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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國際CRE & CSQS領袖高峰會 2018香港國際創新博覽獎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頒獎典禮

大數據 新科技A.I. 共享體驗經濟 一帶一路國際戰略發展 打造顧客品牌忠誠度

亞太顧客服務協會（APCSC）將於6月
14-15日舉行「卓越顧客關係服務（CRE）與優
質顧客服務標準（CSQS）國際領袖高峰會」。
本次峰會以「大數據 新科技A.I. 加速共享和體
驗經濟」和 「一帶一路的國際戰略發展機遇和
挑戰」為主題。
本報記者 王建聰

通過新科技創新顧客體驗 提升品牌價值

性化服務和產品，提高顧客滿意和消費。在全渠道的服務接觸，無論是通過
智慧服務助傳統行業轉型
電話、面對面、社交媒體等各種渠道，每一次的顧客體驗都是一次品牌承諾
的檢驗。他將分享企業如何有效管理提高對品牌的滿意和忠誠度，持續通
深圳市燃氣集團（深燃）一直高度重視資訊科技建設，資訊化在現
過創新商業模式管理和新科技，以及顧客體驗設計來保持品牌生命力。
代經濟社會中的重要作用。深燃於2013年正式啟動資訊化戰略，構建了
本次峰會分設4個CXO論壇及2場CEO午餐論壇，焦點涵蓋6個主題 企業資源管理、客戶資訊管理、生產運行管理、分析決策及辦
的最新案例分享：全媒體時代下發展未來新零售體驗和競爭優勢、一帶 公自動化等五大系統，通過一體化集成平台，實現高效融合，
一路國際服務貿易文化和顧客體驗創新、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大數據社交 成功實現資訊化戰略目標。其客戶服務管理部總經理李書濤
媒體戰略、互聯網+共享和體驗經濟品牌忠誠度、CRE領導力和企業品 （右圖）將在峰會擔任討論嘉賓分享轉型經驗。
牌參與最佳實踐、A.I.服務委外和創新科技提升大眾公共服務。

APCSC協會主席朱剛岑指出，現代的社交媒體和點評平台已成為消費
推動互聯網客戶服務 擴大整合移動作業模式
者和網路紅人快速分享正面的口碑宣傳或是負面的公關危機。新科技也帶
知識支持成為服務質量滿意關鍵要素
來企業商業模式和金融交易支付的轉型創新，提供更加便捷的O2O綫上和
其資訊中心IT技術副經理江龑介紹，建基於以上的基礎骨幹資訊系
綫下的共享服務的經營模式，對傳統的商業和服務交易模式帶來新的衝擊。
製造業的產品質量差異已經愈來愈小，在競爭較激烈的市場， 統，深燃在2014/2015年先後推廣升級微信公眾服務號、網上自助和客戶
企業如何通過科技進一步提升快速、簡易、增值、超出期望的服務創新，已
服務品質成為決定性差異，更為重要。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評
服務、支付寶生活繳費平台等，逐步構建深燃互聯網客戶服務平
演講題目：
經成為各大領先企業的核心部署和戰略目標。協會今年邀得多名來自世界各 聯 絡 中 心 基 準 審、日本HDI公司行政總裁山下辰巳先生認為，管理層需要了解自己的
台體系；在2016年建成客服移動作業App，對內將抄錶、安檢、點
以知識為中
地的資深CEO和企業領袖決策人，分享對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的深度研究、實 和心的服務
顧客中心和競爭對手的服務標杆，以及在行業中的地位，以知識為中
火、改管、搶修、維修等上門作業由傳統紙質模式變革為手機移
踐心得及最佳典範的成功項目。
心的服務（KCS）是一項服務交付將知識作為實施該組織的關鍵方法。知識逐
動作業模式。他將分享如何以移動互聯網資訊技術，準確定位客
演講題目：
朱剛岑分享隨着企業加速投資在大數據、新科技、A.I.、手機互聯網+ 漸成為支持新時代服務質量的關鍵因素，如人工智慧、機器人和大數據分析。 智慧服務助力傳 戶服務訴求和企業的經營要求，在便民利民、增強效率、降低成
統燃氣行業轉型
和區塊鏈的廣泛應用，深度挖掘客戶和商機，提供更精準的市場行銷及個 他將分享如何將知識庫整合到工作流程中，及時找到相關知識的重要提示。
本等方面展現顯著效果，打造智慧服務燃氣行業轉型升級。
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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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身葬父激民憤 跨境行乞不可忍
各地有關行乞法例

 球皆有丐幫拐賣兒童，將
全
他們弄至殘廢以騙取同情心
及善款。

意大利

 士重罰職業乞丐，包括
瑞
運營行乞集團及利用兒童
行乞的人。

   行乞手段層出不窮，近日更有人當眾上演
「賣身葬父」，引來網民一片聲討。港人並非對
有需要人士毫無憐憫，但集團式行乞令人髮指，
政府必須加強執法打擊。

騙港人善心 報警即離開
   本港前日有疑似境外人士在旺角行乞，一
名男子跪着聲稱為其躺在地上的父親乞討醫藥
費，惟兩人在街坊報警後站起以普通話要求不
要報警，並離開現場。有網民將之與周星馳電
影《唐伯虎點秋香》中的賣身葬父一幕作比較，
引人發噱更讓人深思。

▲集團式行乞令人髮指，政府必須加強
執法打擊。
（資料圖片）

北部城鎮科莫（Como）去年起禁止行乞，也禁止任
何人向乞丐提供食物及金錢，違法者可被罰50至
300歐元

挪

威

當地不少乞丐來自其他歐盟成員國如保加利亞
及羅馬尼亞，部分地區禁止行乞，特隆赫姆
（Trondheim）不禁止但要求乞丐向市政府登記

瑞

士

日內瓦、蘇黎世等城市禁止行乞，旨在打擊東歐跨
境行乞集團

新加坡

據《赤貧人士法案1977》，行乞者可被罰3,000新加
坡元及監禁2年。第3次被發現行乞，則會被要求入
住指定福利宿舍，若從宿舍潛逃更可被判監6個月

   港人一向樂善好施，捐款對象不分境外
內，在 2014 年全球慈善援助指數一度排名第
10。對一般乞丐，港人多抱憐憫之心，即使行
乞是違法亦不乏市民布施，特首林鄭月娥在去
年競選期間便曾給予一名行乞老婦 500 元。
部分人給予金錢外，更希望社福制度能予以協
助，轉介有需要人士個案予多間政府及民間慈
善組織跟進。
   市民之所以對境外人士集團式行乞格外厭
惡，除因圖利者是集團幕後人士外，更屢有報
道發現行乞集團做出拐賣、殘害兒童等令人髮

指的行徑。馬來西亞《星報》前年曾採訪兩名來
自中國的乞丐，兩人在孩提時代已被丐幫弄至殘
廢。他們每天按要求向丐幫領頭上繳至少 1,200
林吉特（約 2,364 港元），更表示身上殘疾愈明
顯則騙得善款愈多。
   全球均有不少類似人士靠行乞維生，甘肅岷
縣小寨村被內地媒體稱為「中國第一乞丐村」，
皆因當地不少人將行乞發展為一種可傳承的黑色
產業。聚居於東歐的羅姆民族（Roma，俗稱吉
卜賽人），更早在 15 世紀便以乞丐、小偷等不
良形象見於歐洲。

   瑞 士 佛 德 州（Vaud）前 年 推 出 法 律 禁 止 行
乞，若被發現營運行乞集團或利用兒童行乞更可
被罰 500 至 2,000 瑞士法郎，去年有團體上訴
稱該法例歧視羅姆人，被法院駁回，5 名法官中
有 4 人認為任何形式的行乞都可構成擾民。

內地人港行乞 兩年增4成
   印度丐幫常與黑道掛鈎，聯合國兒童基金估
計當地每年至少 6 萬個兒童失蹤，不少人被丐
幫用以作牟利工具，更曾有媒體揭發有醫生按
丐幫要求替被拐兒童進行截肢等手術，每人收
費 200 美元。孟買、德里等大城市已立法禁止
行乞，乞丐被捕後會被發配至乞丐中心（Sewa
Kutir），強制接受 1 至 10 年職業培訓。
   本港禁止行乞，但據前保安局局長黎棟國
指，內地人前年在本港行乞人數比兩年前上升 4
成，但警方並無保留有關犯人重犯、身體及身份
特徵等統計數字。去年有寫字樓員工主動落街驅
趕乞丐一度獲網民熱議，可見行乞為患已導致市
民需要親自行動，市民期望
政府加大力度執法取締，禁
止行乞集團藉港人善心發財，
作更多傷天害理之事。

港創新不如「創舊」專注 4 支柱創新
黃永
言論自由行行政總裁

國
 家主席習近平支持香港成為
國際創科中心，不過香港既得利
益者眾，政制又以維穩為本，加
上營商成本高，土地須優先滿足
房屋需求，均不利港推動創新。
香
 港要突圍，應強強聯合，專注
4支柱產業的創新︰金融方面力
推金融科技、專業服務聚焦知識
產權、物流集中發展區塊鏈、旅
遊開拓高科技體驗。
香
 港可成為世界各地新科技的
落腳點，利用特區經濟和法律制
度優勢，保障外國企業，從而
讓美國不能再質疑中國企業
透過滲透當地市場盜取科
技，以洗污名。

習

近平回覆 24 名在港的中國科學院院
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同意讓香港成
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從有中國特
色的計劃經濟角度分析，在大灣區概念形成的
這段時間，由國家主席作此重要批示，意味着
整個 9+2 區域當中，就只有香港可正式以「國
際創科中心」為標籤︰皆因邏輯上，若然一個
灣區之內，能容許多個國際級中心出現，實際
便等同沒有任何「中心」可言。

營運成本高 削創新風險承受力
坦白說，以上最高指示確是有點令人驚訝，

甚至摸不着頭腦︰從應用科技開發和投資這方
大學和科研機構可向中央財政科技計劃直接申
面來看，深圳比起香港走得前亦走得快；就理
請項目經費）。不過，即使投放大量資金到香
論科學層面，東莞已建成基於粒子加速器的中
港，我們還有其他創新方面的枷鎖︰首先，香
子 源 設 施（Spallation Neutron Source）， 並
港有很多既得利益者抗拒創新，因為「食老本」
於今年正式運作。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
太易賺︰像以現時的科技水平，如任何簡單的
電子記帳服務，根本就不用再借孖展來認購新
地位穩如泰山，大家關心股票的上上落落、外
股，令市場短期內鎖死大量資金，而大可在抽
基金的進進出出，但距離美國矽谷、英國劍
籤分配後才電子過
橋或都柏林，以至以
數，但銀行或經紀收
色列那種創科文化氛
取的貸款利息卻是穩
圍，確實相差極遠。
賺的收入，那何苦要
反而大灣區內其
引入新科技來改變現
他城市，似乎更具世
界級創科中心格局，
時的制度？
也更多投資者與年輕
其次，香港政制
人擁有冒險精神。
一向以維穩為本︰
本港不利創新的
28 個 傳 統 功 能 組 別
因素，最明顯的是營
本就是為了維護業界
運成本高昂，故此在
利益而存在，像運輸
創新方面可接納的風
和旅遊業界，便堅拒
   香港的創新路並不易走，最明顯的不利因素是營運成
險自然會相對下降︰
促進共享經濟的創
本高昂，故在創新方面可接納的風險自然會相對下降。圖
為科學園。
（資料圖片）
因為一旦有失誤、落
新 科 技， 視 Uber 和
差，便必然蝕大本，
Airbnb 有 仇 不 共 戴
於是許多人亦不敢放手一博。事實上，美國很
天；銀行、保險和金融服務界也必然會反對任
多創業家（包括現時大賣的某些雲端科技）都
何「去中心化」的金融科技。然而，哪怕是由
是 從 車 房「 手 作 」 科 技 原 型（prototype） 出
泛民控制的界別，一旦遇上政策轉變，還是以
來，然後再找投資者。同樣的情況根本就不會
業界利益行先︰如安老服務停滯不前，跟整個
在香港發生︰普通人根本不會有車房來做實驗， 行業由大型社福機構主導，而他們亦同時難以
就算有車位，大部分人寧可炒賣或放租來收取
升級轉型有關。此外，28 個功能組別的定義和
不錯的收入；宏觀來看，政府或商界就算有土
組成一直不變，其實也窒礙創新，令法規未能
地，亦肯定先滿足房屋需求（我們應該從來沒
與時並進，像資訊科技界雖然關心創新，卻不
聽過有建議要把大量農地轉搞創科罷），所以
包含生物與醫學科技的聲音；又像環境局已獨
單是土地不足這掣肘，已極不利香港推動創新。 立成政策局歷 3 任特首，而立法會卻從來沒有
代表環保和綠色經濟的議員。

既得利益者吃老本 成創新枷鎖

正因香港很難促進民間由下而上的創科模
式，是故目前主席指示令特區成為國際創科中
心之核心內容，其實只有「科研資金過河」（即

改革4大支柱 讓老本吃更久
再看那邊廂行政機關，本港也沒有透過普
選來博一博，試試換個「狂人特首」去衝擊現

有制度這一途，於是一切所謂的創新，完全受
制於各級官僚，而官場文化無可避免傾向保守，
創新自是郁不得其正。
如何解困？以上種種掣肘說明了香港難以
推動促成範式轉移的 disruptive innovation（常
譯作「破壞性創新」，但意思更近「破格式創
新」），但與其跟本地各既得利益集團抗衡和
糾纏，結果一事無成，更有效率的方法是促使
所謂的「強強聯合」，專注改革香港本來就很
強的 4 大支柱產業，目標是讓老本吃得更久——
換言之，就是創新不如「創舊」︰寧可單天保
至尊，犯不着在陌生範疇覓新天。
具體做法為何？第一，最強的金融業要以
業界利益為基礎，力推相關的金融科技，尤以
電子保安和生物識別（biometrics）技術優先，
並盡全力吸引所有國際大型科技企業來港上市；
第二，物流業方面，集中研發人工智能和區塊
鏈的實際應用，特別是食物安全和防偽方面，
都是本港向來的優勢；第三，旅遊方面開拓高
科技體驗，爭取全球頂尖的科技人才來港開會
或旅遊，像把現時每年舉辦的「一帶一路高峰
論壇」，轉為「一帶一路科技論壇」；第四，
專業服務業方面，聚焦知識產權保障，例如成
為國際創科方面的調解糾紛中心。

港法律保外企 洗華盜技術污名
從國際大棋局的層次剖析，以上最後一點
甚至可能對國家有戰略性意義︰一旦香港能成
為世界各地創新科技的落腳點，特區便可以利
用自身在經濟和法律制度方面的優勢，既保障
外國企業的知識產權，也讓國家能更安心地使
用全球的高新科技——目標當然是令美國不能
單方面質疑中國企業「透過滲透當地市場盜取
科技」，從此洗脫污名，在有爭議時，雙方可
透過香港公平的司法制度，尋求法庭裁決，從
而讓國家不用因為像中興和華為的業務運作而
一再出現窘態。
歡迎讀者提供本版意見，請電 2565 4288或傳真2811 1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