衝突。

如果企業能因應時勢重整銷售團隊，對公司整體來說比較

有利。

李博士慨嘆，本港有些行業，銷售增長逐漸放緩，利潤越

來越少，缺乏新人入行，行內人員老化，淪為「夕陽行

業」。他指，企業應嘗試找出產品銷售下滑的原因，判斷

產品未來市場前景，以決定是否終止有關業務，抑或保留

人手應付。

銷售領袖新角色應對挑戰

面對產品銷售周期逐漸縮短，科技不斷進步，企業要加強

銷售，除了提升銷售團隊效率外，銷售領導者亦需要自

我提升，更積極承擔各種新角色，帶動不同同事工作。

SUCCESS在七月再次邀請了亞太策略研究所研究總監李卓
駿博士演說。

李博士表示，現時不少企業銷售主管及銷售人員，對他們

的角色認知不夠全面。他說：「由於客戶更容易獲取資

訊，令他們的議價能力大增，加上像網店等銷售渠道擴

張，客戶對產品的價格、質素以至售後服務等，均有更大

期望，令現今銷售人員面對的挑戰非常大。」他指出，若

銷售人員未能應對提高了要求的客戶，便不能取得更多生

意。

至於甚麼是領袖？ 李博士指出，領袖的核心就是為團體帶
來轉變。他強調，在客戶的壓力下，企業的銷售人員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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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銷售領導者，需要自我調節改變，承擔起五種新角色，

包括公司領導、客戶大使、流程工程師、組織架構師及飛

行員。

李博士解釋：「第一：關於客戶的要求及轉變，企業中最

先知道的多是銷售人員。銷售人員應努力承擔公司領導角

色，與內部同事分享客戶意見，例如定期花15%時間作內
部溝通，讓同事更清楚大家應朝哪個方向走。第二：銷售

人員一直走在最前線，與客戶關係最密切，最了解客戶的

需求。他們應成為客戶大使，除了保持自己與客戶關係，

更應帶動其他同事與客戶建立良好關係，一方面讓同事更

「貼地」對市場更了解，另一方面讓客戶更能感受到企業

的服務與支援。第三：面對不斷變化的市場，企業需要推

陳出新，要有新的產品及服務，經營理念亦要與時並進。

銷售人員應努力承擔流程工程師角色，改進企業系統性流

程，提升工作效率。第四：不同產品有不同銷售周期，相

應所需的銷售團隊也不一樣。例如增長期便可能要增聘一

定人手，產品已到衰退期則應減省過剩人手。銷售人員應

努力承擔組織架構師角色，因應市場情況調整銷售團隊的

人數及重心。第五：市場瞬息萬變，企業要持續向好發

展，身處前線的銷售人員，應努力承擔飛行員角色，敏銳

而謹慎地留意市場的機會與危機。例如若遇到危機，應變

力需要像飛行員一樣快，引領企業以最快速度轉變，避開

危險。」

李博士又提到，易於溝通、市場敏感度高、勤奮、膽大心

細等都是成功銷售人員的基本條件。一些優秀的銷售人

員，更具有對未來市場趨勢的洞察力，明白客戶將來所

需，及早向公司提出寶貴建議，助公司更上一層樓。這些

銷售人員往往很快會被提升為銷售領導者。不過，有些人

可能精於銷售，但未必擅長管理下屬。他建議銷售領導

者，避免用惡劣態度，應嘗試與下屬同行，多作鼓勵或有

助下屬更好地發揮潛能。

內容行銷網上銷售成功關鍵

陳偉文先生分享如何運用內容行銷作推廣

在現今數碼新世紀，流動設備及社交媒體全面普及，衍生

無限商機的同時，導致企業間銷售的競爭更劇烈。很多大

中小企業均正發展網上業務，如何能在浩如煙海的網上世

界，吸引消費者眼球和追蹤潛在客戶群？ SUCCESS在八月
邀請了網上推廣專家迦南網上推廣及培訓中心首席顧問陳

偉文先生為中小企業講解什麼是內容行銷及其應用策略。

陳先生表示，現時網上世界資訊太多，不是每種資訊均令

人留有印象。中小企業要促進銷售，單靠廣告並不有效，

要運用內容行銷，吸引受眾的注意力。

陳先生說：「消費者已經能夠自己找尋資訊，較易對硬銷

的廣告感到抗拒。近年流行的內容行銷則透過發帖文、相

片、影片及博文等形式，不太明顯地推銷產品，希望能誘

發客戶對產品或服務的興趣。這種軟性推銷手法，令消費

者較不抗拒接收資訊。」

網上內容行銷如何才能做好？陳先生指出，這主要取決於

四項元素，包括行銷的內容、格式、發佈時間及發佈方

式。「第一：內容方面，行銷內容必須具有價值，可以考

慮以有用的知識、新發現、有趣話題、有趣影片、第一手

資訊及具教育性等為內容，甚至客戶的『常見問題』，即

是所謂的FAQ也可成為內容。第二：格式方面，於不同網
上社交媒體發放內容行銷，所用的檔案格式、尺寸以至語

言各有不同，可能需要作個別修改。第三：發佈時間方

面，不同類別產品針對不同客戶群，於不同時間發佈也會

影響接觸效果，最好選擇客戶群較活躍的時間，才發佈內

容行銷。最後在發佈方式方面，任何社交媒體的帳號都有

可能被封鎖，因此企業應以自己網站，作為內容行銷發佈

的基地，再由網站向外分享，例如分享到 Facebook等社交
平台。」他提醒，現今的網上搜查引擎能將原創內容的網

站，排於抄襲內容網站之前，因此中小企業應盡量以原創

內容行銷，才能有機會觸及更多潛在客戶。

陳先生又表示，未有社交媒體前，互聯網上的網站像一個

個孤島，但社交媒體興起分享網站的內容，就能把這些

孤島連結在一起。除了 Facebook 外，近年流行的微信及
Instagram 亦擁有龐大用戶群，企業應好好利用它們發展
內容行銷。以 Instagram 為例，特別受到年輕一代歡迎。
他建議，中小企業可透過追蹤、讚好及留言，接觸潛在客

戶。企業亦可鼓勵客戶於這些社交平台上，分享更多相片

及影片，並加上主題標籤，讓其他對主題有興趣的用戶，

更易看到自己企業有關產品資訊。

他補充，現時網上資訊泛濫，若企業網站內容沒有經常更

新，較難在搜尋結果頁保持高位，影響網站瀏覽量。不過

若企業經常更新推出內容，可於廣告開支減少下，仍然維

持，甚至提高網站瀏覽量，促進產品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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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知識產權  商業爭議慎應對
另一方面，本港中小企業活力充沛，多年來一直與世界各

地企業頻繁進行商業活動。隨著環球經濟正向知識型與全

球化趨勢發展，跨境商業模式和知識產權的重要性日益提

高，涉及跨境商業的爭議和知識產權的糾紛亦愈趨普遍。

要解決這些爭議和糾紛，調解會是平衡各方面利益及非對

抗的有效途徑。SUCCESS在九月邀請了法律專家和大家探
討知識產權糾紛與跨境商業常見問題，包括講解商標和專

利的重要性，以及介紹調解如何能更合適地處理跨境商業

爭議。

中小企國際聯盟知識產權委員會主席劉帥賢博士表示，本

港中小企業要於國際商業活動中保障自己權益，絕對不能

忽視知識產權保護。劉博士說：「知識產權保護牽涉國際

法，主要包括商標、專利及版權等，能夠為商業活動的創

造、生產、貿易及銷售等各個環節正常運作提供保障，如

保護品牌，提升商譽等。」他留意到一些申請知識產權保

護的中小企業，未必清楚當中細節。「以專利為例，需具

新穎性、創造性及實用性，申請人需清楚界定保護範圍及

如何保護等，這是法律要求。至於商標申請，申請人要留

意擬申請的名稱，在用字、讀音及類別等方面，會否與其

他商標混淆。」

企業經營的過程中，難以完全杜絕被他人侵犯知識產權。

劉博士指出，企業要以行動對付侵權。一套完整的證據鏈

可減輕對付侵權成本，相反，如只有零碎的證據，所需的

搜證費用增加，對本港中小企業較有負擔。不過他建議，

若中小企業能從創業起，便開始知識產權保護及檔案管理

工作，例如登記版權及妥善保存產品原稿，均有助減低搜

證成本。證據鏈內容充足更能有效保障企業權益。

遇到知識產權糾紛，或與境外企業之間的商業爭議，應如

何解決？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創會主席羅偉雄博士表

示，對特別是中小企業來說，最新的國際爭議解決平台利

用國際調解結合仲裁會是較合適和可行的處理商業爭議的

方式。他說  :「處理商業爭議的方式有數種，傳統上本港
企業多以訴訟處理。不過，訴訟往往是雙輸的方法，對企

業一般是弊多於利。若屬於跨境爭議，由於涉及不同司法

管轄區，執行訴訟判決會相當困難。另一種處理方式是仲

裁，按照紐約公約，仲裁裁決理論上可於全球一百多個國

家及地區執行，但受不同因素影響以至未必能夠落實，

而且費用可以比訴訟高昂，結果申請仲裁者往往得不償

失。」

羅博士認為，處理民事及商業糾紛，調解是比較有效的方

法，因為調解協助當事人在保密的程序下按需要決定和解

方案。不過，調解協議有如普通法下的合約，同樣受到司

法管轄區限制，若調解協議涉及外地，執行或會出現困

難。他指出，國際組織正研究類似仲裁的調解公約，但預

料仍需數年時間才能出台。他建議，本港中小企業若遇到

跨境商業爭議，可向本港設有國際爭議解決平台的中心尋

求協助。中心可讓企業在數百位來自國際的專業調解員中

選擇最合適的調解員協助進行不同地區的調解工作，訂立

和解協議並交由當地仲裁機構發出仲裁裁決，確保和解裁

決能夠於當地執行。此方式較其他的方法更公正、更自

主，更保密、更有效地解決爭議。

劉帥賢博士呼籲中小企業重視知識產權保護

羅偉雄博士講解如何處理商業爭議

結語

面對新世紀營商挑戰，中小企業需運用戰略管理思維及作

出創新，與時並進，自強不息，才能於市場風浪中繼續

向前。

SUCCESS會繼續就中小企業關心的課題舉辦有關的研討會/工作坊，歡迎查看研討會
的最新題目及登記參加。

網址：https://www.success.tid.gov.hk/tid/tcchi/activity/activity.jsp

如有興趣觀看過往研討會的錄影片段，可親臨SUCCESS。過往研討會錄影片段目錄可
於網上查看。

網址：https://www.success.tid.gov.hk/tc_chi/publications/library/aud_vis_ref/aud_vis_ref_detail_1.html

https://www.success.tid.gov.hk/tid/tcchi/activity/activity.jsp
https://www.success.tid.gov.hk/tc_chi/publications/library/aud_vis_ref/aud_vis_ref_detail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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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站

CEPA透視—
介紹CEPA框架下簽署的
《投資協議》、《經濟技術合作協議》
及其他新動向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自2003年簽署以
來，為逐步實現兩地貿易自由化提供了一個具體框架，當中多項優惠

待遇為香港企業進入內地市場創造了有利條件，有助中小企業把握

國家高速的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拓展業務新據點。目前，已

有1,891項符合CEPA原產地規則的香港產品可以零關稅優惠進口
內地。去年6月實施的《服務貿易協議》，更令內地與香港基本
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

國家「十三五」規劃提出要加大內地對香港開放的力度，推動

CEPA升級。兩地於今年6月在CEPA框架下簽署《投資協議》及
《經濟技術合作協議》，擴大CEPA的涵蓋範圍和新增合作內容，
是實現CEPA升級的重要一步。現時，CEPA已成為一份更全面及現
代化的自由貿易協議，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以及經濟

技術合作四個重要支柱，為兩地在經貿領域更深化的合作建立完善的

制度性安排。
CEPA四個主要範疇

《投資協議》
《投資協議》依循國際間相關協定普遍適用的原則和條

文，就投資保護、投資准入和投資便利化三個重要範疇，

訂立雙方政府對投資者承諾的義務，包括「國民待遇」和

「最惠待遇」，有助提升投資者信心，進一步推動兩地的

投資活動，以及支持兩地長遠的經濟發展需要。

在投資保護方面，雙方承諾的義務包括充分保護和保障對

方的投資和投資者；限制投資被徵收，除非是出於公共目

的，並根據正當法律程序進行，以及按照被徵收投資的實

際價值給予補償；由於戰爭、自然災難或其他類似事件而

引致投資受損時給予非歧視性的補償；以及投資和收益可

轉移至外地。協議亦訂明機制解決涉及對方政府履行協議

義務的投資爭端。在投資准入方面，除協議列明的26項
措施以外，內地承諾給予香港投資和投資者在非服務部門

（即製造業、礦業和資產投資）享有與內地投資和投資者

相同的待遇，即「國民待遇」。投資便利方面，內地將致

力建立統一的投資申請審查和批准的標準和程序、明確合

理時限，減低投資者在申請過程中的成本等。

《投資協議》將於2018年1月1日起實施。

《經濟技術合作協議》

至於《經濟技術合作協議》，它更新和加強了

CEPA以往在多個行業及不同貿易投資便利化
領域的合作承諾，當中包括金融、法律和爭議

解決、創新科技、知識產權、質量監督檢驗檢

疫等22個範疇，為兩地以後更緊密合作打好
基礎並提供具體方向。協議亦新增了「一帶一

路」建設經貿領域合作和次區域經貿合作的內

容，鼓勵香港具有優勢的產業參與國家的發展

策略。

CEPA《投資協議》及《經濟技術合作協議》簽署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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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推廣

業界對宣講會的反應踴躍，當天有超過400人參與。

國家商務部台港澳司司長孫彤在宣講會上致辭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商及旅

遊）容偉雄在宣講會上致辭

業界的認識和參與對落實CEPA至為重要。今年9月27日，
香港特區政府和國家商務部合辦了「2017 CEPA宣講會」，
向業界介紹CEPA《投資協議》及《經濟技術合作協議》
的內容。作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週年的活動之

一，宣講會同時回顧了CEPA過去在促進內地與香港的經貿
關係的發展，以及CEPA措施在不同領域的落實情況。

宣講會亦設有分組研討環節，約30位中央部委及特區政府
的代表向香港工商界介紹CEPA的內容、落實安排、申請優
惠措施的條件和程序，並即場解答業界的提問，涉及多個

行業，包括金融、會計、創新科技合作、旅遊、建築及工

程等。業界對宣講會的反應非常踴躍，當天有超過400人參
與。我們期望透過深入討論和交流，讓業界加深認識CEPA
和善用相關市場開放措施。

想進一步了解C E PA的詳情，歡迎瀏覽C E PA專題網站
（http://www.tid.gov.hk/tc_chi/cepa/index.html）。此外，
我們更編製了《CEPA成功故事》小冊子（http://www.tid.
gov.hk/tc_chi/cepa/press/files/CEPA_success.pdf），載有多
個香港企業分享它們成功利用CEPA的優惠措施開拓內地市
場的寶貴經驗。工業貿易署亦設有以下查詢熱線，解答與

CEPA有關的問題：
宣講會分組研討及答問環節

CEPA的一般查詢 電話 : 2398 5667

傳真 : 3525 0988

電郵 : cepa@tid.gov.hk

貨物貿易─CEPA原產地規則、申請CEPA原產地證書及工
廠登記

電話 : 3403 6432

傳真 : 2787 6048

電郵 : cepaco@tid.gov.hk

CEPA貨物貿易的一般查詢 電話 : 2398 5676

傳真 : 2398 9973

電郵 : ma_registry@tid.gov.hk

服務貿易─申請《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 電話 : 3403 6428

傳真 : 3547 1348

電郵 : hkss@tid.gov.hk

http://www.tid.gov.hk/tc_chi/cepa/index.html
http://www.tid.gov.hk/tc_chi/cepa/press/files/CEPA_success.pdf
http://www.tid.gov.hk/tc_chi/cepa/press/files/CEPA_succes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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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補給站

「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及
「BUD專項基金」（機構支援計劃）

協助業界提升競爭力

「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發展

支援基金」）」及「發展品牌、升

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

（「BUD專項基金」）（機構支援
計劃）」為工商組織、專業團體及

研究機關等非分配利潤組織提供資

助，推行項目提升業界的競爭力。

發展支援基金沒有地域限制，

協助提升香港中小企業整體或

個別行業的競爭力。

BUD專項基金（機構支援計劃）
針對內地市場，協助提升香港

企業在內地市場的競爭力。

資助額

每個獲批項目最多可獲資助核准總

開支的90%，上限為500萬元。

成功個案

截至2017年10月底，發展支援基
金已批出279宗申請，涉及的總資
助額超過3億3千萬元。

發展支援基金個案

香港航空業協會有限公司

項目名稱：  持續香港航空供應鏈於新興低成本航空市場的增長及發展

項目年期： 18個月

獲批資助金額： $1,784,790

香港航空業協會於2015年獲發展支援基
金資助，於新加坡、美國和內地的航空

展中設立香港館及進行商業配對活動，

宣傳香港中小企業在航空業供應鏈上不

同範疇的能力，協助他們擴展營銷網

絡，開拓商機。透過此項目，香港作為

國際及區域航空服務樞紐的地位亦得以

推廣。

截至2017年10月底，BUD專項基金（機構支援計劃）已批出67宗申請，涉及的總資
助額超過2億1千萬元。

BUD專項基金（機構支援計劃）個案

香港軟件行業協會有限公司

項目名稱：  中國內地軟件市場推廣

項目年期： 24個月

獲批資助金額： $4,234,622

香港軟件行業協會於2015年獲「BUD專
項基金」（機構支援計劃）資助，於內

地多個大型科技展中設立香港館及舉辦

商業配對研討會，協助香港資訊科技業

界推廣品牌形象及拓展內地市場，把握

智慧城市興起所帶來的機遇。此項目成

功把不少香港企業帶進內地不同城市，

包括深圳、成都及上海，並與當地買家

建立商業合作關係。

查詢

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秘書處

電話： 2398 5128
電郵： sdf_enquiry@tid.gov.hk
網址： www.smefund.tid.gov.hk/sdf

B U D 專項基金（機構支援計劃）

秘書處

電話： 2398 5128
電郵： bud_enquiry@tid.gov.hk
網址： www.bud.tid.gov.hk/

www.smefund.tid.gov.hk/sdf
www.bud.ti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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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專項基金「企業支援計劃」
成功個案

(一) 東秀有限公司

項目名稱：  企業共獲批3個項目，分別為「SnackMate 新仕美」、「為代理產品提高國內知名度及拓展國內

銷售網絡」及「展覽會及產品檢測」

項目範圍： 發展品牌及拓展內銷

獲批資助金額： 3個項目共$434,000

東秀有限公司從事西梅乾、葡萄乾及奶類食品的代理、批發及

零售業務。

企業先循「一般申請」獲批資助，增聘推廣員、開發新產品、在

內地受歡迎的雜誌及網站投放廣告、製作產品小冊子及參加2場展
覽會等，成功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及進一步拓展內地業務。

有見首個獲批項目成效顯著，企業再接再厲，再提交申請並獲批2個「ESP申請易」項目，製作宣傳品、參加展覽會
及為產品進行營養成份及安全認証檢測。

兩個申請途徑  各有優點

企業表示「一般申請」及「ESP申請易」各有優點，前者資助範圍廣泛，涵蓋聘請員工、添置機器設備及製作產品
樣本等，而後者申請手續簡單，審批時間短，成功率高，能為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提供迅速的支援，大家可因應

不同情況及需要提出申請。

企業透過項目參加展覽會及製作宣傳品

(二) 嘉信機械有限公司

項目名稱：  嘉信機械中國發展計劃

項目範圍： 拓展內銷

獲批資助金額： $500,000

嘉信機械有限

公司，代理數控

工業機床產品，

及提供相關的技

術開發、應用及

調試維修服務。

企業循「一般申

請」獲批資助，

增聘員工、拍

攝產品示範影片、製

作產品小冊子及參加

2場展覽會等。企業
認為項目的成效顯

著，大大提升企業在

內地的知名度，促進

內銷業務。

企業透過項目製作宣傳品

企業於2016年11月參加
東莞國際模具、金屬

加工、塑膠及包裝展

(三) 志達商標製品有限公司

項目名稱：  志達開拓中國市場

項目範圍： 升級及拓展內銷

獲批資助金額： $476,000

志達商標製品有限公司，從

事織嘜、標籤和吊牌等服裝

輔料的OEM及ODM業務。

企業循「一般申請」獲批資

助，聘請銷售員、購置電動

絲網印刷機、優化公司網

頁、印製宣傳小冊子及參加

2場展覽會等。企業表示，多
元化的項目措施有效提升生

產技術，從而增加客源，進一步拓展內

銷業務。

成功申請的秘訣

至於成功申請的「貼士」，企業建議大

家多參加秘書處舉辦的研討會及參考

「企業支援計劃」網頁上的案例，而秘

書處更提供面談諮詢服務，就企業擬定

的項目內容提供意見，大家可善用這些

免費資源，好好掌握申請要求及評審準

則，以提升申請的成功率。

企業於2016年10月參加上海
國際紡織面料及輔料博覽會

企業的產品

加推「ESP支援易」

政府已進一步精簡「企業支援計劃」的申請手續，及在

「一般申請」下加推「ESP支援易」，容許選擇不領取首期
撥款的申請企業，最早可以在提交申請後翌日即開展項目，並

毋須另外開設項目帳戶，詳情可向秘書處查詢。

查詢 電話： 2788 6088
電郵： bud_sec@hkpc.org
網址： www.bud.hkpc.org

www.bud.hkp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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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基金」）以實報實銷形式資助中小企業進行出口推廣

活動，多年來協助不少中小企業成功擴展香港境外市場。

成功個案

得利龍百貨有限公司（「得利龍」）運用「基金」的資助在內地參加

展覽會，成功讓內地廠商及零售商認識其品牌。得利龍行政總裁林

國雄博士表示，「基金」支援本地中小企業推廣出口到內地及海外

市場，目標清晰。林博士當日有意把得利龍的產品推廣至內地市場，

「基金」正起了重要的鼓勵作用。

林博士認為，在「基金」的資助下，中小企業可更勇於在內地參與展

覽，將品牌推廣到內地市場。若在內地每次參展的費用是五萬港元，

而當中一半支出可申請「基金」報銷，中小企業探索內地市場或提升

參展經驗的成本便降至兩萬多元，對中小企業來說是很划算。

另外，中小企業會因高風險低回報等考慮，放棄探索一些偏遠但甚具

潛力的地方市場。藉著「基金」的資助，中小企業便可到當地進行出

口推廣，一探究竟，最終可能成功開發新市場。這正是「基金」的

作用。

林博士寄語中小企業要善用政府各項支援營商的計劃，把握機會。

查詢

電話 : 2398 5127 / 2398 5125
電郵 : emf_enquiry@tid.gov.hk
網址 : http://www.smefund.tid.gov.hk/emf

「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
工業貿易署於2001年12月推出「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為中小企業提供
信貸保證，以協助他們向參與計劃的貸款機構取得貸款。截至2017年9月底，
共有39家貸款機構參與計劃。

為了讓大家對此計劃有更深了解，工業貿易署邀請了其中一間參與計劃的貸款機構—「大新

銀行有限公司」（大新銀行）的執行董事及商業銀行處主管劉成達先生，分享此計劃下的

成功個案。

成功個案

受惠企業是一家經營超過20年，已由第二代經營的食用淡水魚批發公司，該公司為本地主要
食用淡水魚供應商之一。

面對營運成本上升和市場競爭激烈，該企業的業務早前遇到瓶頸。其後，企業決定通過跟同業合併以擴大市場份額，繼而

減低購貨成本，增加價格的競爭力。

因此該企業急需一筆流動資金來應付所需的成本，然而，其抵押品當時並不足以借貸相應的金額。此時，了解客戶情況的

大新銀行客戶經理，詳細分析過後，認為「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最能夠切合客戶的財務需要。在大新銀行的協助下，

申請很快便獲得批核。過程中，申請的任何一方均不需向政府繳交任何費用。

有賴「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大新銀行向該企業借出足夠的貸款支持合併計劃，免卻該企業在資金上的憂慮，使其更

專注於營運業務。隨著該企業規模因合併而擴大，其成本效率得以提升，且進一步擴展了銷售網絡，從此更具市場競爭

力。受惠企業向大新銀行反映，「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能靈活地

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擔保，申請過程亦非常便捷，對中小企業的生存

與發展有莫大的裨益。

截至2017年9月底，工業貿易署已批出超過3萬宗申請，涉及的信貸保
證額合共超過514億元，惠及超過16,300家來自不同行業的企業。

有關信貸保證申請、貸款條款和申請結果的查詢，請聯絡參與計劃的

貸款機構。

一般查詢

工業貿易署

電話： 2398 5129
電郵： sgs_enquiry@tid.gov.hk
網址： http://www.smefund.tid.gov.hk/sgs

http://www.smefund.tid.gov.hk/emf
http://www.smefund.tid.gov.hk/s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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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一點點

科技券計劃新動向
特區政府於去年11月撥出五億港元推出科技券計劃，資助中小企業使用科技服務和方案，以提高生
產力或升級轉型，每家中小企業的資助總額高達20萬元。

申請資格及資助金額

凡根據《商業登記條例》在香港登記，在本港有最少一年實質業務運作，並且

在港僱用少於100人的製造業企業，或僱用少於50人的非製造業企業，均符合申
請科技券計劃的資格。每家中小企業最多可獲批三個項目，累計資助上限為20
萬港元。計劃以2:1配對模式，向每家合資格的企業提供資助。換言之，申請企
業須投入不少於項目總成本三分之一的資金。待項目完成後，政府會向申請企

業發還項目實際成本三分之二的資助（以

創新科技署核准的資助款額為上限）。

計劃自推出以來，中小企業反應積極，截至2017年10月中，已有超過600家中小企業
提交申請。申請企業來自各行各業，業務種類包括批發及零售、進出口貿易、資訊

科技等。當中有些申請企業已經順利完成項目，我們選取了以下兩個個案與大家分

享個別中小企業如何善用科技券以提升生產力或升級轉型。

個案（一）

從事包裝禮盒設計及生產的申請企業，在處理產品銷售時發覺舊有的企

業資源規劃系統未能有效分析銷售數據及製作財務報告，故此申請科技

券計劃的資助供升級該系統，以改善運作效率。在系統升級前，申請企

業需要定期召開會議，以了解產品銷售情況，此做法不單耗時，銷售數

據亦未能反映最新狀況。項目完成後，客戶關係管理系統不單能即時反

映銷售進度，並同時提供進度表及報告，有助檢視及分析銷售活動，提

升企業效率。此外，升級後的企業資源規劃系統能即時製作財務報告，

數據更能按需要作出不同程度的比對與分析，大大減少了製作財務報告

的時間，節省人力。除財務及銷售報告外，新系統亦增加了製作報價單

的功能，申請企業不再需要依賴人手製作報價單，在提升生產力之餘，

亦減少人為失誤。

公司負責人表示，科技券計劃申請程序頗為簡單，科技方案亦達到預期

效益，減輕了公司的負擔，並提升了工作效率，對項目成果感到滿意。

個案（二）

申請企業經營租務管理業務，涉及

的流程包括處理客戶資料、查詢物

業狀況、擬訂租賃協議等，所有流

程均由人手處理，過程耗時，且容

易出現人為失誤。當遇上訂單高峰

期，更面對人手不足的情況。申請

企業於是透過申請科技券計劃的資

助，以優化客戶登記系統及後台系

統，將客戶及物業數據、租賃協

議、發票生成、網上支付等工序由

人手管理升級至自動化操作，精簡

了業務流程，並解決了人手不足的

問題。

申請程序

上述兩個個案的企業均透過科技券的資助，成功改善了營運效率。然而，每間企業的業務運作均有所不同，申請企業

應按其需要而採用合適的科技服務或方案。科技券計劃全年接受申請，有興趣申請的中小企業可於“科技券計劃管理

系統”（https://tvp.itf.gov.hk）註冊成為用戶，然後透過系統提交申請及所需文件即可。創新科技署在收到申請
後，會查核其資格及作初步評估。如有需要，創新科技署會要求申請企業作出澄清或提交補充資料。

創新科技署已在計劃的專屬網站提供計劃的單張及申請指南，並設立查詢熱線。如有查詢，

歡迎隨時與科技券計劃秘書處聯絡（電話：3523 1170；電郵：tvp-enquiry@itc.gov.hk）。

https://tvp.itf.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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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認可經濟營運商計劃
踏出第 一 步  ·  雙 贏 可 達 到

「香港認可經濟營運商計劃」（下稱「計劃」）是香港海

關推行的供應鏈安全管理認證制度。本地企業取得「認可

經濟營運商」（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 下稱AEO）
的「Q嘜」資格，即證明公司在供應鏈安全管理方面表現
卓越，為海關可信賴的合作夥伴，並享有計劃發展所帶來

的專享優惠。

什麼是香港AEO計劃？

香港AEO計劃是一個免費、公開和自願參與的認證制度，
旨在加強國際供應鏈安全及提高香港AEO在海外市場的競
爭力和銷售能力。任何主要從事與國際供應鏈有關業務的

本地公司，包括製造商、進出口商、貨運代理商、貨運站

營運商及貨倉營運商等，不論公司規模大小，只要符合認

證要求均可參加此計劃。現時已有43間跨國公司及中小企
業取得香港AEO資格。

成為香港AEO有什麼優惠和好處？

AEO優先  -  香港AEO可以享有多項本地及海外的專享優
惠。香港海關於貨物清關系統專設AEO數據庫，讓海關人
員準確辨識AEO的貨物並提供相應的通關便利措施。去年
在海、陸及空各口岸管制站更增設AEO優先「專用服務櫃
位」及「專用停泊位」優先處理AEO貨物，縮短貨物的清
關時間，使AEO可以「快人一步」把貨物安全送達客人手
上，加強企業競爭力。

海外通關便利 - 因應香港的營商環境及市場情況，香港海
關策略性地先後與主要貿易夥伴的海關當局，包括內地、

印度、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日本及澳洲簽訂

「互認安排」，確保本地AEO在海外享有最大的優惠。透
過「互認安排」，兩地海關為雙方的AEO提供通關便利，
令本地AEO的貨物在國際供應鏈上能夠達致無縫流通，加
強AEO的競爭力，亦同時減少延誤及成本支出。香港海關
積極部署加快與「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如印尼及越南

等建立「互認安排」的步伐，協助本地AEO開拓「一帶一
路」的經濟市場。同時，香港海關與墨西哥、歐洲聯盟

及新西蘭的「互認安排」商討已取得良好進展，協助本地

AEO進軍海外市場，把握發展機遇。

提升企業形象 - 香港海關為計劃設計了專用標誌，並於今
年推出一系列宣傳標貼供AEO使用，透過不同渠道，讓市
場更易知悉企業所取得的AEO認證。所有香港AEO均可在
業務上使用標誌及標貼，適用範圍包括公司網頁、公司車

隊及名片等，以顯示該企業為香港海關可信賴的合作夥伴

並已符合國際供應鏈安全的標準及取得認證資格，提升企

業形象及商譽。

  

香港海關如何協助中小企業加入計劃？

現時本港有超過3 2萬家中小企業，佔全港企業總數逾
98%，對本港經濟的發展尤為重要。為協助中小企業參與
計劃，香港海關把計劃的認證資格分為兩級，以鼓勵中小

企業逐步達到認證要求。香港海關亦會在整個認證過程中

向中小企業提供協助和指引，提高內部保安及管理水平。

此外，香港海關亦會舉辦工作坊及研討會，向中小企業詳

細介紹計劃內容並提供專業意見，協助中小企業審視其內

部政策及運作程序，以確定有關政策及程序符合計劃的

既定準則。本地的中小企業只要「踏出第一步」，成為

AEO，即可享有計劃發展所帶來源源不絕的好處，既可提
升企業形象及商譽，加強競爭力和銷售能力，亦同時保障

國際供應鏈安全，達致雙贏。

企業夥伴分享

擁有近八十年歷史的本地醬油品牌左顯記銳意改革創新，

推行現代化生產和管理，以確保產品能夠安全、快速地送

達客戶手上。

行政總裁洪勺婷小姐表示，作為一家良心企業，當然希望

貨物可以順利清關，因為食品的品質會隨著時間的延誤而

受到影響。成為香港認可經濟營運商表示公司在供應鏈安

全管理方面表現卓越，取得此項國際認證，既能夠增強客

戶對公司的信心，亦可以確保貨物獲得優先清關服務，達

致「雙贏局面」。

『香港認可經濟營運商計劃是一個全球海關公認的
權威認證，除了肯定左顯記的實力，對公司及品牌
的發展亦有很大的幫助……特別對中小企業開拓本
地及海外巿場有正面而長遠的影響。』

洪勺婷

左氏皇朝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如有查詢，包括AEO的認證要求，請聯絡香港海關供應鏈安全管理科

電話：3759 2153 電郵：aeo@customs.gov.hk

網址：http://www.customs.gov.hk/tc/trade_facilitation/aeo/index.html

http://www.customs.gov.hk/tc/trade_facilitation/ae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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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人力需求管理科技應用支援計劃」（ReTAAS）
Retail Technology Adoption Assistance Scheme for Manpower Demand Management

香港政府推出總值5千萬的零售業支援計劃，資助合資格的零售企
業應用相關的資訊和通訊科技及其他科技，以管理人力需求，有助
提升員工的生產力及改善其工作環境。計劃亦能對在營運上與受惠
企業類似的其他零售企業，作出一個科技應用的示範，從而鼓勵行
業投資及廣泛地應用不同的科技。

成功個案（一）

汽車銷售商成功申請了ReTAAS後，購買了伺服器及無線網絡，並添置了平板電腦
給前線同事使用。前線同事向客人介紹新車時，利用電子報價單，令計算項目金

額時不會出錯。 同時，每份電子報價均有記錄，方便前線同事隨時查閱及跟進。
今次ReTAAS資助計劃，令汽車銷售行業加強了科技應用，讓操作更電子化，亦可
提升專業形象。最重要是，前線同事及支援同事都可提升工作效率。

成功個案（二）
酒窖公司透過ReTAAS的資助，購置了一套企業資源規劃系統（ERP系統），在系
統的協助下，公司的採購、庫存、銷售、會計等資料都串聯起來，管理層可以透

過不同的報表，實時了解公司最新的情況，從而作出策略上的調整。盤點不再需

要用人手處理，同事在整理和核對會計賬目時，大大節省運算及重複核對的時

間，更可避免人手出錯。系統除了可以幫助節省時間之餘，更令效率得以提升。

計劃特點*

以1:1配對形式資助，每間成功申請之企業最高可獲5萬元總資助上限

資助範圍涵蓋資訊科技之應用軟件及相關硬件

專為非上市的零售企業而設（不包括餐飲業）

滾動式審批流程，全年均接受申請

申請程序簡易 *詳情可參閱本計劃網站

零售業人力需求管理科技應用支援計劃

（ReTAAS）

電話 : 2788 6262
電郵 : retaas_sec@hkpc.org
網址 : www.retaas.hkpc.org

SUCCESS快訊

SUCCESS快將遷往
工業貿易大樓

SUCCESS將會於2018年初從
現址觀塘創紀之城第一期遷

往啟德工業貿易大樓，有關

詳情將於 2 0 1 8年第一季在
SUCCESS網站公佈。SUCCESS
提供予中小企業的服務將不

受搬遷影響。

「創智營商博覽2017」

工業貿易署（工貿署）將參加由

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的創智營商

博覽2017。博覽會於2017年12月
6日至8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
行。工貿署是博覽會的策略合作

夥伴及主要參展單位，於博覽會

期間將設置攤位介紹本署的工作

和各項提供予中小企業的支援服

務。歡迎中小企業屆時蒞臨了解

本署的服務。

「問問專家」
業務諮詢服務專案集

SUCCESS的「問問專家」業務諮
詢服務為中小企業提供免費的商

業諮詢服務，諮詢服務顧問多

年來給予中小企業營運者許多

關於創業和營商的專業意見。

SUCCESS現正把顧問的經驗集結
成專案集，冀為中小企業提供方

便實用的參考，協助他們解決常

遇到的營商疑難。首階段的專案

集將於2018年初在SUCCESS網站
推出。

www.retaas.hkp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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