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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ADR向下 恒指料低開

維港覓「天使投資」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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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ADR上周五美國表現
股份 ADR美收報（港元） 較上周五港股變化
匯控（0005） 80.49 -0.13%
中移動（0941） 75.92 -1.72%
中海油（0883） 13.71 +0.65%
中石化（0386） 7.09 +0.05%
聯通（0762） 11.55 -0.07%
國壽（2628） 20.52 +0.34%
中石油（0857） 9.24 -2.27%

製表：記者 周紹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當日，曾被周凱旋形容為「他
（李嘉誠）本周的最愛」的最高能源效益摺疊LED燈「nanoleaf」
也現身。現場所見，一顆nanoleaf燈膽以裝上LED的電路板摺成，
較傳統電燈節省88%用電量，且可持續使用超過3萬小時。nanole-
af由三位畢業於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80後創辦，其中兩位加籍創辦
人閻思成（Christian）及朱嘉鈞（Gimmy）現身活動時透露，可調
校光暗的新型號nanoleaf LED燈，兩個月後將會面世！

暫時集中珠三角發展
家人曾居香港的Christian指，nanoleaf現時已把工作室及工廠

分設在深圳及東莞，為何不揀香港，主因「用skype等渠道與供應
商溝通不可靠」，決定眼見為實，選址交通便利的深圳落戶，暫
時集中珠三角發展，未來會再擴充。
現時一顆nanoleaf燈膽最低售價約35美元，二人坦言量產才有

降價可能。
至於香港的發展，公司透露，投資推廣署曾協助公司申請牌照
及商業登記，現時於本港與其投資者共享一個辦公室，也曾有香
港政府部門以電郵與公司溝通，但未進一步透露詳情。
對於得到維港投資的支持，兩人不忘多謝「超人」在創業路上

給予支持，維港投資亦於商業網絡、政府聯繫等上幫忙。Gimmy
及Christian強調公司現時財務穩健，預期當廠房可作大量生產時
即可盈利。因盈利及資金會循環投入研發，公司亦會陸續生產新
產品，故對融資等方式持開放歡迎態度。

網上兩月籌27萬美元
其實 nanoleaf 亦 非單靠

「超人」資金起家。據Gim-
my 指，當日三人在有了

nanoleaf初型後，他於2013年1月初將
一條有關nanolight的短片放在國際創
業集資網 Kickstarter 上募集網友支
持，豈料3日間已獲得初步資金可展開
生產，短短2個月更籌集得逾27萬美
元。雖然內地現時不少網上集資平台
出現問題，但Gimmy語帶興奮指，網
上集資平台可令不少年輕人實踐夢
想，將有利年輕人創新創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在創新
日上，周凱旋亦開宗明義冀借活動搵願意
以科技改變世界、願意在「這年頭當超
人、當英雄的人」。她指，現時正關注如
何在香港、新加坡等寸金尺土的地方，以
新技術生產與雞蛋有關產品，及以幹細胞
和其他專業技術生產出比南美更大量的皮
革及替代肉類等。

「超人」獨具慧眼尊重創新
據一位接近維港投資人士透露，近期

維港將有數個新項目公佈，其中一個皮革
生產項目將於本周內公佈。據記者翻查外
國科技雜誌報道，包括通用電氣的《Tx-
chnologist》 、 《Scientific American》
（中文譯名《科學人雜誌》）及NBC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等，自2012年起
都報道過有關以「轉組織」技術利用動物
幹細胞生產肉類及皮革的公司。
除了一向獨具慧眼的比爾蓋茨（Bill

Gates）以往曾投資以植物為原料研發人
造肉的初創公司外，Paypal聯合創始人
Peter Thiel所管理的基金於2012年亦投
資35萬美元予Modern Meadow，一家研

發以3D打印技術結合生物再生工程，打
印出符合營養標準又美味的肉類，以及利
用動物幹細胞生產出天然皮革。據外媒報
道，此天然皮革產品有望於2017年前面
世。未知今次維港投資的新寵，又是否異
曲同工？
對於維港投資的項目，大家定必好奇

超人何以如此好眼光，常常一擊即中入到
好貨。項目創辦人普遍認為李氏欣賞其大
膽創新項目，維港亦喜歡以科技帶來大規
模改變的行業領軍人物。但據接近維港投
資人士指，維港以往亦有不成功案例，不
過整體表現仍令人滿意。不成功亦非因專
業技術不到位，問題出於創辦者本身，過
於執着技術層面，未能配合實際商業模
式，造成「捉到鹿都唔識脫角」。
該人士指，維港尊重創辦者意願，只

在對方尋求幫助時出手，現時維港主要幫
助認清合適生意夥伴及數據處理等，強調
維港是「你需要我時，我必在。不需要我
時，我仍在旁。」

提升本港創新科技發展
至於為何活動不設香港站？消息人士

指本亦打算辦香港站，但各界興趣不大。
李嘉誠出身實業，認為年輕人創意需工業
作後盾，惟早年李氏建議深港河套地區成
為「工業特特區」時遭受各方批評，故維
港也不想做與政策矛盾的工作。
其實，「超人」此前接受傳媒訪問時

曾提到，競爭對手新加坡雖先天不足，但
創新卻走在香港前頭，本港在創新科技的
投資及發展需急起直追。認為科技主導未
來，有新科技定要馬上抓住，只有提升本
港創新科技發展，才可令高質素及創新工
業有發展空間，社會創富才可紓緩貧窮問
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股的美國預託
證券（ADR）上周五普遍向下，當中匯控
（0005）較本港跌0.13%，中移動（0941）與中石
油（0857）ADR更分別大跌1.7%及2.3%，按比例
計算，相當於港股今日或低開約80點。有基金業
人士指出，近日資金似由成熟市場回流新興市場，
以富瑞金融報告為例，顯示，截至本周三止的一
周，成熟股市基金走資649億元，新興市場股票基
金則有77億元新錢流入，而港股基金佔2億元。

基金「水浸」持現金比升至5%
據投行的消息指出，經過首季新經濟股的獲利潮
後，部分基金經理有「水浸」跡象，持現金比率升
至5%的偏高水平，隨着內地放寬政策漸出台，料
未來兩個月經濟數據將逐步改善，A股有望造好，

基金對港股也不敢看得太淡，故近日酌量追入部分內
銀、科網、濠賭及環保新能源股份。
瑞信董事總經理陶冬指出，由該行編制的「李克強
動能指數」顯示，中國經濟有跡象「見底」，相信經
濟最壞情況或過去，尤其是汽車及消費電子產品近期
的訂單有回升跡象。
永豐金融研究部主管涂國彬亦稱，憧憬內地繼續放

鬆財政政策，市場氣氛已回暖，不少基金需要追入部
分指數股及龍頭股，故料下周恒指可挑戰23,200點。
涂國彬指，匯豐中國PMI數據好過預期，已令港股

氣氛全面好轉，但成交未有大幅增加，主要是散戶對
後市仍不放心。個別板塊方面，他個人較看好彩票
股，主要是世界盃能帶旺市道。至於其他新經濟股如
軟件股的底部亦開始浮現，故預期新經濟股的反彈勢
頭可望持續。

另外，舊經濟板塊亦有好消息傳出，人行上周
在公開市場已開始減輕流動性的壓力，推動內銀
股升逾今年以來高位，投資者可待調整時伺機買
入，而內房股的情況與之相同。

內地撐經濟措施陸續出台
此外，發改委發出通知，決定在基礎設施等領

域，推出80個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建設營運的示範項
目，包括鐵路及重大水電清潔能源工程等，刺激經
濟的措施明顯。涂國彬相信，中央不停推出支撐經
濟措施，成效會陸續出現。他料下周期指結算後，
恒指在23,000點整固，之後可繼續向上。
資深財經評論員黎偉成亦指出，港股近日成交未

算理想，在動力不足下，數度受壓於23,000大關，
但事實上，港股近期入市資金漸見增加，且重現上

升股份多於下跌佳態，只要大市成交量回升，港股有力再上。
他料，恒指若能攻克23,054點，有望進一步挑戰4月上旬的高
位（約23,225點）。
至於港股的隱憂，反而是美股回調的影響，目前美股的波

幅指數（VIX）處一低位，顯示投資者可能太樂觀，他料美股
短線會健康調整，但調整或會打擊港股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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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李嘉誠基金會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下屬
的國研信息科技公司、中國經濟年鑑社合

辦的「2014科技創新日」，介紹包括人造雞蛋
Hampton Creek、世界上最節能LED燈Nanole-
af、高效癌症篩查Medial Cancer Screening、廢
水生物處理產品Nanospun、生物可降解食品包
裝Tipa。客觀評估個人信譽系統Traity的創辦
人、非轉基因技術優化育種項目Kaiima更齊齊
現身解說。活動分別於北京、西安、楊陵、鄭
州、濟南、蘇州舉行，最後一站來到廣州，李
嘉誠基金會董事周凱旋更全程跟隨介紹。

Mayo港上市要玩低調
「超人」的私人投資旗艦維港投資每個舉動都
受全城關注，在廣東站上，Hampton Creek創辦
人Josh Tetrick就向外界透露Mayo於港上市消
息，但據知今次產品上市傾向低調處理，未必會

大搞發布會。
中國對禽畜產品需求量大，卻又面對禽流感的

連環侵襲，Tetrick認為植物蛋產品正是逢其
時，亦早有滿腹攻華大計。他透露除在港推出
Mayo產品外，明年將於內地推出兩項產品，包
括「just scramble」，亦即是「超人」當日示範
的炒蛋，另一種為抽離雞蛋成分兼提高成本效益
48%的產品。
被追問到搶攻內地市場，維港投資除了資金外

有否出手幫忙，他先稱讚「超人」雖年屆84
歲，但對世界極關心兼有好強觀察力，加上自己
都想改變世界，令消費者可享受便宜健康的食
品，才會一拍即合。但始終內地市場與海外有
別，故在認清及尋找內地合適夥伴上維港都幫忙
不少。現時公司正與內地大學生及80後緊密聯
繫，為將推出的急凍無添加曲奇產品做準備，希
望了解年輕人口味、需求、市場推廣方向及規模
等，但他強調更着重內地對食品安全、非基因改
造食品的反應。

人造蛋計劃進軍上海
翻查公司的社交網絡專頁，Tetrick在活動其他

分站均未停過到處探索在華商機，網頁上載其與北
京超市負責人的合照，被網友問到何時進軍上海
時，公司稱「快了，正做準備工夫使之實現」。
現時雖未知Mayo產品在港推出的類型，但海

外亦不乏類似的純素蛋黃醬，一罐11.25盎司零
售賣近4美元，而Mayo產品成分，主要屬有機
植物及非基因改造成分。當日Hampton Creek
未有現場示範炒蛋，小記無緣試味，但曾親手炒
蛋的李「超人」則指，人造蛋造的沙津醬味道和
真的沙津醬一樣，分不出來；用來做蛋糕的話，
與真雞蛋已沒有分別，相信人造蛋「將來一定好
食」。
而同場獲維港投資支持的公司，包括Nanole-

af，創辦人閆思成（Christian）及（Gimmy）朱
嘉鈞亦透露，兩個月後將有可調光暗的新產品上
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引得

「一世人未入過廚房」的「超人」李嘉

誠都露一手炒蛋真功夫，兼獲其私人投

資旗艦維港投資（Horizons Ventures）

牽頭入股的美國食品科技公司Hamp-

ton Creek，其首項研發產品「Just

Mayo」無蛋蛋黃醬本周將於百佳獨家發

售。在上周四由李嘉誠基金會主辦的

「科技夾子」創新日活動上，Hampton

Creek創辦人Josh Tetrick指，Mayo產

品會先在百佳獨家賣三個月，其後連百

佳競爭對手都會發售，定價將與美國差

不多，約2.99美元，但被問到會否優待

百佳時，Tetrick卻直言「NO！」

■朱嘉鈞展示號稱世上最節能LED燈。
方楚茵 攝

■ Hampton
Creek 行 政
總裁及創始
人泰特里克
(Josh Tet-
rick) 早前來
港與李嘉誠
見面，並示
範炒蛋，蛋
的原料由植
物 提 煉 。

資料圖片

(
* 今次創新日另一焦點今次創新日另一焦點，，莫過於人稱為莫過於人稱為

超人紅顏知己超人紅顏知己、、李嘉誠基金會董事兼掌李嘉誠基金會董事兼掌
管維港投資的周凱旋管維港投資的周凱旋。。風塵僕僕來到廣風塵僕僕來到廣
州的周氏發言與日前各站一樣是超人州的周氏發言與日前各站一樣是超人
「「擔心三件事而睡不着擔心三件事而睡不着」，」，且全日表現且全日表現

低調低調，，除於開幕閉幕曾上台外一直隱身於群眾中除於開幕閉幕曾上台外一直隱身於群眾中。。
無論人前人後都想保持低調的周凱旋無論人前人後都想保持低調的周凱旋，，除右手無名除右手無名

指上的戒指外指上的戒指外，，就簡單以淡妝就簡單以淡妝、、黑西裝配上慣常一雙黑西裝配上慣常一雙
貝殼耳環的淡雅打扮現身貝殼耳環的淡雅打扮現身，，顯然不想搶去現場主角風顯然不想搶去現場主角風
頭頭。。但到現場觀眾發問環節時但到現場觀眾發問環節時，，卻逼得她不得不現身卻逼得她不得不現身
人前人前。。

即場翻譯污水處理問題
皆因內地觀眾用普通話發問皆因內地觀眾用普通話發問，，雖有現場翻譯向一眾雖有現場翻譯向一眾

外國講者解釋外國講者解釋，，但因部分項目涉及太多專業名詞但因部分項目涉及太多專業名詞，，其其
中一間廢水生物處理科技中一間廢水生物處理科技「「NanoSpunNanoSpun」」公司公司，，更是更是
用到納米及專利技術用到納米及專利技術，，結合特定活體微生物封包進其結合特定活體微生物封包進其
具有可滲透性的多孔纖維結構具有可滲透性的多孔纖維結構，，作生物方式處理廢水作生物方式處理廢水
及溢油等及溢油等，，複雜程度就考起了翻譯姐姐複雜程度就考起了翻譯姐姐。。
偏偏現場逾偏偏現場逾400400人的企業及學生顯然對人的企業及學生顯然對NanoSpunNanoSpun

非常感興趣非常感興趣，，更問到在內地礦場的污染及污水處理問更問到在內地礦場的污染及污水處理問
題題，，翻譯顯得有點力不從心翻譯顯得有點力不從心，，主持人唯有向現場人士主持人唯有向現場人士
求助求助，，希望有人可以幫忙希望有人可以幫忙。。這時候這時候，，周凱旋就突然拿周凱旋就突然拿
起麥風克即席翻譯起麥風克即席翻譯，，嚇呆了工作人員之餘嚇呆了工作人員之餘，，亦令人訝亦令人訝
異於她對維港投資入股的項目顯然有深入的認識異於她對維港投資入股的項目顯然有深入的認識。。所所
以大家羨慕超人投資高科技賺大錢之餘以大家羨慕超人投資高科技賺大錢之餘，，真係要想一真係要想一
想自己有否努力付出過想自己有否努力付出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楚茵方楚茵

李嘉誠人造蛋百佳賣
「一定好食」明年內地推兩產品

■Nanoleaf LED燈膽。方楚茵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