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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首季，內地經濟
向好，國內生產總值
（GDP） 按 年 增 長
6.9%，創一年半以來的

季度新高，較去年第四季的6.8%高0.1個百分點。不
過上周A股繼再現「黑色星期一」後，周三又如期重
演「4．19魔咒」。緣何經濟向好，股市連日大幅波
動下跌？

「一行三會」加強監管
中央今年已把防控風險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內地經
濟企穩，穩增長即轉向抑泡沫及防控金融風險。總理
李克強表示，要嚴防金融風險和腐敗，嚴厲打擊銀行
違規授信、證券內幕交易，以及保險公司套取費用等
違法行為。「一行三會」（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
會和保監會）監管全面加強。
4月10日起，中銀監連續發佈6號、46號和53號文
件，提出對銀行業十大類風險的具體防控要求，縮短
融資鏈條，降低企業債務槓桿，並要求各機構先在
11月底完成自查。中證監也出重拳，打擊及抑制炒
作半新股、殼資源和高送轉等行為。中保監亦加強對

保險資金的投資監管。金融反腐持續推進，原保監會
主席項俊波因嚴重違紀被審查。

人行收水貨幣趨緊
人行收緊流動性，貨幣趨緊。3月底廣義貨幣供應

量（M2）增速放緩，按年僅增長10.6%，增速較2月
底回落0.5個百分點，為去年7月以來的8個月新低。
金融去槓桿必然降低貨幣乘數，導致流動性收緊和

利率上行，進而傳導至股市。近期一年期國債收益率
回升至3%以上，創出近兩年新高。過去兩年，通過
委外等形式進入股市的理財資金，構成A股市場流動
性的邊際增量，銀行資金對股市的配置更集中於影響
指數的權重股。
受到此短期因素影響，資金流入變得更加緩慢，未
來市場的交易活躍度將下降，局部分類明顯受衝擊。
不過股市仍存在結構機會。貴州茅台（600519.SH）
不斷創新高，表明盈利確定、估值不高或有政策預期
支持的股票是股市下行的避風港，尤其是醫藥、食品
飲料、家電等行業的成長股更可以關注。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 陳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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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美聯儲加息提速和引
導「縮表」預期成為焦點。目前
日本央行貨幣政策工具已經大範
圍用盡，加上日圓升值，日本股
市將受到巨大的壓力。
過去，日本國內寬鬆的大環
境，加上低利率甚至負利率，日
本沒有資本管控，本來在日本的
資本從日圓換成美元，去投資美
股美債。資本流出導致日圓貶
值，日本出口實業復甦，賺取美
元，又給日本企業提供了海外投
資的美元。然後繼續新的資本流
出，日圓貶值，出口企業賺取美
元的循環。這些出口企業中，最
主要的買家來自於美國。不過現
在美國退出TPP，反全球化，傾

向於提高關稅，希望實現各國貿
易的再平衡。這會嚴重影響日本
出口企業的美元收入，之前的日
圓貶值循環難以繼續。年初至4月
18日，美元兌日圓已經從116.79
降至108.76，日圓已經升值。

量化寬鬆難提升通脹
日本央行量化寬鬆能刺激日本

出口，但是難以刺激通脹的上
升，因為通脹是由國內的消費決
定，消費受人口結構的影響非常
大。日本老齡化嚴重，生育率也
低，缺少年輕人去消費。內需不
足導致日本企業得到的收入均流
出日本，不在國內擴張。

或觸及資產購買上限
截至2016年9月，日本央行持

有的日本政府債券比重已經達到
36.7%。日本央行提高購債步伐可

能會逼走市場參與者，甚至令國
債市場成為央行的獨角戲，失去
真正的市場屬性。目前日本央行
持有的交易所買賣基金份額為
66%，佔日本股市總市值的2.2%
左右。日本央行所能購買的資產
愈來愈少，很快會觸及上限。
2013 年日本實行量化寬鬆政策
後，日本央行總資產迅速擴張，
2016年底日本央行總資產佔GDP
比重由 2013 年初的 32%升到
89%。進一步下調負利率將傷害金
融系統，並可能令銀行和其他金
融機構對信貸擴張更為遲疑。
日本央行的巨額持倉，導致日

本的股市和債市流動性低且估值
極高。一旦日本央行停止資產負
債表的擴張，加上日圓升值令出
口企業盈利受阻，日本股市前景
不樂觀。 ■美聯金融集團

業務經理 郭建進

美步加息周期 日股前景不佳

時下智能手機以輕薄為主，不少手機生產商為貫徹簡約設計，將手
機上的按鍵減到最少，甚至是不配備按鍵。對於不習慣缺乏按鍵的用
家來說，實在是有點難以適應。由香港初創公司設計的AirButton，
是一個手機快捷鍵，具單鍵或雙鍵選擇，官網售價分別為15美元及
21美元（約117港元及164港元）。
用家將AirButton貼上Android手機，透過近場通訊（NFC）連接手

機，然後用手機應用程式設定按鍵功
能。當設定完成，用家就可以隨時按下
AirButton，啟動預先設置的功能。可
設置的功能逾30個，由基本的打電
話、照片、電筒，以至清除記憶體或警
報功能均可選擇。
聯合創辦人黃議德表示，AirButton

研發金額約數十萬港元，已回本，主要
售往歐美市場，香港亦有售。下個月，
公司將會推出AirButton配合防水袋的
產品，開拓潛水市場。

說起科技產品，大家可能會立即想起近年紅遍全球的VR（虛擬實

境）項目或平衡車。其實科技除了為我們提供娛樂，也為生活帶來

便捷，不少初企在起步初期均以實用的產品為主，希望吸引用家注

意。今期《數據生活》會為大家介紹來自本港及其他地區初創企業

的最新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婉玲

由環球資源舉辦的2017年春季「環球資源
電子展」上周完滿結束，電子展分兩期

進行，兩期均設有「創客空間」。環球資源稱
之為亞洲最大規模的消費類電子初創展區，該
屆春季展有200家初創硬件企業參與其中，展示
他們的創新科技產品。記者在該展區發掘了數個
有趣且實用的產品介紹給大家。

展示新穎電子產品
另外，該電子展通過6,200個展位展示最新穎的消

費類電子及移動電子產品。當中包括VR或AR（擴
增實境）產品、運動及健康可穿戴產品、手機外殼、
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智能家居、安防產品和電子零
件等。

初企產品初企產品就是要就是要主打實用主打實用

▼環球資源展現場。
吳婉玲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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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長假結束，各位打工仔從美滿的假期中回歸
現實。不少港人喜歡趁着假期出外旅行透透氣，遠離
香港享受慢活，或者瘋狂購物。如果你是個購物狂，
又已經在積極準備下一個旅行，這個由台灣初創公司
設計的產品或許能夠大派用場。
為了減低旅行的不必要開支，廉航是其中一個選
擇。可惜廉航會按寄艙行李數量和重量額外收費，如
果一不小心「執爆喼」，可能要再付多一件寄艙行李
的費用。VAGO是一個迷你真空機，體積僅約一支
益力多大小，重量不夠86克。以USB供電，配合專
用收納袋使用，將按鈕啟動即可將袋內空氣抽出，方
便旅行者減低行李體積。
職員表示，VAGO是全自動
抽真空，擁有智慧感應器檢測壓
力，完全壓縮後會自動停止，省
時省力，建議售價60美元至70
美元（約 468 港元至 546 港
元），香港實惠有售。

迷你真空機
旅行執喼必備

實時翻譯耳機
打破溝通障礙

去旅行除了可以滿足購物慾，文化交流亦是非常重要的一
環，良好的溝通有助雙方了解當地文化。深圳時空壺技術研發
的實時翻譯耳機，有望解決外語溝通時面臨的問題。公司行政
總裁田力表示，父母曾經在去旅行時遇上突發問題，無奈因為
語言障礙難以溝通，令他萌生開發實時翻譯耳機的念頭。
該耳機目前只支援中英翻譯，經過初始設置後，只需要將
一隻耳機分享給對方，即可開展交流，對方無須下載手機應
用程式（App），雙方亦無須按任何按鍵即可進行溝通。田
力指未來會盡快加入更多語言，例如廣東話、法語、萄葡牙
語等，目標對象為熱愛自由行的旅客，又打算跟酒店和展覽
會場合作。
他表示，該耳機研發時間約6個月，投資數十萬元人民
幣，建議售價為100美元至200美元（約780港元至1,560港
元）。他表示目前沒有定下銷售目標，因為相信只要增加

更多語言和市場推廣，可以達成上億元的
生意。

▲實時翻譯耳機。
吳婉玲 攝

■■田力指田力指，，研發耳機用研發耳機用
了約了約66個月個月。。吳婉玲吳婉玲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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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齒檢測器
預防勝於治療

所謂牙痛慘過大病，大家皆
明白預防勝於治療的道理，但
往往只有出現痛症時，我們才
察覺到口腔出現問題。PT─
伢偵探是一款早期齲齒檢測
儀，設有高清攝像鏡頭以及
LED光源，可通過口腔微生
物的熒光效應，檢測牙菌斑、
牙石、蛀牙及牙周病等。配合
手機應用程式，用家可自行完
成觀察檢測、拍照、分析和預
約專業醫生等。
羅雅光科技執行長蔡青表

示，希望該產品可以吸引收入
水平高，且注重牙齒健康的用
家，讓用家能夠在家中自行檢
驗牙齒健康。預計產品於5月
底正式推出，官網預售價格為
1,899元人民幣，已與內地廈
門市部分口腔診所或醫院合
作，冀提供更多諮詢服務，6
月會在更多二線城市佈局。

■蔡青預計產品於5月底正式推
出。 吳婉玲 攝

女性情趣用品
兼任迷你電筒

在華人社會，性愛永遠是個禁忌。台灣初創企業推出這個
具可愛造型的情趣用品LoveNuts，看似松鼠果實，其實一按
下按鍵就立即啟動手電筒功能。到底情趣功能在哪裡？原
來，為免女士將LoveNuts帶出街時會尷尬，所以無論是外
形或是啟動功能上，均花了不少心思。
如果要啟動LoveNuts的情趣震動功能，用家需要將其連
接藍牙，在未連接藍牙之前，它只是一個可愛的迷你手電
筒。LoveNuts內置3種震動模式，使用者可以用手機應用程
式調整震動強度，即使是遠距，離情侶也可以控制對方的
LoveNuts。公司表示，5月會先在Indiegogo上眾籌，希望未
來可開發更多有趣功能，如遊戲模式和配合VR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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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快捷鍵
開拓潛水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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