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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life品牌在2011年創
辦，名稱是「平衡＋生活」
的意思，創辦人是兩位80
後。曾當過記者的創辦人之
一胡楚觀（Renee）指，創

業緣起一個手機套，「我部手機
並非熱門型號，所以坊間買不到
手機套，於是去深水找材料，
最終用紙莎草紙（Papyrus）做了
一個。後來朋友見到覺得幾好，
於是就多做幾個放上網賣」。

五成生意來自台灣
Renee公司第一年已經收支平

衡，生意現在每年以倍數增長。
「其實成本最貴是辦公室租金和
人工，我們的產品主要是手作
仔，之前由自己一個一個做，後
來生意大了，就請本地家庭主婦
做。」公司現時有一半生意來自
台灣，「我們有一位台灣朋友幫
手，台人重視環保、喜歡手作
仔，同時會十分留意設計獨特的
產品」。另外一半生意則來自香
港、日本和新加坡。
Renee在前年11月開始全職

打理公司，接到訂單才開始做，
認為產品設計

最重要是夠獨特。「一件產品需
要從設計、觸感和功能方面做到
讓人一見到就有深刻印象。有了
這樣的產品之後，就要放在一個
可以讓人看得見的地方，產品才
能發揮應有的市場潛力。」所以
Renee平時會參加不同展覽，增
加曝光機會，「展覽是一個可以
聚集很多有潛力購買者的地方，
不妨多參加」。

參與展覽增加曝光
雖沒有大力宣傳，不過各式拍

賣網均有Paralife的產品，「我
們在台灣設有不少零售點，但模
式上仍以網上生意為主，佔
60%」。Renee笑指品牌提倡環
保，會用自然物料做，且主打訂
做服務。「未來將會拓展新加坡
市場，不會進軍中國內地，因為
抄襲氣氛太強，環保意識亦不
高。」
「創業的第一步當然是先要有

錢，然後是看有幾堅持，並且要
清楚知道目標是甚麼。」身為創
業者，Renee道出當中甜酸苦
辣，頭一年沒有錢賺，壓力不
小。「當社會人人講買樓，你可
能會動搖留資金不去創業。不
過我知道買樓對自己來說並非很
重要，結婚其實與年齡沒甚麼大
關係，所以自然不會受到社會上
的壓力所影響。」
提起創業之前，Renee笑指自

己曾做過記者。「以前做記者目
標非常模糊，因為這一行叻的人
有很多，自己並非最頂級，且入
行後發現收入和前景不太可觀。
不過創辦Paralife之後，就很清
楚自己的目標了，現在的收入亦
較做記者時多。」然而她亦分享
指，數年當記者的經驗為自己帶
來了不少收穫，「首先是視野擴
闊了，價值觀亦不易受到社會影
響，讓夢想和對社會的熱誠好好
保存下來」。

33歲創業，現為草姬行政總監及創意創業
會董事兼秘書長的郭致因認為，自由行和互
聯網近年為香港創業環境帶來不少機會。
「由上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不同時代均有
不同商機出現，同樣有不同的環境挑戰，現

在的話，就是租金和工資。」不過她認為年輕人創
業的最大挑戰並非環境，「其實有沒有決心走出
去，能不能堅持下去，才是創業家的最大挑戰」。

珍惜幫手 組織智囊
郭致因指，一門生意最重要是頭5年的時間，

捱得過5年通常就能夠穩定發展下去。然而100
間初創企業中，僅20間有實力的可以生存下去。
「不論甚麼行業，懂會計知識均有助發展，剛開
始時亦要堅持收支平衡。」

不過，只有知識亦不足夠，郭致因認為以下三
點對初創企業非常重要。「首先是創業者的質
素，有良好品格、親和力才能凝聚到朋友。有人
被你吸引，自然會有幫你的人走到身邊。所以要
學會交際，不要怕醜，多點與人分享。」
第二點是有好的EQ，「珍惜身邊幫手，不亂發

脾氣。因為一個人做到的事其實有限。把情感處理
好，才可以知道自己身處甚麼環境，如何走下一
步」。
到第三點，她認為智囊團亦必不可少，「父

母、長輩和教授等均是好的智囊。當你遇到困
難，就可以找他們商量」。郭致因最後提醒，
「不論在事業還是人生路上，總會遇到困難，所
以要做好心理準備，學會正面思考。輸了並沒甚
麼大不了，最多是重頭來過而已」。

美國最初預計今年首季
經濟下滑1%，統計數據大

幅下調。在最新版本中，經濟下滑幅度為2.9%，這與之後
發布的堅挺工業產值和就業數據完全不符。實情是就算沒有
首季的困難，美國經濟仍將經歷二戰以來11個經濟周期中最
疲弱的衰退後復甦，美國很難在今年餘下時間創下3%的增
長率。再者，這發生在有記錄以來貨幣政策最充足的時期，
利率低至零位，美聯儲資產負債表5年間膨脹三倍。
這告訴我們，美國消費品價格剛剛出現的上升，值得
我們密切關注。其已經影響到多種商品，主要是必需
品。最典型的例子是家常食品、嬰幼兒服裝、汽車保
險，但收入沒甚麼變化。

削政府支出無大幫助
換言之，物價上漲的原因不是消費者需求增加。相
反，我們正面對「壞通脹」：企業對需求彈性低的商品
收取更高價格，試圖抵消銷量低的影響。這樣做的主要
風險是，更高的價格將侵蝕可支配收入的一大塊，足以
進一步壓抑消費者支出。歐洲央行行長成功安撫投資
者，告訴他們歐元將被保留，但他的舉措迄今對實體經
濟增長沒有作用。2014年，歐元區產出最多將增長

1%，這個貨幣集團遠遠落後於美國。削減政府支出的項
目和增稅抑制了歐洲南部各國的公私領域投資，對經濟
沒起到甚麼幫助。總的說來，歐元區內需自2011年來已
經下滑4%。就算財政緊縮在2014年的破壞力不及2013
年，歐洲增長仍將被糟糕的法國經濟所拖累。法國稅收
對收入的影響太大，限制公共支出的舉措實施得太晚。

核心通脹率持續下滑
面對高額外債和國內公共部門債務，歐盟外圍國家被

迫平衡預算和經常賬戶。要做到這點，只能搭世界其他
更活躍經濟體的順風車，別無選擇。困難在於，令人失
望的美國經濟增長數據將恰好出現在新興市場（尤其是
中國）需求減弱之際。這可能意味歐元區復甦亟需得
到的支持宣告終結。結果是在過去兩年內，歐元區核心
通脹率持續下滑。此外，歐元區成員國經常賬戶的改善
使得歐元走強，這意味輸入通脹降低。面對收支平衡
改善的這一副作用，德拉吉尚未開出藥方。對投資者而
言，結果是違反直覺的。如果美國通脹率像我們預期那
樣升高，對歐元區首先產生的影響將是給其增長設置又
一道障礙。投資者在股市需謹慎行事，尤其是對於周期
股。 ■美聯金融集團高級副總裁 陳偉明

歐元區面臨挑戰
美聯觀點

國企改革、政
策寬鬆、經濟反

彈和滬港通均是近日港股市場的重要投資主
題。國企改革加速，特別利好大中型藍籌股。
因此近日港股過關斬將，錄得大成交連升6天。
從各投資機遇看，最大的主題應是內地央企

和國企改革。對改革企業來說是潛在的長期催
化劑。改革對於相關企業的利好效應亦很直
接，將有利改善公司的管治架構，提高公司的
盈利水平。企業估值最終獲得提升，繼而利好
股價。最近香港市場上獲利空間最大的股票幾
乎全與國企改革概念有關，一些與此概念相關
傳統行業的股份再次被市場關注。估計未來的
投資機會將更多。

積極推行混合所有制
國企改革有很多方式，例如混合所有制改

革、資產注入、資產重組及股權激勵等。混合
所有制是國企改革的其中一種方式，其指在國
有企業現有的資產上，同時引入社會及民營資
本參股，推行混合所有制經營。公私資本的持

股比例，則根據市場而定。
其實，早於上世紀90年代，內地已允許民資
和外資參與國企改組，及至去年十八屆三中全
會上，國家決定以「混合所有制」作為國資國
企下一步改革的重要方式，明確落實「積極發
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今年兩會更加進一步提
出「加快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在今年2月19日，中石化集團啟動銷售業務
重組，計劃引入社會和民資推行混合所有制經
營，為混合所有制改革揭開序幕。在本月中，
國資委再確定中建材（3323）等6家央企開展4
項改革試點。
中石化公布計劃引入混合所有制經營，其A股
即出現數年未見的漲停板。7月15日，入圍改革
試點的6家央企受惠股翌日起即股價飆升。交通
銀行（3328）前天 A 股漲停板，H 股收漲
6.2%，創52周新高，為當天港股表現最佳的藍
籌股，其在收市後公告確認正在研究混合所有
制改革。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 陳羨明

國企改革利好大藍籌
財技解碼

「創業」對不少人來說，是一個

極需勇氣的行動。不過俗語有話

「大有大做，小有小做」，只要肯

踏出第一步，即使是手作仔，仍可

闖出一片天。是次分別訪問了兩位

創業家，一位是教書多年後，想要實現兒時製造領帶夢

想的由心設計工作室（FHT）創辦人趙展庭，以及利用

環保物料手製生活用品的Paralife創辦人胡楚觀。二人

雖然年齡有別，但不約而同告訴我們，要實現夢想，其

實幾時都可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曄

賣手作仔 提倡環保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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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可以構思十幾條不同的領帶款色，
趙展庭指從未試過沒有靈感，相反因為經常
發白日夢，不斷會有新想法。他教大家首先
要多點幻想不同事物，然後列成不同組合。

多觀察多實踐多嘗試
「去想想如果產品反轉會如何，又或者把不

相干的物件組合，油和布加在一起會變成甚麼
呢？除了油之外，和不同液體組合之後又會發

生甚麼事？這些均是好好的訓練。」
最後他分享，設計就是要多觀察和實踐，

「世界每一日均有新事物出現，有很多不同想
法未被發掘，等待我們去不斷嘗試」。趙展庭
認為很多事情不作嘗試就永遠不會明白，最困
難是踏出第一步；更指自己還有300多個設計
未製造出來，亦不怕競爭對手抄襲。「你抄我
就改，我個腦有很多不同想法，你又抄得幾多
呢？」

靈感源自幻想
設
計
心
得

創業要有高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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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lifeParalife品牌着重環保概念品牌着重環保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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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轉向 投身領帶世界
7歲開始在自己的書櫃上畫下不同領帶款

式，由心設計工作室（FHT）創辦人趙展庭
指自己從出生起就是一個反傳統的人。長大
後讀設計，到過日本留學，再回來教書已經
有28年。步入中年，他開始思考人生路

向，「一直在大一藝術設計學院任教，不過自從
有了IVE（香港專業教育學院）之後，搶了私校
不少生意，因此難以生存。然後我開始想，既然
金錢上許可，是時候去實現兒時夢」。

設計均獨一無二
「以前父親每日均會打領帶，不過我發現他每

一日的領帶款式完全沒有變化。」趙展庭指領帶
已有近百年歷史，但大牌子的領帶變化不大，款
式亦差不多，於是決定自己開店，設計出每款均
獨一無二的領帶，相信每個設計皆可展現出獨特
個性。「不夠膽就不會成功，其實初期投資只用
了1萬元到2萬元，任何人均可創業。如果想節
省成本，就多點自己動手，有錢就可以外判其他

人做。另外如果屋企做得到，就在屋企做，節省
租金。」

作品擁獨特個性
趙展庭自嘲自己整個人都不正常，例如宣傳單

張的設計不想有90度角。他設計的第一條領帶作
品，極具個性，名為「Inside out」，是一條內外
完全反轉的領帶。除此之外，還有「白雪仙感
覺」（從著名粵劇演員仙姐慣用的白色圍巾得到
靈感）的領帶、用牛仔布做成的領帶等。
他賣獨一無二設計的想法，在上年K11創意市

集獲得不少人認同，45件產品悉數售罄。其中更
有一個外國人一口氣買了5條，「買的人開心，
能把歡樂帶給大家，就是我成就感的來源」。
生意經營至今幸未蝕錢，趙展庭創業首兩年只

希望公司可以生存下去，不求增長。「賺錢到第
三年再講，不過除非有人收購或者投資，不然很
難捱下去。只盼自己的想法可以為世界帶來一點
衝擊，當然希望大公司留意到。」

圓
兒
時
夢

■■
張
偉
民

張
偉
民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