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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香港航通北斗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航通香港)是一家以香港為基地的北斗及全球衛星服務商，致力提

供高水準的產品和高品質的服務給不同行業。

航通香港一直應用來自中國航天研發的先進全球衛星技術提高大家的生活質素。除提供基本的定位

技術外，由基礎設備至應用程式，公司樂意根據客戶和行業需求獨特定製一套合適和完整的解決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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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目標

對全球衛星定位的承擔

過往的衛星定位技術較集中於對設備的追蹤管理。目前，航通香港致力將全球衛星定位技術應用至

更多先進方案；優化和完善我們現時的產品及方案技術，致力為客戶提供更多創新科技。

隨著大數據和物聯網來臨，航通香港即將引入更多產品和技術，讓客戶可透過我們的平台將過往高

達百萬的單一數據利用衛星技術增值為高價值的資訊。航通香港已準備助客戶迎接這個時代帶來的

成功。

我們深信證據支持管理是最有效管理的方法，高價值的數據資訊還可讓客戶建立及增加管理透明度

；實踐“大數據”的第一步。

物流業展望

航通香港積極將香港物流業發展為全球數一數二的智能化貨運基地，透過全球衛星定位追蹤技術，

駕駛行為監測等改善營運流程的質素和表現；優化資源分配，讓物流公司提升靈活性和在業內的長

期競爭力。

董事長致函

我很高興航通香港出版了首份年度刊物。

本刊物是向大家簡單地介紹航通香港的背景及分享與現有客戶合作的成功喜悅。希望增加大家對我

們的信心，日後有機會選擇GPS追蹤定位技術時，有幸讓航通香港成為你的業務夥伴。

過往，航通香港一向專注於全球定衛星及北斗衛星的技術研究，致力為客戶研究如何優化產品，並

已成功地把產品銷售至超過80多個國家。隨著我們自行研發的產品和技術日趨成熟，並且獲得來自

世界各地的開發經驗，航通香港在兩年前找到一個更好的市場定位去服務社會，就是從技術研發進

一步延伸到服務營運。藉以沿用中國航天的高科技背景將已成熟的系統和服務引入香港市場。

有部份人認為GPS應用已經是夕陽工業，而且利潤不多。但我們一直堅守這個業務。原因是我們堅

信定位信息技術可以帶給市場的利益是遠遠大於目前所見的。比如，在國外，警察可以透過GPS信

息去預測街道的意外發生率，從而作出車輛調道。這些應用已經是相當成熟，但此技術還未應用在

香港。同樣地，在我們推出駕駛行為分析的時候，也遇過類似的情況。剛剛將此技術推出至市場時

，大多數客戶認為公司不需要車隊管理系統，因他們覺得這已不是什麼新產品技術。

不過，當他們聽完我們的方案介紹後，立即改變初衷選用我們的產品。

隨著大數據和物聯網的發展，我們很有信心GPS及北斗應用將重新成為科技界的熱門題目。而幸運

的是，航通香港已取得不同行業的成果。我們仍會繼續致力提供更多更個性化的解決方案為客戶有

效地作出交通調道規劃及資產管理。

期待可成為你未來業務發展的夥伴 !

董事長

張雄峰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CASTELBEI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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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介紹

新增的九項增值管理技術

航通香港的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結合無線通信，北斗及銥星通訊提供全天侯的一站式雲端應用平台

。一般情況下，追蹤定位信息和數據會經由GPRS通訊傳送。相反，當信號不佳或超出服務範圍，

便可經銥星通訊功能（如設備附有）傳遞即時數據至雲端平台。

智能追蹤管理平台(VMS平台)

航通香港智能追蹤管理平台(Vehicle Management System, VMS)已新增九項增值管理技術提供更

先進及有效的管理制度，讓管理層不論身處何地何時可透過手機應用程式或網上瀏覽器掌握即時

資訊，提示及管理報告。

物流派送管理平台(DMS平台)

物流派送管理平台(Delivery Management System, DMS)透過定位技術支援貨件浪送及調度管理功

能，讓貨物可暢通無阻地派遞成功及直接與相關人員進行即時對話。

功能訂制

駕駛行為

優化駕駛習慣及提升安全意
識；幫助進行風險管理和人
力資源管理

監控工作環境的即時溫度。

溫度監測

Castel SOS被動監察

危急情況下，進行被動監聽
了解情況。

直接與外出人員進行雙向對
話。

危急情況下，提供額外的聯
繫渠道。

按照不同需求制定獨一無二
的方案。

準確定位

全球衛星定位及北斗衛星技
術。

Castel Talk

條件觸發拍照並即時上傳至
平台。

拍照功能

辨認工作人員的身分；紀錄
工作時間和地點。

拍卡認証

２０１６目標

擴展服務覆蓋率

航通香港今年在物流業中吸取很多成功的經驗和知識，啟發我們將衛星追蹤定位技術加快地引入不

同行業如：建築業和物業管理業，為客戶帶來煥然一新的技術體驗。於二零一五年與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部門和珠江中轉物流有限公司的合作，已率先在海上方面邁前一大步。我們已決定擴大解決

方案的覆蓋性，持續將追蹤定位技術在此方面不斷發展。

發展創新技術

工作環境的監測技術為客戶匯製不同的報告證據支持管理；第三代移動通信攝錄鏡頭，無懼任何環

境的阻礙利用移動通訊系統確保隨時隨地運作。

於二零一五年，我們也秉承深厚的全球定位追蹤技術及視頻技術的專業能力，大力研發智能停車場

解決方案，藉以優化停車場的管理、省油和減少污染。

CASTELBEI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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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ELBEIDOU

重新定義搬運服務

讓客戶踏出輕鬆腳步
默默在香港市場耕耘50載，由在街邊招攬生意直至發展成現有的專業搬運團隊，迦南憑著以心待客

的信念，獲得客戶支持。近年，迦南更增加搬後服務，拓展不同型式的倉存服務。

   在香港市場，迦南搬屋有限公司亦跟隨經濟環境及客戶需求

的變化提供倉存服務。為保持高質素和專業的搬運服務，迦南

十分用心對待每位員工，同時也獲得一班重感情的員工們賣力

支持。他們認同聘請一名員工並不困難，但聘請一名盡責的員

工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服務周到、用心看管的搬運好幫手

      實際的搬運環境繁複或多或少會影響整天

搬運過程的工作。迦南是前線員工的最大後

盾，他們十分明白及理解員工每天的難處，

如遇突發事影響下一個搬運預約，他們會透

過航通香港的VMS平台查看所有車輛的位置

，進行即時的調度協助，避免員工因未能按

時完成工作，而給予他們壓力及影響後面的

工作表現；遇上突如其來的預約，迦南亦可

透過平台查看最接近目的地的車輛實時位置

，快捷地安排車輛，務求讓客戶得到周全的

搬運服務。

     正因為重視每位客戶的需要，迦南希望能

陪伴客戶渡過人生每一個階段。憶述曾經有

一位客戶嫁了去台灣，想把香港存倉的物品

遷往台灣。因此迦南幫助她把一直存放的物

品遷往至當地，該名客戶最後激動得流下淚

，同事們也此得到鼓舞。

      相對於過往其他公司的GPS追蹤定位服務

，迦南十分肯定航通香港的用心，不論是獨

一無二的解決方案，還是快速的支援服務和

認真負責的態度，都讓其十分滿意。

貨運管理

「迦南亦可透過平台查看最接近目的地的車輛實時位置，
快捷地安排車輛，務求讓客戶得到周全的搬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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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中轉物流夥伴

領先的物流供應 打造百年品牌
以現代物流業務為核心，粵港地區主要的運輸代理商和支線航商的珠江中轉物流有限公司（CKS）

。一句振奮人心的信念「做一流的貨運代理人；做最強的物流服務供應商；做最好的貨物運輸代理

人。」，現已成為一間龐大的物流中轉平台。

   於1989年在香港正式註冊成立的珠江中轉物流已擁有36家分公司及辦事處。憑著他們的專業用心

，樂於與客戶溝通的經營理念，已建立起良好的服務機制，嬴得各方面客戶的肯定。特別值得一提

的是，因現時的物流服務需求內容變得複雜，故一條龍服務也日漸重要。在粵港市場，珠江中轉物

流已成為大型的一站式物流服務企業，以讓大陸地區之合作夥伴得以享受高品質的物流服務。

優質粵港物流團隊

   珠江中轉物流表示優化企業內的物流效率已

不再是競爭力的重點。相反，利用即時性的資

料加強供應鏈效率化則是重點所在。過往珠江

中轉物流無法有效地掌握車輛的實際位置和實

時的交通情況，增加員工需要等待貨櫃的時間

，支出多餘時間成本。

   對於物流服務來說，在適當的時間，適當的

地點，將適當數量，適當品種的貨物交給適當

的人是極為重要的，十分關注客戶需求的航通

香港向珠江中轉物流提供智能方案，透過航通

香港的VMS平台實時監控車輛，通過拍卡認證

得到車輛駕駛員資料，從平台地圖上清楚了解

車輛的所在位置，預測到貨時間，珠江中轉物

流利用控制室內的大螢幕監控及掌握車隊運行

和路面交通狀況，從而來減少車輛塞車的時間

，還可確保貨物能夠完整並安全的送到客戶手

中。他們說：「航通香港的全球定位追蹤技術

讓我們更清楚掌握狀況，如遇上交通突況，可

以馬上作出車輛調配避免影響工作進度。」

   目前珠江中轉物流已藉著航通香港的VMS平

台的資料和數據降低不必要的成本，從而提高

營運效率，絕對能協助客戶創造最高利益，接

觸更多網絡。

「航通香港的全球定位追蹤

技術讓我們更清楚掌握狀況

，如遇上交通突況，可以馬

上作出車輛調配避免影響工

作進度。」

CASTELBEIDOU船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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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ELBEIDOU車隊管理

「最大幫助而具價值的是這些數據是可與銷售同事及客
戶相討如何將整個物流過程達至最高效能。」

百年經典品牌

迷戀可口可樂的紅白態度．味道
不論滿足客戶需求或營運方面，太古可口可樂香港也絕不會忽略每個步驟的安全性和品質標準。他

們認為，這個態度就像生態鏈中的每一個環節般缺一不可，「安全」好重要；「品質」亦需留意，

確保能滿足客戶需要的同時，品質沒有出現任何問題，自然地也會增加品牌的安全性。

貨車將豎立於沙田縱向式工

廠生產的物品，運送往香港

九龍新界不同的客戶。正因

一站式生產的太古可口可樂

香港，其服務和反應也顯得

特別快速和井然有序。

專業，無懼挑戰

   在眾多工廠當中，太古可

   下著滂沱大雨，受訪當天

我們已可即時親身體驗太古

可口可樂香港以顧客為先的

經營信念。為免我們受到天

雨的影響，太古可口可樂香

港的貨倉及起卸經理－  志衡

先生即時安排我們到另一處

安全乾爽的地方進行訪問。

每天太古可口可樂香港的

口可樂香港最獨特和具挑戰的，是高樓式結構

的工廠。  志衡先生認為，為確保貨品能流暢

地運送至下一個工序或最終成功離開廠房，所

有樓層的設備如貨物升降機也需永遠保持最佳

狀態。他說「縱向式的工廠設計，貨品很多時

會被分佈至各樓層，故必需確保產品的運送流

程順暢。」隨後又不禁補充一句，「正因為有

別於傳統的橫向式工廠，所以這是十分有趣和

別具挑戰性。」

   此外，實時道路狀態也是太古可口可樂香港

面對的另一挑戰。若果，貨車因道路狀況的變

動不能繼續前往目的地或按時回廠起卸，各級

的同事及隨後的工序和進度也會受到影響。    

　志衡先生覺得這時刻最能把公司的信念－團

隊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即使不同崗位的員

工也共同起卸貨品，互相幫助。

   航通香港同樣為讓他們能達到營運目標，更善

用現有的資產。現時，太古可口可樂香港可透

過 VMS平台得知車輛的實時位置，分析車輛能

調配的機動性，系統內的數據也助他們作出最

合適的決定。「最大幫助而具價值的是這些數

據是可與銷售同事及客戶商討如何將整個物流

過程達至最高效能。」

發展更多元化的優點

   　志衡先生也稱許，航通香港能提供不同的增

值功能服務。「拍卡考勤功能，有助績效管理

；駕駛行為分析，了解司機的駕駛習慣，欣賞

航通香港願意投資將現有的系統發展更完善。

」他還笑言，不再擔憂未能滿足客戶的需求，

因航通香港的VMS手機應用程式可隨時隨地查

看整個物流運送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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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ELBEIDOU環保電動車管理

環保電動新風潮

電時代與航通香港引領客戶享受智能車程

作為一間具有社會責任的租車服務公司，電時代有限公司（Electric Age）承諾提供專業可靠的租車

服務，憑航通香港的全球衛星追蹤定位技術，已成功獲得很多高端的商業及優閒服務客戶群的青睞。

得特別有條不紊。不管客戶身在何處，電時代

也可以即時透過航通香港的VMS平台得知車輛

的位置，安排最接近所在地的車輛接送客戶。

電時代細數航通香港的優點：「利用中國航天

的技術令他們對航通香港的品牌信心大增；實

力有保證。全球衛星追蹤定位亦相對其他公司

較準確，讓我們可以無時無刻掌握車隊的位置

和狀態。」以鼓勵他人著重低碳排放為公司理

念的電時代認為，有著強大又貼心的售後服務

的航通香港，提供給其最完善快速以及解決問

題的支持。他們說：「每次遇上大大小小的問

題時，都能得到即時回覆及解決。」

電子圍欄下的密不透風

   禮賓車隊駛經青馬大橋來往香港國際機場接

載客戶，電時代選用了航通香港的GPS電子圍

欄功能協助得知實時資訊。每當車輛駛進及駛

出青馬大橋，設備即透過衛星定位及無線網絡

發送提示至控制中心，投射至大螢幕。控制中

心可以馬上聯絡酒店準備，讓其的服務更加專

業、準確、流暢，比較其他同類型的全球衛星

追蹤定位供應商，他們十分肯定航通香港的用

心。

航通香港如同客戶一般關心將來

   相當關注空氣環境問題的電時代明白，鋰電

池的平均能量密度，每年會增加百分之六至八

，大約十年會增加一倍，所以電池會愈來愈便

宜，汽油會愈來愈貴。為了達致2015年和

2020年的減排目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實施

一系列的措施。此消彼長，相信電能最終可取

代既昂貴又高於造成污染的汽油。

   有見及此，電時代已在香港市場發展可持續

的服務概念，更計劃在2016年將公司車隊的數

目增至一百部；將其業務大力地擴展至中國內

地重點城市如：深圳、廣州、珠海、上海和北

京等。

   航通香港與電時代一樣以為車隊減排為長期

服務理念。所以，期待航通香港與電時代一起

，共創一個低炭、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吧！

電時代的成立希望透過租車

服務改變消費者在大都市使

用能源的習慣，引進美國高

科 技 的 安 全 環 保 電 動 車 －

Tesla Model S。在香港市場

，電時代亦運用全球衛星定

位追蹤技術，2015年正式與

航通香港合作，為客戶提供

更流暢更專業的接送和租車

服務，務求將先進、時尚和

可持續發展的服務概念，帶

到租車業界。

當電動車遇上GPS

   青馬大橋上，繁忙的香港

國際機場現場，不論晴天陰

天或是雨天，電時代的Tesla

環保電動車不斷在馬路上穿

梭接送貴賓。這樣的工作環

境下，電時代的租車服務顯

「利用中國航天的技術令他們對航通香港的品牌信心大增；實
力有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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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ELBEIDOU物流管理

量身打造的營運需求

吳氏三兄弟與物流的情緣
深信有人類生活的地方就有貨運的理念，吳氏兄弟靠著年輕時已在物流業結下的情懷，堅持勤奮正派

；力求進步，以及隨著市場的轉變，不斷在業務上的尋求，已在物流業中成功地追出一片奪目紅彩。

特別繪製的碼頭地圖更準確和仔細，甚至遠勝

競爭對手為碼頭管理公司所繪製的地圖。

  車長亦可透過VMS平台及所定制的地圖掌握

車輛的實時位置，大幅減少過往的尋車工序。

拍卡功能也助其更準確計算員工薪金及流程電

子化。

   同時，駕駛行為分析功能也是另一重點，此

功能猶如簡化版飛機黑盒一樣能自動紀錄車輛

超速、急煞車或轉彎等數據，不但改善司機的

駕駛行為，也讓其可以實踐證據支持管理，減

少各方面的爭執。

   為了滿足客戶的各項需求，航通香港依照不

同行業，工作環境及車隊管理方式，提出客製

化的解決方案，讓每位客戶體驗到量身打造的

創新管理方案。他說「航通香港優勝的特點是

，依然在市場上不斷向前，持續優化現有技術

配合客戶及助他們開拓新的業務。」

營運工作的最佳夥伴

   憑著相信有人的地方必有貨運的信念。韋竣

洞悉網上購物的潮流，在2016年即將發展配合

網購的中小型物流服務。將本土香港特式的派

送服務，變得更深入民心。同時，韋竣明白有

獎賞便有動力的道理。因此，管理層已決定實

踐駕駛行為的KPI制度，獎勵工作表現良好及

有進步的員工，為他們打氣。

在香港紮根26年的韋竣集團有限公司（Vanquish），經歷了1997年的金融風暴及2009年的金融

海潚，亦曾面對生意額急跌的困境。獨具慧眼的吳啟泰先生（Sherman）認為生意猶如股票市場

，投資涉及風險，有升有跌，遇到困難時讓公司站在一個什麼市場定位上，正是最終勝利的關鍵。

早年已在國內設立物流園的決定，亦助其順利渡過此難關。

量身打造的解決方案

   在提供24小時無間斷的物流服務，韋竣透過航通香港為其統一追蹤定位平台，方便管理擁有不同

車款的龐大車隊，而讓其大力讚許的則是碼頭地圖定制服務與拍卡功能，吳啟泰先生認為航通香港

「航通香港優勝的特點是，依然在市場上不斷向前，持續優化

現有技術配合客戶及助他們開拓新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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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介紹

產品功能

Castel family是我們旗下其中一個業務。

服務範圍以家庭為主，包括：個人、寵物、汽車及電單車。

其業務理念是以愛．守護每一個家庭。

愛  需要守護

航通守護者

航通全高清行車記錄儀

真正全高清錄影 1920x1080 (FHD)
駕駛行為  一覽無遺

HT-312

170°
廣角鏡頭

 

2.4"
屏幕

H .264
壓縮技術

 

 

光學防震
影像流暢

G -S E N S O R
重力感應保護錄影

6G F 2.0
超大光圈

電郵   cfinfo@castelhk.com   網頁   www.castelhk.com 電話   (852) 2627 3388   傳真   (852)  2363 7973

MPIP-620 PT-719 IDD-213THPT-690 PT-718

SOS
緊急求助

可即時發出SOS訊息，藉著訊息得

知其位置，立即作出支援。

＊（個別型號功能）

防盜提醒
汽車在未允許情況下啟動，用戶

會立即收到提示訊息，用戶能即

時作出反應。*（個別型號功能）

透過裝置查看使用者即時位置掌握去向。

遇上緊急時，可作出即時援助。

智慧定位 安全圍欄
可設置指定範圍的安全圍欄,一旦使用者走

出圍欄範圍。手機應用程式會即時顯示警報

，避免走失。

歷史記錄
隨時翻查過往一個月行蹤，增加了解使用者

日常生活。

低電量警報
電量不足時，會自動在手機應用

程式中提醒閣下充電。  

App平台
一個帳戶可支援多個追蹤設備，

更有各種多元化功能：如分享、

授權等。

產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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