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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堡活動策劃是今次活動的主辦單位，公司執行董

事李亦珺表示，各行各業在 2020 年舉步維艱，但

這種困難卻同時推動發展線上經濟，柏堡預期由線

上主導的商業活動將進一步反彈，因此大膽率先舉

辦「虛擬經濟博覽及會議 (GOVirtual 博覽 )」。

GOVirtual 博覽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為期三

日，預計有逾兩百個參展商參與，共約 1.8 萬名參

與人次到場，活動全圍繞線上經濟、數碼產業及虛

擬商貿業務 ( 見表 )。

李亦珺指在疫情期間，線上業務已成為實體企業的

生存關鍵，從電子商貿及零售：到遠端辦公、線

上會議及活動；到串流直播及網絡遊戲等，線上業

務在疫情下已成為各行各業持續經營，甚至是賴以

生存的關鍵。她說公司是看到了線上業務的無限潛

力，因此決定舉辦活動，幫助企業發掘並捕捉線上

業務商機，這亦是對香港經濟投下信心一票。

資料顯示，2020 年本地的電子商務行業的收入，

預計達到 75 億美元 ( 約 585 億港元 )，按年增長

柏堡活動  柏堡活動  
執行董事執行董事 

李亦珺李亦珺

疫情困擾香港16個月，但當 2021 年進入第二季時，新冠病毒有退走勢頭。在市場仍觀望經濟復甦之際，

展覽業界已搶先出閘，6 月舉行三日大型展覽會，主題正是在疫情期間大放異彩的線上經濟。主辦機構預

計活動可吸引1.8萬入次參與。這是疫情喘穩後的首個大型 B2B、B2C展覽活動，可視之為經濟復甦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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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而線上娛樂則預計增長 11.4% 至 3.43 億

美元 ( 約 26.8 億港元 )。

李亦珺特別提到，特區政府透過抗疫基金的「遙距

營商計劃」，向超過 3.2 萬家企業資助 18.8 億港

元，證明了傳統企業紛紛尋找方法提升線上業務能

力是大趨勢。她說上述計劃亦催生企業對虛擬業務

技術及解決方案的市場需求，本地 140 萬餘家企業

勢將轉型以配合市場轉變。

參展商  可申請資助
GOVirtual 博覽預計活動有逾兩百個參展商參與，

他們將具資格申請工業貿易署的「中小企業市場推

廣基金」的資助，當中最高資助額，為申請企業

就有關活動繳付的核准開支總費用的 50% 或 10 萬

元，以較低為準。上述參展商可以是互聯網營運

商、硬件製造商、軟件開發商、平台及系統創建

者、供應商、解決方案供應商等。他們可在博覽會

中，向企業展示最新技術、產品及服務，協助其他

企業作數碼轉型。

據悉，GOVirtual 博覽將提供一站式商貿平台，用

以滿足企業在線上業務的需求，包括顛覆性業務創

新、電子商貿、行銷科技、數碼銷售管理、支付與

金融科技、供應鏈與物流技術、遠端工作及虛擬會

議及活動技術、及串流直播及線上娛樂。

此外，博覽會將重點推出「線上企業園 Hybrid 

Park」主題展區。這個兼具商貿及公眾元素的展

館，將幫助電子零售商及電商企業，直接與潛在投

資者、合作夥伴、供應商和銷售商等會面聯繫，同

時還可以與潛在客戶作線下面對面互動銷售、開拓

顧客群。

為進一步推廣線上經濟，GOVirtual 博覽的三日會

期，將夥拍兩間業界先驅，同期舉行「第 20 屆 GS1 

Hong Kong高峰會」及「第六屆Cloud Forum」活動。

由香港貨品編碼協會主辦的「第 20 屆 GS1 Hong 

Kong 高峰會」，邀請多位來自香港中文大學醫院、

DCH 奧利佳、DHL 等知名機構的行業領袖和先鋒，

探討如何利用科技技術交織新商業營運策略，推動

企業數碼轉型和成就智慧商貿。

由培訓機構 KORNERSTONE 主辦的「第六屆 Cloud 

Forum」，行業專家和商業領袖將分享他們對科技、

創新和未來發展趨勢的珍貴見解，以及幫助企業實

現業務虛擬化的可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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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堡活動執行董事李亦珺。

虛擬經濟博覽及會議 (GOVirtual博覽 )

日期
商貿日 6月 10-11日 (星期四及五 )
公眾日 6月 12日 (星期六 )

地點 灣仔會議展覽中心

主題展區

●  Hybrid Park 
●  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匯聚展示 
●  5G‧連動未來
●  初創企業園區 

線上經濟六個範疇

    

重點活動
●  「第 20屆 GS1 Hong Kong高峰會」
●  「第六屆 Cloud Forum」

網址 https://zh.govirtualexpohk.com/

●  電子商務
●  數碼銷售管理 
●  供應鏈與物流

●  顛覆性業務創新 
●  行銷科技 
●  付款與金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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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疫情重創全球經濟，卻同時重新塑造市場面貌，傳

統實體店生意難做，但線上買賣卻大放異彩。香港貨品

編碼協會 (GS1 HK) 總裁 Anna 林潔貽表示，中小企在

這場瘟疫中是受害者，但經過數碼轉型後，亦有不少成

功個案，協會將一如既往，協助旗下八千多會員與時並

進，發展線上業務。

「無可否認，這場疫情喚醒了業界，大家比前更關心線上

科技，因為網上生意在這兩年間，表現的確亮麗。」林潔

貽指出，疫情令不少生意人走進兩難局面：生意不佳令經

營困難，但卻明白必須適應科技洪流，經營者唯有調撥最

後資金，將生意作數碼轉型。她特別提到就長遠而言，企

業數碼轉型有利減低營運成本，所以 GS1 HK 一直鼓勵會

員參與其中。

林潔貽解釋，過往香港生意人對科技不甚熱衷，但近十年

這種情況已有所改變，這跟科技普及化、新一代經營者接

棒、人力資源經營成本不菲、以及新經濟興起有直接關係。

六月高峰會  業界盛事
今年 6 月舉辦的「虛擬經濟博覽及會議」，GS1 HK 是協辦

機構，協會將同場舉辦「第 20 屆 GS1 HK 高峰會」，目標

是探討如何利用科技技術交織新商業營運策略，推動企業

數碼轉型。

林潔貽指協會今年的重點工作，是協助會員應用新科技，

例如 5 月推出的「數碼化條碼」，用手機掃描條碼，相關

產品資料的出產地、成分、功用、市場排名及零售點已一

應俱全，產品條碼已不再局限實體紙張。另外，協會今年

將進一步幫助會員織結生意網絡，先後有多項措施推出，

皆有利於中港兩地商業聯繫，一如 2018 由協會催生的「信

心港商城」平台。

「我們會舉辦講座、訓練課程、和提供線上經營指引予會

員，幫助他們進入數碼世界。」林潔貽笑說：「足不出戶

都可做到生意，從前的營商者怎會料到線上經濟的威力 ?」

足不出戶  生意自上門
GS1 HK 於 1989 年由香港總商會成立，是 GS1 環球組織的

香港分會。協會的產品電子代碼 (EPC) 標準是物聯網的基

礎，協助研發出連串物聯網服務及應用。GS1 HK 目前有

近 8,000 名企業會員，涵蓋多個不同行業如零售及包裝消

費品、醫療護理、食品及餐飲服務、成衣及鞋履、運輸及 

物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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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轉型 中小企絕處逢生數碼轉型 中小企絕處逢生

GS1 HK 總裁林潔貽表示，喜見業界與時並進。

產品電子代碼

產品電子代碼 (EPC) 是一套連結無線射頻識別

(RFID) 技術及通訊網絡的編碼標準，用以追蹤及追

溯物件在全球供應鏈上的位置、流向等。

當物件附有 EPC 的 RFID 標籤，只要掃描標籤及

登入雲端資料庫，便得知物件的來源地、生產日期

及其他相關資料。

EPC 協助許多企業監控產品質素、準時付運，使供

應鏈達至最理想效率，最終讓客戶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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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轉型 中小企絕處逢生數碼轉型 中小企絕處逢生
香港最新失業率為 7.2%，即 26.1 萬人無工作，

但同一天空下，資訊科技業中的雲端運算 (Cloud 

Comput ing) 卻求才若渴，單是亞馬遜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在香港的服務，已最少需

千人填補空缺。如何進入這類月薪 9.7 萬元的工

種 ? 專家娓娓道來最新行情。

KORNERSTONE 是一間資訊科技培訓機構，公司董

事總經理 Catherine 陳勉祺指出，講到雲端運算

及儲存，5 年前的中小企老闆仍多猶豫：應否將業

務搬上雲端 ? 但今時今日，商界老闆多期望可更

快更準地，將雲端技術結合業務。她說：「畢竟雲

端幫公司慳好多錢，而且搞線上生意，一定要靠這

種技術，這兩年疫情下線上經濟興起，就知雲端有

幾重要。」

雲端儲存是一種網絡線上儲存的模式。雲端運算是

一種基於互聯網的運算方式。企業要儲存營運資

料，例如採購、銷售、財務、人力資源和生產管理

等，都可應用雲端技術。Amazon、IBM、Google 

和 Microsoft 等企業在香港皆有提供雲端服務。

三大工種  月薪可達 9.7 萬
陳勉祺指出，上述科技巨頭在香港提供雲端服

務，但能操作這些技術的人才奇缺，單是 Amazon

在 本 地 便 需 要 千 人 投 入 業 界， 可 見 市 場 求 才 

若 渴。「 雲 端 技 術 涉 及 三 大 工 種， 即 架 構 師

(Architect)、開發技術人員 (Developer) 和行

政人員 (Administrator)，月薪可高達 9.7 萬元，

我們的工作就是培訓這些工作專才，投入雲端業

界。」陳勉祺介紹說。

今年 6 月中舉辦的「虛擬經濟博覽及會議」，陳勉

祺的 KORNERSTONE 公司是策略合作夥伴，重點活

動之一，是同場舉辦「第六屆 Cloud Forum」，

論壇將詳細探討如何建立和部署雲策略，用以達到

創新業務。

陳勉祺補充，上述論壇專為 IT 主管及老闆而設，

亦歡迎對雲端行業有興趣的人士參與，論壇上午以

高峰會形式進行，下午有 AWS、Google Cloud 和 

Microsoft Azure 三組工作坊及研討會。陳勉祺說

按過往經驗，與會人士多對雲端技術有基本認識，

在聽取專家的最新資訊後，各生意人自會洐生一套

意念，說不定下一間線上巨擘，就在這裏誕生。

線上做生意 線上做生意 雲端渴求才雲端渴求才

第六屆 Cloud Forum
日期 2021年 6月 11日

地點 灣仔會議展覽中心

內容 最新雲端技術 商業應用

主辦單位
KORNERSTONE 
(www.KORNERSTONE.com)

入場券查詢 2116 3328

陳勉祺是 KORNERSTONE
董事總經理，擅長雲端 
行業培訓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