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即發佈： 
香港貿發局下月辦四項活動聚焦新科技 

善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   改進研發、生產、銷售及擴展業務 
 
2018 年 11月 15 日 - 香港貿易發展局 (香港貿發局) 將於 12 月初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
辦四大活動，包括「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創智營商博覽」及「亞洲電子商貿峰
會」及「香港國際特許經營展」，聚焦各類新科技，全方位協助企業加強競爭力。 
 
香港貿易發展局副總裁葉澤恩表示：「全球經濟有下行風險，為港商帶來不少挑戰。除了
政府推出多項措施外，貿發局下月舉辦的四項活動，亦有助中小微企迎難而上。這些活動
涵蓋了供應鏈各環節包括研發、生產、銷售，以及業務拓展，協助企業利用人工智能、大
數據、物聯網等新科技，提升競爭力和成本效益、開拓新業務和新市場，以應對不斷變化
的經濟形勢。」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助力科研成果商品化 
 
香港貿易發展局將聯同香港特區政府及香港設計中心於 12 月 6 至 7 日舉行第八屆「亞洲
知識產權營商論壇」，主題為「知識產權與創新：塑造社會及科技發展新形勢」，邀請超
過80位官員及國際業界星級領袖擔任講者，並首次舉辦「IPHatch」比賽和揭幕禮，鼓勵
初創企業發揮創意，把現有專利技術運用在不同的業務領域上，並藉此活化知識產權項目。 
 
葉澤恩指出，亞洲新興國家愈來愈重視創新及知識型經濟的發展，令區內知識產權貿易日
益蓬勃，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的地位。他表示：「我們預期論壇吸引逾
2,500 名業內人士參與，連同 90 多家展覽商及匯聚超過 28,000 個項目的網上亞洲知識產
權交易平台(Asia IP Exchange)，有效促進官、產、學、研、商五方合作，讓知識產權交
易及新科技應用更為普及。」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國家知識產權局副局長
何志敏將擔任主禮嘉賓並致開幕辭。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副總幹事王彬穎、世界貿易組織知識產權部總監 Anthony Taubman、
東盟知識產權合作工作組輪值主席暨印尼法律和人權事務部知識產權總局局長 Freddy 
Harris 博士和以色列專利局副局長 Jacqueline Bracha，將於主論壇探討知識產權如何繼
續推動社會及科技發展。而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優質品牌保護委員會主席張為安、雀巢
公司研發及知識產權部副總裁及總法律顧問 Philippe Lucet 及寶潔公司知識產權資深法律
顧問 David Upite，則會分享保護品牌的策略。中午舉行的專題午宴請來螞蟻金服副總裁
及知識產權首席法務官白建民博士擔任主講嘉賓，分享知識產權及科技發展的新形勢。 
 
第二天舉行的「環球科技峰會」將聚焦人工智能的新動力，主講嘉賓陣容鼎盛，包括來自
美國的 Virgin Hyperloop One系統工程高級副總裁 Anita Sengupta博士 、亞馬遜 AWS
亞太新興技術主管奧樂凱 ，以及商湯科技香港公司總經理尚海龍 、Fano Labs 首席執行
官溫豪夫博士，以及香港人工智能協會主席兼香港快運航空總經理 Eric Thain。 
 
論壇期間舉辦多場專題講座，討論有關知識產權的商業和法律實務、市場及行業發展。講
者包括 Panasonic 首席知識產權專家 Yoshinori Nakagawa、諾基亞科技亞洲知識產權
管部總監 Jari Vaario、強生公司全球品牌保護部亞太區總監 Alan Liu 及瑞士鐘表工業聯
合會總裁 Thierry Dubois 等。 
 



 

 

創智營商博覽推廣升級生產流程 提升中小企競爭力 
 
第二屆「創智營商博覽」將於 12 月 5 至 7 日舉行，今屆博覽共吸引來自 40 多個國家及
地區，超過 520 家參展商參與，並安排超過 40 場專題研討會，針對中小企升級轉型、提
升競爭力和拓展市場的需要，提供一站式的支援。 
 
今年大會設有三大主題，首天(12 月 5 日)的研討會將圍繞「工業 4.0」，講解中小企所需
的自動化設備和智能機械人、雲端數據分析和物聯網等課題。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
中心、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及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等，亦會於博覽期間提供適合各行
各業的工業 4.0 升級方案。 
 
「智慧城市」是博覽第二天(12 月 6 日)的重點，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代表將講解香
港智慧城市藍圖，大會亦請來專家講解大數據和 5G 流動通訊，如何建構智慧城市，以及
中小企如何在智慧城市的發展過程中分一杯羹。多個參展商亦會一連三天展示他們配合智
慧城市發展的智能產品和技術方案。 
 
博覽最後一天則聚焦「電子商貿」，除了設有研討會剖析多個從事電子商貿需要了解的課
題，包括以科技了解目標顧客、對話式商務、跨境電子商貿以及最後一哩運送。多個商會
及電子商務和物流方案服務供應商，以及貿發網小批量採購亦將參展，由品牌定位、開設
網店、物流，以至宣傳和數據分析，協助中小企開拓電子商貿業務。 
 
此外，「商機館」將雲集 30 個國家及地區的參展商，介紹各種市場機會，當中包括「粵
港澳大灣區商機館」，邀請到 9 個廣東省主要城市，講解當地經濟發展及優勢產業，助中
小企捕捉大灣區機遇。而「環球發明區」則匯聚約 140個發明家的創意發明，當中焦點包
括由香港出口商會與日內瓦國際發明展覽會主辦方 Palexpo合辦的「第一屆亞洲發明展覽
會」。另外，大會與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合辦「2019 中美貿易戰經濟前瞻」研討會，
透視外貿形勢，以及與工業貿易署合辦「創科成就品牌」系列研討會，講解如何利用科技
提升品牌價值。 
 
亞洲電子商貿峰會 掌握電商生態開拓全新銷售平台 
 
近年電子商貿急速發展，根據歐睿國際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2017 年全球互聯
網零售金額超過 13,778 億美元。單計中國內地零售額達 4,489 億美元，預計 2018 年金
額將上升至約 5,414 億美元，比去年增長約 21% ，蘊藏巨大商機。 
 
第二屆亞洲電子商貿峰會將於 12 月 5 日舉行，旨在提供一站式的平台，讓與會人士和電
子商貿專才聚首一堂，全方位探討電子商貿的最新發展趨勢及當中機遇。峰會焦點之一為
早上舉行的兩場專題論壇，講者來自電子商貿服務巨頭、網上零售平台、品牌代表等行業
領導，專題論壇一以「網上零售平台發展：隨時隨地，全面涵蓋」為題，揭示蓬勃的電子
商貿生態如何促進企業的業務發展。講者包括：Google 流動通訊技術方案顧問廖英翔、
Microsoft 香港有限公司企業市場推廣及策劃主管張燕妮、SAP Customer Experience 全
球副總裁 消費品及旅遊行業主管Cassandra Girard、ShopBack聯席創辦人業務發展部主
管周稼裕及 Shopee 區域品牌合作部時裝及玩具行業主管 Sherry Zehr，並由埃森哲大中
華區零售業主管董事總經理許佑宏擔任主持。 
 
緊接舉行的專題論壇二題目為「『一帶一路』倡議：數碼新領域」，探討如斯宏大的建設
將如何帶動跨境商貿，講者包括：CloudCommerce 行政總裁及創辦人 Wootinun 



 

 

Sungong、Egogo Group 行政總裁蘇智恆、iPrice Group 業務發展副總裁 Rishabh 
Shukla 及 Noon.com 行政總裁 Faraz Khalid，安永大中華區數字化中心主管吳顯光將擔
任主持。 
 
當天下午將進行兩個分組專題討論，分別聚焦「科技：機械人力資源」及「大數據：了解
龐大客戶群」。大會亦安排了三個工作坊，題目包括流動支付及付款安全性、全渠道零
售、網上零售實戰要訣。峰會期間亦設有交流活動，鼓勵與會人士和同期舉行的活動商家
交流聯繫，締造更多業務合作的機會。 
 
除此之外，大會邀請了來自緬甸、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泰國的電子商貿協會代表，
連同香港電子商貿協會代表及亞太區內著名電商 ZALORA、 YOOX，出席在峰會首次舉
辦的圓桌會議，討論亞洲電子商貿發展前景。而由貿發局作為策略夥伴的首屆亞洲電子零
售商貿卓越大獎亦將於 12 月 5 日當日揭曉結果。 
 
香港國際特許經營展 迅速擴展業務契機 
 
與創智營商博覽同期舉行的第四屆香港國際特許經營展，今年共吸引來自 13 個國家及地
區的 130家參展商參與。展覽分為四大展區，包括︰香港餐飲區、香港非餐飲區、中國內
地專區及海外專區，為有意加盟特許經營的朋友提供各行各業的品牌選擇，參與品牌包括
金茶王、熊霸港式小食、台式飲品店春風撞奶舖、Subway 快餐店、7-11 便利店、
STEAM 教育中心 TECHBOB Academy，虛擬現實遊戲室 ANVIO 和 24/7 Fitness 等。會
場內亦有多間特許經營顧問及代理，為品牌擁有人提供以特許經營方式擴展業務的方案。 
 
此外，大會亦安排了多場研討會，由行業專家提供特許經營的實用資訊，包括如何開始特
許經營業務、特許經營的管理科技、數碼世界口碑，以及如何進軍一帶一路市場。 
 
展覽網頁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http://www.bipasiaforum.com/tc 
創智營商博覽： http://www.hktdc.com/smartbizexpo-tc/ 
亞洲電子商貿峰會： http://www.hktdc.com/ncs/aes2018/tc/main/index.html 
香港國際特許經營展：http://www.hktdc.com/fair/hkifs-tc/ 
 
傳媒查詢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  林衍欣   電話：(852) 2584 4049   電郵：beatrice.hy.lam@hktdc.org 
創智營商博覽及特許經營展 - 吳健文 電話：(852) 2584 4393  電郵：billy.km.ng@hktdc.org 
亞洲電子商貿峰會 - 吳兆倫  電話：(852) 2584 4357  電郵：sunny.sl.ng@hktdc.org 
 
香港貿易發展局簡介 
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貿發局）成立於 1966 年，是致力為香港商界創造機遇的法定機構，在世界各地設有 50 個辦
事處，其中 13 個在中國內地，推廣香港作為通往中國內地、亞洲，以至世界各地的營商平台。香港貿發局與商界同
行逾 50 載，通過舉辦國際展覽會和會議，以及商貿考察團，協助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拓展內地及環球市場。此外，
香港貿發局透過產品雜誌、研究報告，以及包括新聞中心在內的數碼平台，發佈最新的市場和產品資訊。有關香港
貿發局的其他資訊，請瀏覽www.hktdc.com/aboutus/tc 。請關注我們的 @香港貿發局 @香港貿發局時尚生活 

@香港商貿通 香港貿發局 請訂閱香港貿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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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下載：https://bit.ly/2Dqvniq 

 

香港貿易發展局副總裁葉澤恩表示，貿發局在 12 月舉辦的四
項活動，包括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創智營商博覽、亞洲電
子商貿峰會及香港國際特許經營展，網羅各式新科技，有助企
業提升競爭力和成本效益、開拓新業務和新市場，以應對不斷
變化的經濟形勢。圖為葉澤恩試玩香港國際特許經營展參展商
之一帶來的虛擬現實遊戲。 

 

香港貿易發展局副總裁葉澤恩(中)說：「全球經濟有下行風

險，為港商帶來不少挑戰。除了政府推出多項措施外，貿發局

下月舉辦的四項活動，亦有助中小微企迎難而上。」 

 

(圖左至右) 埃森哲大中華區零售業主管董事總經理許佑宏、
Fano Labs 首席科學家林潤生、香港貿易發展局副總裁葉澤

恩、香港物聯網商會會長莊毅堅及香港專利授權及特許經營協

會副會長李家聲於記者會上合影。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創智營商博覽」及「亞洲電子
商貿峰會」及「香港國際特許經營展」12 月初舉行，聚焦各
類新科技，全方位協助企業加強競爭力。(圖左至右) Neosen 
Energy HK Limited 董事黃鎮濤、榮榮工業銷售經理馮國殷、
埃森哲大中華區零售業主管董事總經理許佑宏、Fano Labs 首
席科學家林潤生、香港貿易發展局副總裁葉澤恩、香港出口商
會副會長暨項目召集人馬偉雄、香港物聯網商會會長莊毅堅及
香港專利授權及特許經營協會副會長李家聲、Computime 副
主席易嘉禮、俄羅斯 VR 遊戲中心 ANVIO 代表 Andrey 
Berezenkov 及 TECHBOB Academy 聯合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蔡健瑋於記者會上合照。 

https://bit.ly/2Dqvniq


 

 

 

Fano Labs 首席科學家林潤生 

 

香港物聯網商會會長莊毅堅 

 

香港專利授權及特許經營協會副會長李家聲 

 

埃森哲大中華區零售業主管董事總經理許佑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