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即发布： 
香港贸发局下月办四项活动聚焦新科技 

善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   改进研发、生产、销售及扩展业务 
 
2018 年 11 月 15 日 - 香港贸易发展局 (香港贸发局) 将于 12 月初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
办四大活动，包括「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创智营商博览」及「亚洲电子商贸峰
会」及「香港国际特许经营展」，聚焦各类新科技，全方位协助企业加强竞争力。 
 
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叶泽恩表示：「全球经济有下行风险，为港商带来不少挑战。除了
政府推出多项措施外，贸发局下月举办的四项活动，亦有助中小微企迎难而上。这些活动
涵盖了供应链各环节包括研发、生产、销售，以及业务拓展，协助企业利用人工智能、大
数据、物联网等新科技，提升竞争力和成本效益、开拓新业务和新市场，以应对不断变化
的经济形势。」 
 
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 助力科研成果商品化 
 
香港贸易发展局将联同香港特区政府及香港设计中心于 12 月 6 至 7 日举行第八届「亚洲
知识产权营商论坛」，主题为「知识产权与创新：塑造社会及科技发展新形势」，邀请超
过80位官员及国际业界星级领袖担任讲者，并首次举办「IPHatch」比赛和揭幕礼，鼓励
初创企业发挥创意，把现有专利技术运用在不同的业务领域上，并藉此活化知识产权项目。 
 
叶泽恩指出，亚洲新兴国家愈来愈重视创新及知识型经济的发展，令区内知识产权贸易日
益蓬勃，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的地位。他表示：「我们预期论坛吸引逾
2,500 名业内人士参与，连同 90 多家展览商及汇聚超过 28,000 个项目的网上亚洲知识产
权交易平台(Asia IP Exchange)，有效促进官、产、学、研、商五方合作，让知识产权交
易及新科技应用更为普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何志敏将担任主礼嘉宾并致开幕辞。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彬颖、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部总监 Anthony Taubman、
东盟知识产权合作工作组轮值主席暨印度尼西亚法律和人权事务部知识产权总局局长
Freddy Harris 博士和以色列专利局副局长 Jacqueline Bracha，将于主论坛探讨知识产权
如何继续推动社会及科技发展。而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主席张为安、
雀巢公司研发及知识产权部副总裁及总法律顾问 Philippe Lucet 及宝洁公司知识产权资深
法律顾问 David Upite，则会分享保护品牌的策略。中午举行的专题午宴请来蚂蚁金服副
总裁及知识产权首席法务官白建民博士担任主讲嘉宾，分享知识产权及科技发展的新形势。 
 
第二天举行的「环球科技峰会」将聚焦人工智能的新动力，主讲嘉宾阵容鼎盛，包括来自
美国的 Virgin Hyperloop One 系统工程高级副总裁 Anita Sengupta 博士 、亚马逊 AWS
亚太新兴技术主管奥乐凯 ，以及商汤科技香港公司总经理尚海龙 、Fano Labs 首席执行
官温豪夫博士，以及香港人工智能协会主席兼香港快运航空总经理 Eric Thain。 
 
论坛期间举办多场专题讲座，讨论有关知识产权的商业和法律实务、市场及行业发展。讲
者包括 Panasonic 首席知识产权专家 Yoshinori Nakagawa、诺基亚科技亚洲知识产权
管部总监 Jari Vaario、强生公司全球品牌保护部亚太区总监 Alan Liu 及瑞士钟表工业联
合会总裁 Thierry Dubois 等。 
 



 

 

创智营商博览推广升级生产流程 提升中小企竞争力 
 
第二届「创智营商博览」将于 12 月 5 至 7 日举行，今届博览共吸引来自 40 多个国家及
地区，超过 520 家参展商参与，并安排超过 40 场专题研讨会，针对中小企升级转型、提
升竞争力和拓展市场的需要，提供一站式的支援。 
 
今年大会设有三大主题，首天(12 月 5 日)的研讨会将围绕「工业 4.0」，讲解中小企所需
的自动化设备和智能机械人、云端数据分析和物联网等课题。物流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
中心、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及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等，亦会于博览期间提供适合各行
各业的工业 4.0 升级方案。 
 
「智慧城市」是博览第二天(12 月 6 日)的重点，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的代表将讲解香
港智慧城市蓝图，大会亦请来专家讲解大数据和 5G 流动通讯，如何建构智能城市，以及
中小企如何在智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分一杯羹。多个参展商亦会一连三天展示他们配合智
能城市发展的智能产品和技术方案。 
 
博览最后一天则聚焦「电子商贸」，除了设有研讨会剖析多个从事电子商贸需要了解的课
题，包括以科技了解目标顾客、对话式商务、跨境电子商贸以及最后一哩运送。多个商会
及电子商务和物流方案服务供货商，以及贸发网小批量采购亦将参展，由品牌定位、开设
网店、物流，以至宣传和数据分析，协助中小企开拓电子商贸业务。 
 
此外，「商机馆」将云集 30 个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介绍各种市场机会，当中包括「粤
港澳大湾区商机馆」，邀请到 9 个广东省主要城市，讲解当地经济发展及优势产业，助中
小企捕捉大湾区机遇。而「环球发明区」则汇聚约 140 个发明家的创意发明，当中焦点包
括由香港出口商会与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主办方 Palexpo 合办的「第一届亚洲发明展览
会」。另外，大会与香港中小型企业总商会合办「2019 中美贸易战经济前瞻」研讨会，
透视外贸形势，以及与工业贸易署合办「创科成就品牌」系列研讨会，讲解如何利用科技
提升品牌价值。 
 
亚洲电子商贸峰会 掌握电商生态开拓全新销售平台 
 
近年电子商贸急速发展，根据欧睿国际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2017 年全球互联
网零售金额超过 13,778 亿美元。单计中国内地零售额达 4,489 亿美元，预计 2018 年金
额将上升至约 5,414 亿美元，比去年增长约 21% ，蕴藏巨大商机。 
 
第二届亚洲电子商贸峰会将于 12 月 5 日举行，旨在提供一站式的平台，让与会人士和电
子商贸专才聚首一堂，全方位探讨电子商贸的最新发展趋势及当中机遇。峰会焦点之一为
早上举行的两场专题论坛，讲者来自电子商贸服务巨头、网上零售平台、品牌代表等行业
领导，专题论坛一以「网上零售平台发展：随时随地，全面涵盖」为题，揭示蓬勃的电子
商贸生态如何促进企业的业务发展。讲者包括：Google 流动通讯技术方案顾问廖英翔、
Microsoft 香港有限公司企业市场推广及策划主管张燕妮、SAP Customer Experience 全
球副总裁 消费品及旅游行业主管Cassandra Girard、ShopBack联席创办人业务发展部主
管周稼裕及 Shopee 区域品牌合作部时装及玩具行业主管 Sherry Zehr，并由埃森哲大中
华区零售业主管董事总经理许佑宏担任主持。 
 
紧接举行的专题论坛二题目为「『一带一路』倡议：数码新领域」，探讨如斯宏大的建设
将如何带动跨境商贸，讲者包括：CloudCommerce 行政总裁及创办人 Wootinun 



 

 

Sungong、Egogo Group 行政总裁苏智恒、iPrice Group 业务发展副总裁 Rishabh 
Shukla 及 Noon.com 行政总裁 Faraz Khalid，安永大中华区数字化中心主管吴显光将担
任主持。 
 
当天下午将进行两个分组专题讨论，分别聚焦「科技：机械人力资源」及「大数据：了解
庞大客户群」。大会亦安排了三个工作坊，题目包括流动支付及付款安全性、全渠道零
售、网上零售实战要诀。峰会期间亦设有交流活动，鼓励与会人士和同期举行的活动商家
交流联系，缔造更多业务合作的机会。 
 
除此之外，大会邀请了来自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的电子商贸协会代表，
连同香港电子商贸协会代表及亚太区内著名电商 ZALORA、 YOOX，出席在峰会首次举
办的圆桌会议，讨论亚洲电子商贸发展前景。而由贸发局作为策略伙伴的首届亚洲电子零
售商贸卓越大奖亦将于 12 月 5 日当日揭晓结果。 
 
香港国际特许经营展 迅速扩展业务契机 
 
与创智营商博览同期举行的第四届香港国际特许经营展，今年共吸引来自 13 个国家及地
区的 130 家参展商参与。展览分为四大展区，包括︰香港餐饮区、香港非餐饮区、中国内
地专区及海外专区，为有意加盟特许经营的朋友提供各行各业的品牌选择，参与品牌包括
金茶王、熊霸港式小食、台式饮品店春风撞奶铺、Subway 快餐店、7-11 便利店、
STEAM 教育中心 TECHBOB Academy，虚拟现实游戏室 ANVIO 和 24/7 Fitness 等。会
场内亦有多间特许经营顾问及代理，为品牌拥有人提供以特许经营方式扩展业务的方案。 
 
此外，大会亦安排了多场研讨会，由行业专家提供特许经营的实用信息，包括如何开始特
许经营业务、特许经营的管理科技、数码世界口碑，以及如何进军一带一路市场。 
 
展览网页 
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http://www.bipasiaforum.com/tc 
创智营商博览： http://www.hktdc.com/smartbizexpo-tc/ 
亚洲电子商贸峰会： http://www.hktdc.com/ncs/aes2018/tc/main/index.html 
香港国际特许经营展：http://www.hktdc.com/fair/hkifs-tc/ 
 
传媒查询 
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  -  林衍欣   电话：(852) 2584 4049   电邮：beatrice.hy.lam@hktdc.org 
创智营商博览及特许经营展 - 吴健文 电话：(852) 2584 4393  电邮：billy.km.ng@hktdc.org 
亚洲电子商贸峰会 - 吴兆伦  电话：(852) 2584 4357  电邮：sunny.sl.ng@hktdc.org 
 
香港贸易发展局简介 
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贸发局）成立于 1966 年，是致力为香港商界创造机遇的法定机构，在世界各地设有 50 个办

事处，其中 13 个在中国内地，推广香港作为通往中国内地、亚洲，以至世界各地的营商平台。香港贸发局与商界同

行逾 50 载，通过举办国际展览会和会议，以及商贸考察团，协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拓展内地及环球市场。此外，

香港贸发局透过产品杂志、研究报告，以及包括新闻中心在内的数码平台，发布最新的市场和产品信息。有关香港

贸发局的其他信息，请浏览 www.hktdc.com/aboutus/tc 。请关注我们的 @香港贸发局 @香港贸发局时尚生活 
@香港商贸通 香港贸发局 请订阅香港贸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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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下载：https://bit.ly/2Dqvniq 

 

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叶泽恩表示，贸发局在 12 月举办的四

项活动，包括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创智营商博览、亚洲电

子商贸峰会及香港国际特许经营展，网罗各式新科技，有助企

业提升竞争力和成本效益、开拓新业务和新市场，以应对不断

变化的经济形势。图为叶泽恩试玩香港国际特许经营展参展商

之一带来的虚拟现实游戏。 

 

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叶泽恩(中)说：「全球经济有下行风

险，为港商带来不少挑战。除了政府推出多项措施外，贸发局

下月举办的四项活动，亦有助中小微企迎难而上。」 

 

(图左至右) 埃森哲大中华区零售业主管董事总经理许佑宏、

Fano Labs 首席科学家林润生、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叶泽

恩、香港物联网商会会长庄毅坚及香港专利授权及特许经营协

会副会长李家声于记者会上合影。 

 

「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创智营商博览」及「亚洲电子
商贸峰会」及「香港国际特许经营展」12 月初举行，聚焦各
类新科技，全方位协助企业加强竞争力。(图左至右) Neosen 
Energy HK Limited 董事黄镇涛、荣荣工业销售经理冯国殷、
埃森哲大中华区零售业主管董事总经理许佑宏、Fano Labs 首
席科学家林润生、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叶泽恩、香港出口商
会副会长暨项目召集人马伟雄、香港物联网商会会长庄毅坚及
香港专利授权及特许经营协会副会长李家声、Computime 副
主席易嘉礼、俄罗斯 VR 游戏中心 ANVIO 代表 Andrey 
Berezenkov 及 TECHBOB Academy 联合创办人及行政总裁
蔡健玮于记者会上合照。 

https://bit.ly/2Dqvniq


 

 

 

Fano Labs 首席科学家林润生 

 

香港物联网商会会长庄毅坚 

 

香港专利授权及特许经营协会副会长李家声 

 

埃森哲大中华区零售业主管董事总经理许佑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