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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3 香港領先打造 5G 商業應用方案  

攜手與四大行業翹楚高效數碼轉型      應對新常態 
 
 3 香港為各行業翹楚度身設計 5G 商業應用方案，涵蓋多個不同範疇的垂

直市場，當中包括紡織及服裝業、建造業、商場管理和職業藝團等，成

為市場上領先的 5G 商業應用方案供應商。 

 其中多個方案的客戶成功申請政府「鼓勵及早使用 5G 技術資助計劃」，

部份更獲得資助上限，成功獲資助的企業，至今累計總資助金額逾        

300 萬。 

 3 香港為紡織及服裝業享譽本地及海外的文華國際提供 5G 4K 視像會議方

案，各類高質絲綢均以高清攝錄存檔，隨時可與世界各地的客戶和生意

夥伴進行視像會議。 

 建造業界其中一間最具規模的承建商保華建業集團透過 5G BIM 混合實境

方案，讓工作人員在工地現場檢視立體混合實境影像並作即時比較及分

析，節省時間成本，提升工作效益。 

 商場管理業翹楚置富產業信託位於天水圍的「+WOO」嘉湖商場，採用       

3 香港的 5G 智慧機械人方案，提供客戶服務、緊急支援及保安巡邏等功

能。 

 享負盛名的香港舞蹈團採用 3 香港的 5G 4K 直播方案，能於疫情期間透過

視像授課，並直播舞蹈演出。 

 
香港，2021 年 2 月 4 日 –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15）旗下 3 香港今天宣

佈，成功為紡織及服裝業、建造業、商場管理和職業藝團等業內翹楚推出專用的 5G 商業

應用方案，助有關行業迅速數碼轉型，應對新常態，掌握更多機遇。此外，3 香港更協助

多個方案的客戶成功獲得政府「鼓勵及早使用 5G 技術資助計劃」的資助，落實 5G 商業應

用方案加速推出市場。 
 
在 3 香港協助下成功申請「鼓勵及早使用 5G 技術資助計劃」的機構來自各行各業。除了

早前香港中樂團採用 3 香港的 5G 4K 直播方案並獲批資助，最新一批成功申請的機構包括

文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文華國際）、保華建業集團（保華建業）、置富產業信託及香

港舞蹈團等，當中部份申請獲得資助上限，至今累計總資助金額逾 300 萬。3 香港透過結

合其最強 5G 網絡與及於科研界的眾多夥伴，為各行業帶來多元化的 5G 商業應用方案，並

提供全方位支援，協助企業迅速將 5G 商業應用方案推出市場，助他們提升營運效率和應

對疫情後的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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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記電訊香港控股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古星輝表示︰「3 香港的最強 5G 網絡，99%全港覆

蓋*，加上年前成立『3 智城』與科研界翹楚保持緊密聯繫，為本公司的 5G 商業應用方案

發展奠下穩固根基。我們積極物色多元化的 5G 商業應用方案，亦因應不同行業需要而度

身設計，以滿足各行各業所需。政府去年推出的『鼓勵及早使用 5G 技術資助計劃』，直

接催化各種 5G 商業應用方案的實踐，讓我們於疫情期間助企業迅速數碼轉型，應對疫下

新常態，迎接新挑戰，成為市場上領先的 5G 商業應用方案供應商。」 
 
5G 商業應用層面廣   多個行業受惠其中 

紡織及服裝界翹楚文華國際的業務遍及歐美亞太區，在 3 香港的協助下於辦公室設置 5G 

4K 視像會議方案。有關方案包括 4K 鏡頭，提供高清畫質讓與會者準確掌握布料的顏色和

紋理結構；輕觸式屏幕的視像電話，用作控制鏡頭對焦和角度；雲端視像會議應用程式，

方便與會者於會議進行期間分享內容；以及 5G 路由器，透過 3 香港極速和穩定的 5G 網絡

連線。5G 4K 視像會議方案備有高度安全加密，安裝簡便，讓文華國際可隨時與世界各地

的客戶和生意夥伴開會，節省出國與客戶會面的時間和交通支出。 
 
文華國際聯合創辦人及董事總經理關德英表示︰「文華國際作為絲綢及其他高端梭織面

料印染及布藝設計公司，我們致力為客戶提供最高標準和卓越品質的產品，透過 5G 網絡

可以提升銷售模式及策略，5G 高頻寬、低延時、廣聯接可節省上傳下載時間，清晰傳送

訊息及畫像，達到實感觸覺，與全球客戶商討業務介紹產品時，打破地域限制，高效率、

高精準，升級轉型，從而提升營銷效益。」 
 
在建造業界其中一間最具規模的承建商保華建業，憑藉 3 香港的 5G 網絡，配合全新混合

實境（MR）裝置、雲端及建築訊息模擬（BIM）技術，成功以混合實境及全息影技術於工

地現場作模型投影、資訊註釋、遙距支援、視像會議及培訓等應用。保華建業集團行政

總裁（執行董事）李恒頴表示︰「由於 BIM 檔案龐大，傳統 BIM 檔案一般只能於電腦檢視。

透過 5G BIM 混合實境方案，工作人員可在工地現場檢視立體混合實境影像，即時比較建築

設計與實際工地情況作碰撞分析、預視建築流程及體驗完工後的第一身視角，及早找出

施工或原有設計問題，有效減低時間和成本，亦可減省修改工程的額外物料及廢料，達

至環保效益。」另外，通過牆內或地底的設施設計透視，可於打鑿工程時避免破壞原有

喉管或電纜，提升施工安全。同時因資訊同步，可節省工作人員來回工地和辦公室的時

間，大大提升工作效率，加快建築進度。 
 
置富產業信託是首家持有香港資產的房地產信託基金，旗下商場管理公司計劃於天水圍

的「+WOO」嘉湖商場採用 3 香港的 5G 智慧機械人方案，當中包括智能機械人及一套人工

智能的雲端系統。憑藉 3 香港極高速及低時延的網絡，機械人可於屏幕顯示商場的資訊和

推廣優惠，並能透過人工智能分析問題並搜尋所需資料，從而立即以相應的語言應對。

此外，機械人亦備有自動導航功能，可引領顧客到指定商舖，及在營業時間以外擔當智

能保安員進行巡邏，當偵測到不尋常的情況時，即時將有關影像傳送至控制室。 
 
置富產業信託行政總裁趙宇女士表示︰「置富產業信託一直與時並進，積極推動旗下置

富 Malls 數碼轉型，很高興是次與 3 香港合作的 5G 方案獲批政府資助，讓+WOO 嘉湖能成為

本港其中一家最先引入 5G 智慧機械人的商場。未來，我們會繼續將數碼化理念融入商場

營運，致力提升置富 Malls 的市場競爭力。」 
 
香港舞蹈團是香港特區政府資助的九大職業藝團之一，採用 3 香港的 5G 4K 直播方案，能

於疫情期間透過視像授課，並可自訂收費選項。學員可隨時隨地上課，提升學習效率。

同時，有關方案亦方便香港舞蹈團以 5G 技術直播排練及演出，觀眾足不出戶就能透過智

能手機、平板電腦、電腦或電視等裝置連線上網，即時觀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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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舞蹈團行政總監崔德煒表示：「疫情重擊文化藝術界，表演活動幾乎停擺。5G 科技

的應用，為業界帶來契機，拓展全新市場。通過 3 香港的 5G 網絡，我們將提供虛擬舞蹈

教室，以及穩定的 4K 直播演出，讓觀眾可突破地域界限，隨時隨地在生活中享受藝術。」 
 
一站式支援企業申請資助 

3 香港有專責團隊協助企業申請「鼓勵及早使用 5G 技術資助計劃」。團隊因應各企業的

營運所需，度身設計 5G 創新方案組合，釐定項目執行時間表及投資預算，並優先拓展相

關地區的 5G 覆蓋，更提供免費專業諮詢服務和協助企業提交申請。 
 
當局將「鼓勵及早使用 5G 技術資助計劃」的截止日期延長至 5 月 31 日，合資格企業可獲

政府資助與使用  5G 技術直接相關實際開支的  50%，上限為 50 萬元，詳情請瀏覽

www.ofca.gov.hk/filemanager/ofca/tc/content_1217/application_guideline.pdf。欲瞭解更多有關 3 香

港的 5G 商業應用方案，請 WhatsApp 至 9411 3431 或電郵至 3corpsales@hthk.com。 
 
*根據 3 香港之基站數目計算。 

【完】 
 

有關 3 香港 

3 香港是領先的流動通訊服務營辦商，致力在 5G 新世代轉型為數碼營辦商，為個人及企

業客戶提供多元化的流動通訊服務、互聯網及 5G 方案，推動新經濟生態圈的發展。3 香

港分別以 3Supreme、3 及 MO+品牌，為不同需求的客戶提供尖端的數據及漫遊服務、糅合

金融科技、視像點播、電玩和音樂等應用程式。 
 
此外，3 香港亦與不同行業的夥伴合作，為企業度身定制一站式方案，服務涵蓋網絡、流

動裝置、專業顧問諮詢、項目執行以及技術支援，協助企業透過流動解決方案提升工作

效率及競爭力。3 香港亦透過「3 智城」計劃，與初創公司及環球企業合作，為企業及個

人客戶開創各種應用場景，加快開拓及推廣涵蓋流動商務、資訊科技、物聯網及大數據

的商業和企業方案，以提升大眾及企業市場的客戶體驗，推動香港成為智慧城市。 
 
3 香港是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15）的流動通訊業務，和記電訊香港

控 股 為 長 江 和 記 實 業 （ 股 份 代 號 ： 1 ） 集 團 成 員 。 有 關 3 香 港 的 詳 情 ， 請 瀏 覽 

www.three.com.hk。有關和記電訊香港控股的詳情，請瀏覽 www.hthkh.com。 
 
有關文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本企業成立於 1990 年，致力於為客戶提供最高標準和卓越品質的產品。 
 
作為絲綢及其他高端梭織面料的織造、印染及布藝設計的公司，我們擁有時尚的面料花

型設計和新產品研發團隊，每季度開發超過 100 多個新品種。 近年來，企業大力研發、

推廣及銷售環保面料。含括了蘭精環保人棉、天絲、有機棉、再生滌綸等。 
 
企業旗下之上海曼德琳紡織品時裝有限公司於 2000 年在上海成立了，其業務主要為生產

高端女士時裝，增強了公司的競爭力。  
 
本企業亦是中國香港第一家以絲綢專業的公司獲批參加法國巴黎 Première Vision 展，經常

在巴黎及紐約紡織專業展覽會上展示我們的產品，得到與會者的一致好評。  
 
目前，公司強大的客戶群已遍佈美國、歐洲及亞洲。  
 
有關文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詳情，請瀏覽：www.mandarinsil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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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保華建業集團 

保華建業集團為香港其中一間最具規模的承建商，於香港、中國內地及東南亞地區為客

戶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工程、建造與物業服務。於過去 70 多年，保華建業憑藉行業經驗、

專業知識及創新科技，一直於香港及世界各地城市的發展過程擔當重要角色。我們多元

又專業的團隊竭力追求安全、品質和可持續的發展。 
 
欲知更多有關集團資料，請瀏覽：www.pyengineering.com。 
 
有關置富產業信託 

置富產業信託於 2003 年成立，現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股份代號：778），是

首家持有香港資產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置富產業信託目前在香港持有 16 個私人住宅

屋苑零售物業，包括約 300 萬平方呎零售空間及 2,713 個車位。旗艦商場包括+WOO 嘉湖、

置富第一城、馬鞍山廣場、都會駅及置富都會。詳情可登入 www.fortunereit.com。 
 
有關香港舞蹈團 

「融匯中西 舞動香港」 
  
使命宣言 

我們從優秀的中國文化傳統汲取養份，結合當代藝術創意，以具香港特色的中國舞蹈感

動世界。 
  
香港舞蹈團於 1981 年成立，2001 年註冊成為慈善及非牟利機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資助。舞團今年慶祝成立 40 週年，至今已排演超過一百齣深受觀眾歡迎和評論界讚賞的

作品。近期作品包括《花木蘭》、《塵埃落定》、《蘭亭．祭姪》、《梁祝．傳說》、

《風雲》、《倩女．幽魂》、《踏歌行》、《紅樓．夢三闋》、《中華英雄》、《觀自

在》、《白蛇》、《三城誌》、《紫玉成煙》、《劉三姐》、《絲路如詩》、《弦舞》、

《一水南天》、《媽祖》，以及呈現「中國舞武研究計劃」三年探索成果的舞 x 武劇場

《凝》。 
  
舞團經常到海外及內地演出，以促進文化交流，曾涉足十多個國家及地區。近年曾赴美

國華盛頓甘迺迪藝術中心、美國紐約林肯表演藝術中心、英國倫敦南岸中心、加拿大多

倫多索尼演藝中心、澳洲悉尼卓士活中央廣場劇院、白俄羅斯明斯克國立模範音樂劇院、

「韓國舞蹈祭典」、首爾「國際佛教舞蹈節」、北京國家大劇院、北京天橋藝術中心、

上海大劇院、上海國際舞蹈中心、杭州大劇院、廣州大劇院、台北新舞台、臺灣戲曲中

心等，演出舞團的得獎原創舞劇《花木蘭》、《倩女．幽魂》、《梁祝．傳說》、《蘭

亭．祭姪》等饒具香港特色的作品，為海內外的觀眾帶來文化藝術新體驗。 
 
傳媒查詢 

3 香港 

公司事務部 
2128 3611 
pr@hthk.com 
 
文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Toby Yuen 
2433 8581 
info@mandarinsil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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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華建業 

陳月容 
2831 9429 
teresachan@pyengineering.com 
 
置富產業信託 
區美馨 （縱橫財經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2864 4815 
maggie.au@sprg.com.hk 
 
香港舞蹈團 
Chris Lam  
3103 1828 
chris@hkdanc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