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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香港科學園的新盈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新盈環保）及三維打印科技有限公司（下稱：
三維打印），最近遠赴瑞士參加著名的「第 43 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以創意及環保發明揚威海
外，兩家公司分別憑戶外 LED 彩色顯示屏技術及研發 3D 打印機機頭部件等發明，榮獲大會評審團
高度嘉許，香港科學園內共有 6 家公司在此次發明展上取得榮譽。

創富行

特刊「上行創富」為雙周刊，隔周五刊登

點金

過去十年自由行，未來十年創富行。
融資投資開公司，黃金基金人民幣。
兩地攜手贏明天，上行創富必實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濤

香港科技園區發明揚威威「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香港科技園區發明揚
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三
■維打印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趙俊明表示，公司專注於
利技術的發展。

來
■自香港科學園的新盈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廖宜春指，獎項是
對公司團隊長期努力的嘉許。

打印專
3D

業界先鋒

「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創辦於 1973 年，是世界上歷史最長、規模最大
的發明展之一。本屆展覽有來自 48 個國家或地區的超過 750 名發明家參
加，共展出超過 1000 項發明，吸引超過 5.8 萬人次入場。

新 盈 環 保
研發節能產品 提升能源效率
2013 年成立的新盈環保是一所為客戶提供能源轉換
系統和提升能源效能解決方案的公司，業務包括清潔能
源，如太陽能發電；CVD i-COATING 科技的節能產
品；智能電網以及綠色的高效運輸。
該公司憑藉其戶外 LED 彩色顯示屏技術榮獲「評審
團嘉許金獎」，公司負責人廖宜春指，公司發展目標
為，替客戶克服成本上漲同時，提升能源效率，用最少
的資源、並對環境造成最少的破壞，以換取更多、更有
效的能源供應。

開發太陽能供電顯示屏
「去年公司與內地一家巴士公司合作研製適用於巴
士車身的 LED 顯示屏，經研究發現，普通的太陽能未
能負荷此種電量需求，因我們一直研究市場需要的環保
產品，集中發展具競爭力及可持續發展的項目，並結合
理工大學提供的納米技術，故朝着研發一種以太陽能供
電的顯示屏方向進行。」及至 2014 年 7 月，新盈環保
在香港設立全中國首個 CVD i-COATING 生產線，於
10月推出全天候高分子顯示屏。
廖宜春介紹指，高分子 LED 模組超輕，超薄，防
水，防污，防酸及鹼性物質腐蝕，全天候保護，壽命
長，用電少，可使用 DC 電源，亦可配合太陽能系統使
用，無論晴天、雨天、下雪、落雹，戶外 LED 彩色顯

示屏均可隨時隨地全天候展示產品及服務，是一個解決
現有LED模組所面對問題的環保產品。
「由於我們採用高分子 LED 組合式模組與可繞可裁
切式 LED 模組之專利科技，而且壽命長及用電少，創
造新的娛樂與廣告模式。」

提高質量符合環保效益
廖宜春分析指，市場上裝置 LED 顯示屏成本高昂，
主因是工程的安裝費用，「傳統 LED 顯示屏需在外牆
以鋼構工程支撐，產品重逾三十公斤，但 HP LED 組
合式超薄顯示屏只有三公斤，可直接黏貼於玻璃或任何
物體上，相比可節省很多人力、物力，大大節省懸掛在
外牆需要的成本費用，為公司提升了市場競爭力，亦合
乎環保的市場效益。」由於傳統 LED 顯示屏，最高只
能做到 P6.3 的解像度，耗能為每平方米 500-700wh；而
新盈環保可以做到 P5 的解像度，耗能為每平方米只有
200wh，並視乎燈珠的品質表現，製作期以一個10平方
米顯示屏為例，只需2個人在2天內完成。
至於本次獲獎，廖宜春指獎項是對公司團隊長期努
力的嘉許，對日後業務拓展甚有幫助，強調發展目標是
「以最少成就最多」，即在不增加成本的同時，提升能
源效率，用最少的資源、並對環境造成最少的破壞，以
換取更多、更有效的能源供應。

三 維 打 印
專利研發優化立體打印技術
對許多人來說，三維打印（3D Printing）已不是遙
不可及的技術，近年來更慢慢融入生活之中。憑研發
3D 打印機機頭榮獲「第 43 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評審
團嘉許金獎」及「羅斯健體與美容研究所醫生頒發創
新獎」的三維打印，公司選址香港科學園，專注於
3D打印專利技術的發展。
該公司負責人趙俊明表示，公司專注於 3D 立體打
印專利技術發展，以促進該技術普及化為目標，致力
生產高質量而價錢合理的產品；不少專家表示，3D
打印技術有可能徹底顛覆戰爭模式和對外政策，甚至
改變全球經濟形態。

核心業務增強競爭力
趙俊明分析指，3D 打印機有兩大好處，一個是速
度快，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生產出客戶所需要的樣
品，另一個是精度高，可以精確到 0.1 毫米，甚至可
以直接用來做功能測試。而現時，隨着技術完善和設
備更新，3D 打印的應用範圍將更加廣泛，接觸和使
用這門技術的人群也將越來越多。
趙俊明展示了多樣化打印產品，一類是裝飾性的人
像、鐵塔以及玩具模型；另一類是實用性的名片套、
螺絲刀、手機外殼、玩具等。他指，3D 打印雖然尚
屬新興的技術，但相信憑藉獨有優勢在文化創意、生
物醫療以及工業製造等領域將扮演重要角色。
「3D 打印獨特之處在於可以隨時隨地打印所需物
品；這些打印模型可以用作教學，可以無限創造，幫
助小朋友識別物品，我們有不同的尺寸和規格的 3D

打印機，以滿足對中小企業以至學生用戶的需求。」
趙俊明分析指，作為本土公司，理解香港地區在開發
3D 打印軟件上的條件未如海外成熟，故此若想爭取
在全球市場立足，便需要選定一項業務核心作為長遠
發展的競爭力。

着重機頭研發 促技術普及
目前，三維打印研發出家用 3D 打印機，可按物件
比例，印出由 1,800 至 60,000 立方厘米體積內的成
品，打印物料包括塑膠、陶瓷、金屬，更可以朱古力
打印心目中的造型。3D 打印技術在新產品開發、生
物醫療、航空航天等方面可有較多應用，但我國還局
限於模具模型、文化創意產品等少數領域。
「我們認真分析了 3D 打印機，其機身的使用周期
一般不超過三年，之後會因折舊及技術落後，不斷被
新型號機種取代。」趙俊明相信，公司絕對有決心和
實力立足於激烈市場，考慮到自身擁有精良技術，選
擇專注研發 3D 打印機機頭和配件，專利註冊光學感
應，既可幫助客戶解決部件上精度及溫度的要求，也
使技術及物料應用上不需再倚賴機械部件。在趙俊明
看來，3D 打印作為先進的製造技術，正快速改變人
們的生產生活，在生物醫學、建築等領域發揮着重要
的引領作用。「公司發展方向包括教學機種，核心技
術研發及專利申請等三方面，目前，全球超過二百家
3D 打印公司，市場的維修配套遠遠落後，故此公司
集中研發打印機頭，在開發過程中，目標是促進市場
實現3D三維打印普及化。」

陸
■文傑認為，未來幾個季度，內地私募和高淨值個人投資者將
繼續把資金投向香港。

瑞銀：內地香港基金互認意義重大

中國證監會上周宣佈允許符合資格
的內地與香港基金通過簡化程序在對
方市場銷售，有關計劃將於 2015 年 7
月 1 日實施。對上述政策，瑞銀證券 A
股策略分析師楊靈修認為，基金互認
將為A股帶來新的海外認購資金，長期意義重大。
瑞銀報告指出，今年 3 月以來，各類基金資管產品發
行明顯加快，僅內地公募基金而言，4 月單月的發行額
就已突破 1,000 億元人民幣（股票型和偏股型混合基
金）。預計兩地基金互認機制將為 A 股帶來額外海外認
購資金。基金互認機制無疑為海外投資者提供又一投資
中國渠道，同時伴隨着下半年「深港通」開通，長期意
義重大。
報告認為，對內地投資者而言，上述政策更重要的影
響是帶來更多海外投資品種選擇。4 月份QDII 產品發行
明顯加快，環比增長 80%達到 980 億元人民幣，顯示 A
股牛市下，內地投資者尋求海外估值窪地的熱情高漲。
相比於內地的 QDII，香港市場擁有更豐富多樣的基金

富臨天下

產品，投資區域更廣，領域更細分，並有更多專業化團
隊管理，給內地投資者更好的選擇。
事實上，鑒於眼下A股的靜態市盈率在 26倍左右，而
創業板市盈率高達 105 倍，如何引導「股市慢牛」是中
國政府面臨的一項艱巨任務。瑞銀證券 H 股策略分析師
陸文傑亦發表報告指出，一個合理且可行的解決辦法
是，將內地過剩的資金引導至海外市場。隨實施兩地基
金互認及啟動「深港通」外，未來 6 個月至 12 個月，中
國監管當局還將增加 QDII 額度、放鬆內地居民海外投
資限制，鼓勵與外國資產掛鈎的 ETF，並引導投資者關
注海外市場的低估值。未來兩三個季度，內地公募基金
和個人投資者將買入約 2,000 億元的港股，H 股受益者
主要是改革驅動的國企股和「港A股」。

2000億內地資金將流向港股
陸文傑表示，這2,000億元資金將來自以下三方面：提
高對現有 QDII額度的使用（350億元）；以新額度發行
QDII 產品（600 億元）；更積極的滬／深港通南向交易

全球大豆產量按同比增加 庫存高企料豆價走淡

基本因素分析

各大豆主產國供應充裕 美大豆出口料疲弱
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大豆期貨周一走低，
報 9.26 美元。主要原因為報告顯示美豆生長情況良好
且出口需求下降，令大豆期貨受壓。USDA 最新報告

稱，截至上月底，美大豆種植率較五年均值上升 1%，
且出苗率比去年同期上升 3%。此外，USDA 周一報告
指上周出口檢驗大豆為9月以來最低出口總量。
第二大大豆生產國巴西今年產量亦料將再創新高。
巴西國家商品供應公司 (CONAB)在最新發表的 5 月份
報告中，將 2014-15 年度巴西大豆產量預測值上調至
9,507 萬噸並創下了紀錄新高。作為對比，巴西大豆行
業集團 Abiove 按目前已收割大豆預估 2014-15 年度大
豆產量為9,306萬噸。
另一大豆主產國阿根廷，其交易所亦於上周預計今
年該國大豆產量高於預期，料最終產量可能超過預期
的 6,000 萬噸，遠過去年的前歷史新高。USDA 於 5 月
發表的供需報告中，再次將今年阿根廷大豆產量預期
提升，並預測今年全球大豆產量供應仍然充裕；而阿

根廷農業部5月亦提高阿根廷大豆產量預測。

豆油需求增有利大豆價格 但庫存仍高企
受惠國家環境保護局（EPA）公布新的生物柴油生
產高於預期目標，大豆副產品豆油需求提升。德國油

大豆期價走勢圖

美國農業部（USDA）於周一發佈
最新作物生長報告指美豆播種及生長
情況良好，預計美國及全球大豆產量
仍將會顯著增長，而南美多個主產國
大豆產量料比去年有所提升。雖然市
場因生物柴油日漸普及而對豆油的需求增加，但今年大
豆庫存仍將續創新高。預計在庫存高企及市場產量過剩
壓力下，大豆期貨價格後市仍將疲弱。

真知灼見

（1,200億元）。此外，過去兩個月，私募和高淨值個人
投資者已先行將逾 500 億元資金投向香港（主要投向
「港A股」）。陸文傑預計未來幾個季度他們會加倉。
據悉，2015 年前四個月，內地公募基金共發行了
5,370 億元的新產品（2014 年全年為 7,230 億元）。其中
只有 1%是 QDII 產品。不過，報告指出，根據待發產品
情況，這個比例在升高。上一次 QDII 募資額佔比達到
25%時是 2007 年，A 股正處於泡沫中，政府力促跨境投
資。報告說，根據最新披露的季報數據，整體看 QDII
基金在香港市場超配醫療保健、環境設備／清潔能源和
券商股。在他們的重倉股中，國企股出現次數從去年二
季度的 29 次升至今年一季度的 44 次。而從他們對澳門
博彩股、香港銀行或地產股的持有情況看，「獨特性」
股票並未受到QDII的青睞。
報告還認為，2,000 億元的內地資金不足以重塑規模
達 4 萬億美元的香港股市的投資風格，但可能足以對某
些個股產生巨大影響，H 股受益者主要是改革驅動的國
企股和「港A股」。

籽分析刊物《油世界》周二報告稱，阿根廷4月大豆壓
榨量預計比去年同期上漲40萬噸。
此外，美國全國油籽加工商協會（NOPA）發佈的
月度壓榨數據顯示，截至今年4月，該協會的會員企業
壓榨了 1.50363 億蒲式耳，創歷史同期的最高紀錄，反
映市場對大豆的需求有所提高。
雖然生物柴油帶動市場對大豆的需求增長，但因預
期美國季末庫存量高於預估，料上升幅度仍有限。

技術走勢分析
因 USDA 最新作物生長報告顯示，美豆播種及生長
情況良好，縱然豆油需求上升，料對大豆價格提振不
大。此外，大豆庫存量仍然高企，所以在雙重供應壓
力下，預計美豆價格於未來數個月仍將會走淡，建議
投資者可於每蒲式耳 935 美分沽出 CBOT 大豆期價，
目標價於850美分，止蝕位950美分。

英皇期貨營業部總裁葉佩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