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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物流行業 專門倉存復修

展藏品矜貴衍生藝術商機
年香港作為藝術都會的形象
愈見鮮明，令不少與藝術相
關的行業「風山水起」。藝術保險
市場因此備受追捧，有保險公司
稱，有關業務較去年增加兩至三
成，生意多到應接不暇。藝術品
的物流市場更堪稱奇葩，營業額
逆市升一成，車隊及搬運人手通
通要擴充，有物流公司兼營藝術
倉，提供一站式服務。連藝術
品管理服務也需求殷切，今年
在本港開設的全亞洲首所「藝
術品醫院」，便引入博物館級
的專業管理，主力修復藝術
品，尋找另類商機。

近

記者 童傑 王東亮
藝術品交投熾熱，除了拍賣行及畫廊受
惠外，也衍生各種商機，有保險公司早覷準
藝術品保險市場，搶分杯羹。多福保險顧問有限
公司的藝術保險顧問許慧賢說，藝術品保險於六
年前正式在港面世，當年由AXA推出，短短六年
間，已有至少五家公司加入競爭，紛紛推出藝術
品保險產品，「未有AXA前，收藏家要老遠向英
國那邊的企業買保險，六年間，本港藝術品保險
已發展到分門別類，有公司甚至專做私人收藏家
生意，不接受畫廊及企業申請。」

■今年五月的香港巴塞爾藝術
展結束後，有收藏家把買回來
的藝術品留港管理。

藝術品物流逆市奇葩
本港舉辦愈來愈多藝術展，同樣帶旺藝術品
物流及倉存生意。專門從事藝術品物流生意的保
昌國際裝運總經理郭美娟指，今年營業額比去年
上升一成，在物流業整體生意下滑的市況下，藝
術品物流可謂逆市奇葩。她指，藝術活動增加，
令本地及運往海外的物流生意受惠，「多了畫廊
舉辦藝術活動後，要將作品送回倉庫存好。每次
商場或企業舉辦藝術展覽，也要找物流公司，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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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垃圾貿易有利可圖
洋垃圾貿易是一門有利可圖的生意。來自歐
美、日本等地的廢料，是有價值的原材料商品，可
用作再造或重用的生產原料。隨着內地經濟高速發
展，對於從廢物提取再生資源有很大需求，香港便
成為洋垃圾輸往內地的中轉站，當洋垃圾運抵香港
後，本地回收商便會加工裝箱，然後轉售並運返內
地循環再用。
可是，內地執法部門自今年二月展開為期十個
月的
「綠籬行動」
，按照現行國家廢物進出口管制的法
規，禁止所有可能污染環境的違規廢物進口，並嚴格
檢測進口的回收及可重用廢物，確保符合國家標準之
後，才可以入境。由於那些原經香港轉售內地的洋垃
圾受該行動的規限，大批洋垃圾只能滯留香港。據
悉，回收商只好期望內地於今年十一月撤銷「綠籬行
動」時，才把洋垃圾轉到內地處理；更懷疑有不良回
收商就為了減省貯存地方的租金，把滯留香港的洋垃
圾混進本地垃圾中，然後運到堆填區棄置。

「一直做NGO，好少接觸Market value，現
在教師都是亞太區擔任最高職位的人，非常腦
震盪。同學則大多是內企高層、政府高官及出
色創業家，對我來說挑戰很大，無準備就一定
死梗。」
驚還驚，對於學習新事物，他還是非常雀
躍。「讀過EMBA，眼界拉闊，起碼能看懂企業
資產負債表，還了解到web2.0如何改變世界。」
雖然浸淫於商業課，但他都有些環保議題
想去鑽研，「現在的同學是內地最有錢及最有教
養的一群，撇開身分，他們的環保理念也跟我
相近，如講新能源，有同學仔是內地風力發展
的企業總裁，可向他直接拿料，不用揣測高企
人的心。」他相信，若有內地人的互動，東江水
問題、洋垃圾問題都有望搞好。講講吓好似好
功利，他笑說其實大家現在仍是好質樸的交流。
公私兩忙的他，就快要去美國史丹福大學
上課一周，又要去台灣考察原住民生態，十一
月還要去海南島出差，難有時間陪伴老婆仔
女，故計畫辦完海南島差事後，順道一家去旅
行。上次去新加坡上課，都是與家人玩完才讀
書。太太為了遷就他這個大忙人，兩年前辭去
大學工作，全職照顧家庭，他說真的非常感謝
老婆的犧牲！
他坦言家庭生活是他宣泄壓力的良方。
「我會
同仔女讀繪本、講故事。」
為了讓子女盡情畫畫，
他又將廳中一幅牆騰給他們當大畫紙，
「既然鍾意
玩，就給他們自由的畫，這個才是好玩具。」
以前他常帶兒子去露營，玩轉塔門，每次
都會帶備畫紙，給兒子有需要
時畫。露營時見到石頭，還會
玩拓印，「大自然甚麼也是玩
具。」

助進口藝術品，例如沙田中央公園內的意大利藝
術品，便是主辦單位花了二十多萬元找我們搬運
的。」
保昌國際裝運現時聘有三十至四十人、擁有
六架大貨車，因藝術品前景樂觀，該車隊今年亦
稍事擴充。她說，目前生意根本做不完，所有貨
車需要天天出勤，人手甚為不足，倘若搬動大型 ■提供博物館級
管理的亞洲
首所「藝術品
beautiful m
藝術品或古董，更要大量動員，「早前替東華三 醫院」
ind，今年初
在港開張。
院搬運舊牌坊，便派出十位同事，另外從景賢里
搬走東西，又派了十人，兩宗生意，已用了一半
人手！」
近年本港不少新晉藝術家到海外參展，亦帶
藝術展接連舉行，業界卻慨歎本港藝術管理人才不
起物流生意，「新加坡新開了一個藝術展，每年
beautiful mind，將博物館級的專業管
足。張嘉珍不諱言，目前本港缺乏管理藝術品的布展人
辦兩次，都是展出一些名氣較低的藝術家，因此
理，引入本港的收藏市場。她解釋，香
才（Art Handler）
，「若藝術品交由不夠專業的布展人員處
便愈來愈多藝術品經我們由香港運往新加坡。」
港作為全球藝術品第三大交易中心，對
理，便會有相當的損毀風險。」
藝術品管理服務需求甚殷，「只有買賣
藝術倉每立方米月租500元
藝術管理人員待培訓
而欠缺專業的管理服務，市場都不算完
該公司同時兼營藝術倉業務，郭美娟稱，現
整。」
她補充，本港仍缺乏相關的培訓機會，「台灣
時該藝術倉佔地約一萬呎，能擺放數百件藝術
她說，「藝術品醫院」提供倉存及藝術
有大型博物館及美術館，每年舉辦大型展覽，不斷
品，至今至少有四十名客人租用，包括收藏家、
品修復服務，倉庫提供二十八間不同大小的
培養專業人才，但香港藝術展覽剛起步，較少這
畫廊及海外代理，「尤其是海外代理，他們來港
房間，切合不同類型的藝術收藏品，至今幾
方面的經驗。」她強調，特別是雕塑修復師，人數
搞展覽，會先租倉存放藝術品，然後才送往展覽
乎長滿。修復服務則由兩位修復師負責，開
本來就很少，現時大多從外國學藝回來，主要在
場地。」她稱，倉庫每立方米月租五百元，若租用
業以來生意不絕，她強調，「藝術品已不限於
美術館、博物館工作，「面對愈來愈多的民間需
二千立方呎來計算，月租約三萬元。
平面，雕塑藝術品需求也上升，我們正考慮增
求，自然供不應求。」
她甚至計畫覓地擴張倉庫業務，「首選樓底
聘一位雕塑修復師。」
同時因本港缺乏藝術品修復的相關學院課
高，且要貨車能直達的位置，不用乘升降機，避
她不諱言，本港收藏家日增，但管理服務並
程，也導致人才供應少。她說，「自公司開張
免藝術品搬上搬落的風險。」
不完善，加上部分人管理觀念落後，令藝術品修
後，有不少八十後、九十後的年輕人來電，說
倉存離不開管理，前佳士得副總裁張嘉珍
復需求愈來愈大，「貯藏不當，令藝術品受潮發
要前來學藝術品修復，又問香港哪裏有相關科
便 在 今 年 初 ， 開 設 全 亞 洲 首 所「 藝 術 品 醫 院 」
霉變形，或被蟲咬，便會造成損害。」
目可讀，但其實仍未有。」

布展人才不足
修復課程奇缺

妥善處理「洋垃圾」
多年來，香港人不斷增加製造廢物，回收循環再
造業又因缺乏政府支持而未能發展，最終弄至如今面
臨廢物逼爆堆填區的困境。更令人氣憤的是，香港還
接收了許多俗稱
「洋垃圾」
的外地廢料，影響環境及衞
生。許多國家都立例禁止洋垃圾入境，但為何香港這
個地小人多的城市卻會接收這些洋垃圾呢？

經常叫人「知慳
識電」的地球之友高
級環境事務經理朱
漢強，近來走了去
充電，但不是去做
電波少年，而是輸
入企業高管電波。
去年九月，他
開始在科大攻讀
EMBA，學費高達
六十八萬大元，好
彩有全額獎學金，
否則省下的電費都
唔夠畀。他自言中
學時不太用功，整天蒲波樓、賭錢，是正宗街
童一名。大學讀傳媒，碩士讀環保，都與EMBA
無關。突然要他對着大堆會計、統計學，難免
有點困難。但一上領導能力、策略思維課，他
就生猛晒。他承認多學點商業知識，對營運
NGO、鑽研環保策略都有幫助。

學習新事物最雀躍

中產收藏保險增三成
她又指，行業需求愈來愈大，投保藏品不少
是當代藝術品，不再限於國畫，收藏地點也不止
是獨立屋，「工業大廈、住宅、單幢式物業，也
能收藏藝術品，不少人把數百件藏品一同投保。」
今年五月的香港巴塞爾藝術展結束後，也有
收藏家找她投保，最終把買回來的藝術品留港管
理。她說，近年本港湧現一批投資額約在一百至
兩百萬元的中產收藏家，帶動藝術品保險生意，
「這一部分生意，比去年增加兩至三成。」
不同類型的收藏家各有需求，生意多到做不
來，她指，「有內地基金聲稱手上有幾億元人民
幣價值的藝術品，希望來港管理，亦有外資公司
高層在辦公室掛了兩幅畫，向我們投保。」
作為本港首家推出藝術品保險的安盛（AXA）
藝術，其亞洲區域董事歐斯本直言，本港藝術
市場愈來愈成熟，有利業務增長，現時客源主要
來自私人藏家、企業、博物館、畫廊及運輸展覽
等，「藝術保險市場一直維持正增長。」
受保的藝術品包括油畫、水墨畫、版畫、攝
影、古書籍、古董及名酒等，該公司除了提供藝
術品保險，未來將更集中教育客戶，例如藝術品
防損、管理及修復建議。他解釋，「當代藝術品
價值非常高，加上收藏家大多熱愛藝術，對收藏
品愛不惜手，根本不希望有任何損壞，所以教育
客戶如何保護收藏品，是未來一大趨勢。」

朱漢強讀EMBA充電

政府應該設立「回收商牌照制度」，一方面可監
管業界在處理廢物的過程中，不會對環境造成污
染，同時亦可以避免洋垃圾棄置堆填區。此外，政
府亦可以考慮與內地政府磋商，確保在香港經持有
牌照的回收商處理及轉運往內地的廢物，是符合國
家標準的回收及可重用物料而非洋垃圾，並且發出
證書，為香港未能使用及再造的可回收物提供穩定
出路。政府亦應考慮立法禁止洋垃圾進口。

發牌規管棄置堆填區
政府更應該考慮參考南韓的廢物管理經驗，
由政府在香港分區設立五個大型「資源循環再用設
施」，按特定價錢向本地回收商收購各種好像玻璃
樽、塑膠樽、木板等只有低價值的可回收物，細分
類及處理之後再轉售予本地出口商或生產商出口或
再造。這個做法應能解決回收業長期缺乏土地及資
源作收購、處理、細分類、清洗、切碎、分拆、出
售等工序的問題，進一步減輕堆填區的壓力。
長遠而言，政府的策略應該資助及推動本地再
造業發展，以及投資於綠色科技的研發及應用，建
立一個真正可持續發展的廢物處理機制。單是研究
如何避免洋垃圾棄置本地堆填區並不能夠解決今天
香港的垃圾處理問題，政府必須支援回收、處理及
再造這三方面才能有出路。
葛珮帆 立法會議員博士

2016落實普選立會的關鍵年
最近，真普選聯盟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提
出了建議方案，隨之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討論氣氛
升溫，要求展開政改諮詢的聲音此起彼落，香港未
來普選之路應如何向前走呢？
筆者亦想藉此談一談立法會普選的問題。○七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的普選作出了決定，明
確最早可於二○二○年普選全體立法會議員。距離
二○二○年，目前只有不多於七年的時間，當中僅
餘兩屆立法會的任期，現屆只餘下兩年多，時間相
當緊逼，二○一六年立法會選舉辦法的修訂對於未
來落實普選是一個關鍵。

增議席減「功能」比例
在政制發展上，《基本法》強調要循序漸進。二
○一二、二○一六及二○二○的三屆立法會選舉，
如何體現出循序漸進的精神呢？首先應回望二○一
二立法會的修改方案。二○一二年立法會選舉的修
訂是通過增加地區及功能組別共十個議席，而功能
組別議席則結合區議會選舉及普選的成分，方案得
到普遍市民的支持。
如二○二○年要全面普選，取消功能組別或把
功能組別議席全面轉化至區議會功能組別的做法，
相信會得到較多市民的認同和支持，傳統功能界別
退出歷史舞台是大勢所趨。
如朝着這個方向走，二○一六年的立法會應如

何中間落墨呢？在討論之前，筆者想提出一個非常
重要的邏輯概念，就是取消傳統功能組別的問題。
目前，立法會的議席分布，三十席為傳統功能組
別，四十席為地區及區議會功能組別，比例為四十
二比五十八，未達到《基本法》三分之二大多數通過
政改的法定人數。有論者建議，可在二○一六年把
若干傳統界別作併合或取消，但試問有哪些界別願
意慷慨做犧牲品，又會有那些界別的議員肯背負出
賣的「罪名」，投票否定功能界別自身的存在，這是
一個悖論的問題。
要取消傳統功能界別，必須是全盤的、一次性
的，分階段分界別的方法根本行不通。筆者認為，
如把地區直選及區議會功能界別選舉的議席數目再
增加，將比例拉闊至六十比三十，換言之，二○一
六年的立法會議席若新增多二十個至九十席，六十
席為地區及區議會功能組別，三十席為傳統功能組
別，那麼，全面取消傳統功能組別的可行性將大幅
增加。
筆者同時留意到，二○一二年新增十個具民主
成分較高的立法會議席，二○一六年新增多二十
個，二○二○年通過取消傳統功能組別而多出三十
個議席，剛巧也是一種循序漸進的路徑。上述方案
只是拋磚引玉，引發討論，期望社會各界繼續探
討，多分析，凝聚共識。

招國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