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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據  生  活

■責任編輯：楊偉聰

能、大數據及機械化等成為全球熱話；時尚產品亦朝着創新技術方向發
展，不少產品包括行李箱、衣服、鞋子，甚至雨傘等均加入了科技元素，
以增加產品的功能或改善外觀等。今期《數據生活》將為大家介紹幾項新
潮的時尚產品，讓大家看看，當科技融入時尚會擦出什麼火花。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靜儀
2017 年春季「環球資
由環球資源舉辦的
源時尚產品展」上周剛結束，今屆的
時尚產品展為香港最大規模，吸引了許多來
自中國內地、韓國以及中東等地的廠家參

展，通過 1,700 個展位展示運動休閒服、功
能服裝、手袋和鞋類等時尚產品。本報在該
展覽發掘了一些有趣實用的產品，讓大家開
下眼界。

智 能 行 李 箱
GPS 追蹤減遺失風險

設
■有指紋辨識功能的智能行李箱。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經常為各行各業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近年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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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有了萬向輪之後，大家對行李箱
的發展似乎已經很滿意，惟獨欠缺了一
點科技感。近年有高科技行李箱逐漸在
市場出現，雖然仍未普及，但已受到不
少人的追捧。智能行李箱其中一大賣
點，是可以用指紋辨識功能來開鎖，也
可以使用智能手機上的應用程式
（App）遠程解鎖，非常適合容易忘記
行李箱密碼的人。

高科技潮物

除了密碼問題，智能行李箱還可在一
定程度上避免行李遺失。例如設有 GPS
的行李箱，就可以用手機或平板電腦追
蹤其位置。此外，部分智能行李箱內建
了秤重功能，箱底輪子上裝了一個傳感

大晒冷

■不同款式的防盜袋及錢包。

防
■盜袋有效防止賊人利用「晶片
卡側錄裝置」偷取信用卡等資料。

■感溫變色鞋皮革
原本顏色。

感
■溫變色鞋皮革提升溫度後顏色。

感 溫 感 光 變 色 鞋
科技時尚完美結合

■多功能安全傘設有環形
手柄以及發光功能。

難得放假出街，最怕同人撞衫或撞鞋。近年市面上出現了一
種感溫變色鞋，以及紫外線感光變色鞋，為傳統鞋業帶來一大
突破，其最特別之處在於可變的外觀顏色。
感溫變色鞋的鞋面上使用了特殊的黑色熱感材質，遇熱後可
變色。例如球員在球場上奔跑，會讓鞋內腔溫度升高，鞋身於
是由黑色轉變成亮眼的橙色斑點。晉江速特體育用品老闆表
示，用火機在皮革上燒，棕色皮革在高溫下會變成溫和的綠
色，紫色則變成熒粉紅，穿在腳上非常新潮，是科技與時尚的
完美結合。
另外，紫外線感光變色鞋是在鞋的表面塗敷上一層紫外線感
光變色塗層，圖案可根據自身喜好設計。受到太陽光照射後，
鞋表面的塗層就會對紫外線產生感應，顏色會因應紫外線的強
度逐漸改變，給人一種新鮮的感覺。

多 功 能 安 全 傘
可變身路障警示標

紫
■外線感光變色鞋原本白色。

■配合專用底座可變身成路障警示標。
■照射紫外光後變成紫色。

美聯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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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房融資收緊

監管加碼 貸款趨嚴
銀監會主席郭樹清上月 21 日在銀
監會一季度金融形勢分析會稱，要
合理控制房地產融資業務增速，有
效防範集中度風險，嚴防銀行資金
違規流入房地產領域。
內地媒體 4 月底報道，銀行已大
幅收緊開發貸。中國證券報援引
銀行業人士稱，個別股份制銀行
大幅收縮房地產貸款業務甚至停

如果你覺得雨傘只能遮風擋雨或遮太陽的話，就大錯特
錯了。廈門寶牛科技早前生產了一款汽車專用多功能安全
傘，這是特別為開車一族設計的雨傘，集多種功能於一
身。
專用傘採用了反向的收納方式，避免司機或乘客在雨天
上車會被淋濕。傘面採用了雙層的弧形設計，上面還有美
國多元工業巨擘 3M 的反光傘翼條紋，警示其他車主路上
有人，安全貼心。
另外，環形手柄除了造型新穎及令人使用時更方便外，
其實暗藏玄機。雨傘設有專用底座，傘柄裝有 LED 燈，
配合底座使用的話，雨傘可以在車子突然拋錨時，用作路
障警示標。此外，傘柄還細心加上照明設計，令人在夜中
行走亦無有怕。

財技解碼

資金壓力上升

止新增業務。多家銀行的公信貸
業務負責人表示，目前開發貸業
務並未停滯，但全面收縮的走勢
相當明確。

去年 10 月以來內地房地產市場調
控屢次加碼，房企的各種融資管道
均出現收緊，資金成本開始上升。

電子貨幣日漸普及，很
多人出門購物會轉用信用
卡等支付工具。隨着數碼
交易的興起，賊人亦開始
添購 3C 產品及學習相關
技術，升級為數碼駭客。
他們會利用「晶片卡側錄
裝置」，輕鬆隔空偷取信
用卡等資料，令人防不勝
防。
防盜袋或錢包採用了
「無線識別防護系統」技
術，透過 RFID 屏蔽，隔
絕無線訊號的傳輸。只要
將護照、信用卡、各項晶
片卡等收納其中，就不用
擔心高科技竊賊將個人資
料竊取。

防 盜 袋 及 錢 包
隔離晶片資料防盜

環
■球資源時尚產品展展示了運動休閒服、功能服裝、手袋和鞋類等多項時尚產品。

內建秤重功能最實用

器，只要把箱子拿起來，箱體上的顯示
器就會告訴你箱子的重量，這樣就不會
到達機場才因為發現超重變得手忙腳
亂。有的智能行李箱設有內置藍牙揚聲
器，可以免提通話。有的箱體上有多個
USB 接口，可以為數碼產品充電，十分
實用。有的智能行李箱還有一個帶衣物
掛鈎的西裝專用衣物包，可以放置怕起
皺的西裝和襯衫，加上專門放置筆記本
電腦的夾層，方便清晰分類。
Bluesmart 和 Planet Traveller 是市面上
兩大提供智能行李箱的品牌，前者的手
提 行 李 箱 網 上 零 售 價 由 3,999 港 元 至
5,299 港元不等；後者的 Space Case 1 系
列有手提行李箱及中型行李箱，網上零
售價由750美元至950美元不等。

融資管道 屢屢受阻
據人民網報道，銀監會近期要求
信託公司控制向房地產行業提供融
資的行為，監管要求重點針對房地
產行業以及其他產能過剩行業。信
託融資是房企除銀行貸款外的重要
融資方式之一。
此外中國基金業協會今年 2 月曾
發佈《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私募資產
管理計劃備案管理規範第 4 號》的
通知，嚴控房地產通過資管機構的
非標融資行為。
年初至今，萬科和富力等房企紛
紛取消發債，涉及金額至少為 50 億

元人民幣。這兩家公司在取消發行
的公告中均表示，鑑於近期市場的
變化，決定取消中期票據的發行，
萬科更兩度取消中期票據發行。
招商證券研究報告認為，開發商
資金鏈指數自 2016 年四季度以來持
續收緊。截至今年 3 月底，該指數
下降至 128%，是 2015 年下半年以
來首次跌破130%的「紅線」。
筆者認為，隨着內地房地產市場
調控的增強以及各種融資管道的監
管愈來愈嚴格，內地房地產企業的
資金成本會繼續上升，或會促銷賣
房回籠資金。
房企買地擴張的部署亦會受阻，
對盈利的影響不可忽視，建議投資
者降低對內地房地產股的風險敞
口。
■美聯金融集團業務經理 郭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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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整肅未完

法國總統選情利
好，加上美國政府在
上周三發佈「史上最
大減稅」的稅改提案，港股恒指在上周二一度高見
24,773點，創自2015年8月以來高位。不過，國企
指數則連跌 5 日累挫 392 點或 3.8%，創兩個月來最
長連跌紀錄。金融整肅風暴未完，短期A股仍難樂
觀，港股難免受拖累。

內地加強防控金融風險
中國首季經濟增速理想，中央完成今年經濟增長
目標料無大問題，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上月 25 日主
持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強調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
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
今次習主席罕有對金融工作高調表態，反映出中央
已把防控金融風險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近期資產
價格集中反映的是對強監管和緊貨幣的擔憂。
自 2015 年以來監管就是 A 股運行的重要影響因
素，未來也將繼續左右 A股的走勢。金融監管去槓

A 股拖累港股

桿在銀行與市場之間導致了短期利率傳導至中長
期，資金利率持續攀升，使市場上的存量資金和增
量資金皆有收縮的風險。同時增加實體企業的融資
成本，加劇企業的違約風險，最後從負債端和資產
端同時對金融機構產生負面衝擊。
人民銀行有繼續上調貨幣政策利率的機會。在最
高層定調「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
並提及「統籌監管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形成金融
發展和監管強大合力」之後，人行就率先作出回
應。人行在上月 27 日表示，其黨委於 26 日上午迅
速召開專題會議，傳達習近平重要講話精神，稱其
將不斷強化政治意識和大局意識等，加強金融監管
協調，有序化解處置突出風險點。此番表態似顯示
該行亦將顧全大局，與銀監、保監和證監合力防風
險及去槓桿。
金融監管除了會從銀行業務體系內對資金面直接
帶來衝擊，更關鍵的是，會通過情緒面影響市場的
預期和風險偏好，造成市場波動。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研究部主管 陳羡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