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如果只是把“保护环境”挂在嘴边，而不付诸行动，推广
绿色意识或沦为一场空谈。
《创意环保生商机》系列的商家决心以行动响应环保，他
们通过各种方式提高人们的绿色意识，有的利用科技来推动再

循环，有的售卖不经包装的货品，有的专卖以较环保材料制成
的居家用品。
这些中小企业在寻觅商机的同时，也希望民众把环保当成
生活的一部分，为守护这个人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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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有机棉床品助推绿色供应链
创意环保生商机
陈紫筠

产品，与客户更近距离交流，但
这些活动目前因疫情而暂停。
然而，疫情带动线上消费也
为公司带来更多机遇。由于很早
就采纳网络策略，公司在疫情前
已建立一定品牌知名度和客户
群，有助于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
危机对零售业带来的冲击。

系列

报道

ziyun@sph.com.sg

许多人买床单或喜欢到实体
店触摸产品，感受布料质感后才
做决定。不过，两名年轻女创业
家却颠覆这个传统商业模式，专
门在线上售卖有机棉花制成的床
单和枕头套等，让重视环保的客
户以大众化的价格买到高品质的
卧室和沐浴用品。
现年31岁的陈彩玲和陈爱玲
是淡马锡理工学院的同窗。有一
次，陈彩玲想为房间改头换面，
于是到各大百货商店物色心仪的
床单。这是她头一遭买床单，也
让她发现高品质的床单价格不
菲，有的一套要价高达五六百
元，令她深感惊讶。
陈彩玲说：“我当时找不到
价格合理且品质高的床单。许
多床单标榜着拥有极高的线密
度（thread count）或是采用埃及
棉（egyptian cotton），但其实大
部分是营销噱头，有点夸大其
词。”
这番亲身体验让陈彩玲嗅到
商机，她于是与好友陈爱玲各投
入两万元的积蓄创业，在2018年
设立了名为“SOJAO”的公司。
陈彩玲辞掉之前在本地银行的工
作，全职投入创业。陈爱玲创业
的同时继续在一家创意公司打
工。
两人的理想不只是售卖床
单，更是希望创建一个符合商业
道德的品牌。她们选择对环境较

支持保护环境理念
赢得共鸣客户回流

陈彩玲（左）和陈爱玲希望创建一个符合商业道德的品牌，除了提供优质的产品，也要求供应链采取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严宣融摄）

少破坏的有机棉花制成产品，并
专门与采用可持续方式种植棉
花的农夫合作。公司旗下的产
品都获得全球有机纺织品标准
（Global Organic Textile Standard，
简称GOTS）的认证。
陈爱玲指出，非有机棉花的
种植采用大量的杀虫剂以及化学
肥料，对水源和土壤造成污染，
无疑让地球的生态系统承受负
担。
为了寻找志同道合的供应
商，这两名女生前往印度实地考

结合高科技和创意媒体
周岳翔

报道

yushchau@sph.com.sg

本地三名年轻小伙子热衷于
将高科技和创意媒体相互结合，
共同创办信息科技公司Revez集
团。
Revez集团成立于2010年，创
办人之一梁维恒（38岁）担任公
司首席执行官，他毕业自伦敦大
学信息系统专业，2008年曾与伙
伴共同创办广告公司D' zire Media
而正式踏入多媒体行业。
10年前，梁维恒与两个死党
林健盛及李瀚忠看好数码媒体的
蓬勃发展前景，特别在人类与机
器交互领域，包括机器学习和人
工智能。三人决定创业，公司取
名Revez，源自法语单词rêve，
意思是梦想。10年后的今天，三
人的小公司规模已扩大至70名员

吕爱丽

府项目占集团营收60％。

为客户提供网安解决方案
梁维恒说，公司业务除了
多媒体、信息通讯科技、人工
智能和物联网等深度技术、工
业自动化、以及会展与奖励旅
游（MICE）支援这五个主要板
块之外，今年8月也增设网络安
全，与美国网络安全服务供应商
Stellar Cyber达成合作协议，以为
客户提供更全面的网络安全解决
方案。
Revez集团前称杰盛控股
（Jason Holdings），透过反向收
购（RTO）上市。公司今年截至6
月底上半年业绩报告显示，营收
下挫21％至199万元，主要是因
为冠病疫情影响MICE支援生意，
也造成信息通讯科技项目延后完

线上直接售卖产品
客户不必承担额外费用
陈爱玲解释说，在零售店分
销产品的费用很高，商家因此会
把成本转嫁给客户。如果在线上
直接售卖产品，客户不必承担这
些额外费用，能以更大众化的价
格买到品质优良的产品。
公司的床单价格一般少过300
元，平均每月可接到几百个订
单。由于获得严格认证，让客户

对产品有信心，公司在第一年营
业就取得盈利。据了解，该公司
是本地唯一获得100％GOTS认证
的卧室和沐浴用品企业。
不过，若客户想要感受产品
质感，还是可以要求公司邮寄布
料试品上门，无需付费。客户也
可以预约参观公司的展销厅，亲
身体验产品。
陈彩玲说，不设门面的一个
挑战是没有机会面对面接触客
户。在冠病疫情暴发前，她们会
租下快闪店（pop-up store）推销

工，幸好今年2月份成立的合资公
司AIAC，业务表现良好，抵消了
部分营销滑落。AIAC主要提供工
业自动化解决方案。
尽管如此，Revez集团今年上
半财年净利达7万8000元。梁维恒
说，冠病疫情带来巨大冲击，但
公司仍获得些许盈利，且维持良
好的现金流，而随着我国进入解
封第二阶段，生意开始复苏，他
希望公司下半财年能继续保持顺
畅运作，业务回升。
展望Revez集团未来，梁维恒
表示公司正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寻求机会进入印度尼西亚、泰
国、越南和菲律宾等新兴市场。
至于人力成本上升、信息科技方
面人才培养方面，则是公司目前
的挑战，公司仍希望招揽更多相
关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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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z集团创办人梁维恒与死党共同创业，看好数码媒体的蓬勃发展前
景。（受访者提供）

五金店在疫情冲击下挺住

报道

访招揽客户。若要扩大业务，数
码转型是不得不进行的。
蔡凯智透露，打从一开始，
他就是要带领公司往数码化的方
向发展，父亲因为不熟悉因而反
对，“他担心投入了资源，未必
有回报。”
为了让父亲放心，蔡凯智的
所有数码化计划都是先从小规模
开始，“我们也多方尝试，那些
效果不佳的，我们马上放弃，初
步效果还不错的，我们就扩大进
行。”
蔡凯智先为公司设置网站，
并使用谷歌广告工具，让更多潜
在客户上网时，最先搜寻到全国
五金机械。

oilailai@sph.com.sg

一路跌跌撞撞，本地一家传
统五金店走过了10年的数码化之
路，才能在这一次的疫情中挺
住。
“生意肯定受影响，但没有
中断。”蔡凯智是启动全国五金
机械（Chuan Kok Hardware and
Machinery）数码化路程的推手。
冠病疫情虽然冲击生意，但他庆
幸公司已有数码化基础，才能在
疫情中维持正常营运。
“我们在本地和马来西亚的
员工迅速改为远程办公。公司的
产品资讯都已经上载到云端系
统，如有客户询问，员工可以
直接从系统获取资料。”蔡凯智
说，生意受影响主要是因为一些
市场采取封锁或管制措施，导致
客户的工程无法如常进行。
全国五金机械由蔡凯智的父
亲蔡国平于1982年所创，至今将
近40年，主要业务是为建筑、造
船，以及工程行业供应液压配备
与零件。
2009年发生全球金融风暴，
蔡国平致电远在美国一家半导体
公司上班的蔡凯智，希望他回国

品，以便降低成本。

信息科技公司提供前后端解决方案

工，去年6月更在凯利板挂牌。
2016年起，由于资金需求增
加，Revez集团开始考虑公开上
市。梁维恒接受《联合早报》访
问时说：“虽然陆续接获很多订
单，但作为一家没有固定投资的
私人公司，我们很难竞标大型项
目，客户对我们也信心不足。”
他指出，与同行相比，Revez
集团最大优势在于能为客户提供
前后端解决方案，以创造交互式
虚拟和沉浸式多媒体体验为主，
涵盖移动应用程序、平面和网站
等设计。
Revez集团便获得政府机构
青睐，曾与国家图书馆局、国家
公园局及陆路交通管理局等机
构合作，例如斥资约370万元建
设的新加坡通勤馆（SG Mobility
Gallery）便由集团负责打造。政

10年来为数码化铺路

察制作有机棉花产品的工厂，确
保种植场和供应链的运作符合商
业道德的要求。这包括确保农夫
采用天然的肥料和除虫方法，以
及通过轮替耕种来避免耗尽农地
养分。此外，员工的工作环境须
符合公平贸易（fair trade）制定的
标准，不但要让他们安全工作，
也给予合理薪金。
由于需要更多时间和资源来
种植，有机棉花的价格不菲，可
能是非有机棉花的三倍。两名女
生于是决定以网络形式售卖产

公司支持保护环境的理念赢
得客户共鸣，许多人在订购产品
时甚至会选择少包装的选项。此
外，约三四成的客户属于“回
头”消费者，可见产品获得不少
回流客的青睐。
为了给客户带来新鲜感，她
们不时会推出新系列和颜色的产
品，也计划扩充产品种类，除了
售卖有机棉花制成的床单和毛巾
等，接下来也会卖睡衣。
网络销售不分国境，公司的
客户群不限于新加坡，有的来自
马来西亚、香港和澳大利亚。两
人今年原本打算飞往海外市场探
索新商机，但计划因疫情被迫拖
延。她们希望能尽快随着我国放
宽出境限制而重启计划。
公司取名“SOJAO”，也
特别有意思。这个源自印地语
（Hindi）的名称含有就寝的意
思，读音和中文的“睡觉”相
近。
两人创业的使命是让人睡得
更好，这不但是针对爱护环境的
客户，也是希望供应链上的员工
和农夫能够睡得安稳。

全国五金机械由蔡国平（左）所创，迄今将近40年。蔡国平认为，儿子
蔡凯智（右）带领公司进行数码转型逾10年所取得的成绩，已经超越他
所期望。（萧紫薇摄）

加入公司，协助拓展业务。蔡国
平说：“我年纪渐长，公司若无
人接手，我原本打算慢慢结束生
意。”
蔡凯智还记得当时公司只有
父亲及两名司机。所有业务由父
亲一手包办，送货的任务交给两
名司机，公司内部所有的文件仍
靠纸和笔记录。

担心与父亲对公司的发展持
不同看法而关系闹僵，蔡凯智回
国之后，并未马上加入父亲的公
司，“我还是维持了一年的上班
族生活，仅在每个周末到父亲的
公司帮忙和了解业务。”
传统五金行是一门企业对企
业（B2B）的生意，一向来若不
是等客户上门，就得亲自登门拜

导入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公司销售增加22％
接下来，他为公司导入
HubSpot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CRM），“有了CRM，我们与
客户沟通时，可以做到自动化。
例如客户询问报价，我们可以通
过系统自动跟进，提升效率。”
蔡凯智指出，自从三年前导入
CRM系统，公司的销售增加了
22％。
在冠病疫情期间，公司通过

经验谈
此系统每周向客户发送电子简
报，与客户维持关系。“我们观
察到，在疫情期间，电子简报的
点阅率上升了30％。”蔡凯智相
信，随着各个市场解封，经济活
动慢慢恢复，客户将逐渐回笼，
“我们已经接到较多的询问。”
近年，他同时通过亚马逊
（Amazon），将代理的产品销售
到美国和加拿大，“新加坡和很
多市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我们
在关税方面很有优势。”
不过，此次疫情也让蔡凯智
发现资讯安全的重要，他接着打
算扩大这方面的投资。
曾经经历过1990年代的海湾
战争和亚洲金融风暴，2000年代
的沙斯危机（SARS）和全球金融
风暴，蔡国平坦言，冠病疫情与
过去的危机很不一样，“它持续
的时间更长，各个行业都受到冲
击。”他肯定儿子在危机中的应
变能力，“他处理得很好，我也
很放心。”
经过这些年努力，蔡国平认
为儿子已经达到他当年的托付和
期望，“我的生意只拓展到东
南亚邻近国家，他已经将产品
卖到美国和加拿大，超越我的期
望。”

未来的跨境贸易是建立在
全球支付、全球物流，还
有数码化通关等新的基础
设施之上，不是跨国公司
和集装箱，而是中小企业
和小包裹。过去天上飞的
以客机为主，未来很可能
天上飞的飞机大部分都是
货机。
如果继续用工业时代的方
法去教育今天的孩子，我
们的孩子未来将竞争不过
机器。今天的教育方式是
为了适应工业化流水线生
产而建立的，而我们需要
面向数码时代的新的教
育方式，需要面向未来的
教育。今天我们面临经济
社会技术的巨变，就像我
们的飞机正在突破云层的
颠簸期，只要坚定方向信
念和行动就一定能应对挑
战，把握机遇。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