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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佳擬4月推寵物保險

吳民卓表示，公司主要業務為電子產品
製造商和供應商，但近年開始進軍寵

物市場，因為公司於電子產品的優勢，可加
強寵物產品的銷售步伐。此外，寵物保險市
場需求龐大，故與負責保險業務的進邦匯理
聯手，推出寵物保險產品。

加強第三方責任保障
進邦匯理業務發展主管陳樂榮表示，目
前寵物保險處於籌劃階段，信佳將會作為產
品設計顧問。他認為，市場上不少寵物保險
忽略第三方責任保障，譬如咬傷或因寵物而

引致的創傷等，相信信佳國際與進邦匯理合
作推出的新產品，可彌補市場上寵物保險的
漏洞和不完備。至於保費，將較市場其他相
類似產品具競爭力，相信可吸納不少用戶，
期望產品可於首年售出2,000張至3,000張
保單，3年內市佔率達10%。
事實上，市場上提供寵物保險的公司不
多，主要為藍十字智得寵、MSIG至寵愛以
及富衛「寵」愛。目前藍十字於6個月至8
歲的寵物年繳保費由1,120元至2,810元；
超過8歲由1,400元至3,510元；第三方責任
保障最高保障金額由30萬元至6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主打電子產品的信佳國際（0912）可能

擴展寵物保險業務。信佳國際首席科技總監吳民卓昨日表示，香港寵物市

場的保險業務選擇較少，加上寵物保險通常以人類保險作藍圖，只着重醫

療保障，未能貼近寵物的真正需要。公司提供的寵物保險會加強第三方責

任保障，料產品將於4月推出，主要保障寵物為貓和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新
地旗下商場Popwalk於即日起至2月
15日（年三十）舉行香港地道特色市
集「Popwalk花戀．新禧迎福犬年宵
市集」，逾40名本地達人將會售賣設
計獨特及限量的賀年香港手作，以及
地道食品或用品等，以支持本地創
作。

參展商冀助提升知名度
市集分為五大主題區，包括「香港

口味」、「本地薑」、「小清新」、
「花漾愛意」及「汪星報喜」。雖然
零售市道仍見挑戰，昨日有不少攤主
表示對今年的銷情有信心，亦希望透
過參加市集有助提升品牌的知名度。
參展商之一、H-house 創辦人

Maggie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於兩年前創立了H-house品牌，
售賣包括來自台灣的代理品牌Truvii
木頭琺瑯杯，亦有本土品牌的咖啡掛
耳包，主打有機及健康生活產品。平
時主要收入來自批發，網上銷售，以
及不定期的Pop-up Store。她坦言，
去年零售市道的確不濟，做了很多促
銷活動，營業額僅單位數增長，但很
幸運創業以來有穩定的收入，多數擺
市集均有利潤。
她透露，是次參加Popwalk年宵的

租金合理，租期6天為1,800元，有信
心今次的銷情會不錯，今年料全年營
業額達雙位數增長。她認為香港的網
購風氣仍未成熟，目前網上銷售僅佔
整體銷售三成，始終要O2O線上線
下模式才奏效。
另外， 2014 年 在灣仔創立的

Gusteau's 市 場 推 廣 Heidi 指 ，
Gusteau's主要是銷售進口自歐洲的優
質材料，主打德國香腸和西班牙黑毛
豬等。她坦言價格會較高級超市便宜
約兩三成，店主原意希望人們能以較
低價格享受到高級美食。公司於兩年
前拓展本地設計的生活潮流產品，如
煮食用具和頸枕等。
Heidi指，雖然以往擺市集不是每

次皆有錢賺，但不失為一個宣傳品牌
的渠道。她續指，Gusteau's將於5月
開始網上銷售服務，自設物流團隊，
預計投資額約50萬元。為迎合狗年主
題，市集所設的「汪星報喜」區亦有
以狗為設計主題的配飾和狗狗護理用
品等。另外，市集亦有港式手工啤酒
和養生手工果醬等，讓大眾過一個充
滿港式風味的新年。

商場辦年宵市集撐本地創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銀聯國際昨宣佈，將
夥同報貝（CamClaim）為今年維園年宵推出首個涵蓋
銀聯二維碼支付、銀聯閃付（NFC）、刷卡，以及插卡
四大支付方式的移動支付方案，即日起至16日可供維
園年宵商戶使用。報貝行政總裁林籽妍表示，此方案與
現時一般移動電子支付方式相比，讓商戶節省租用移動
支付終端機和電話線等營運成本，節省幅度達85%。
她續指，此方案可支援Apple Pay和Samsung Pay等

支付方式，方便市民消費。現時租用移動支付終端的成
本十分高昂，因此本地流動商戶或戶外攤位商戶未能完
全受惠於電子及移動支付方案。因此促使她與銀聯推出
上述移動支付方案，方便消費者與商戶進行交易，進一
步推動香港成為「智慧城市」。

收費較相宜 資金回籠快
林籽妍表示，這個方案有多項優勢，其中對商戶的成

本優勢有以下3個：首先，以是次維園年宵為例，商戶
於這7日的移動支付終端機租金只需500元，另加12元
行政費，遠比傳統移動支付終端機一天數百元租金為
低。其次，方案豁免商戶的交易手續費。再者，方案結
算期最快可以做到T＋2，比傳統結算更快捷，加快資
金回籠，有利商戶的現金流。
另一方面，銀聯國際香港副總經理邵敏表示，除維園

年宵移動支付外，過去銀聯亦推出拍卡繳付隧道費的計
劃，減少停車時的現金點算及找續時間。她預告，未來
計劃在香港推出更多智慧支付的方案。其中，現時只有
內地持卡人才可以使用的移動支付應用程式「雲閃
付」，將於在上半年在本港推出。

戶戶送服務範圍擴至元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餐飲外賣公司戶戶送

（Deliveroo）香港區總經理羅家聰近日表示，公司去年
銷售額按年上升三四倍，預計今年可增長兩三倍。另
外，戶戶送亦宣佈服務範圍擴展至元朗，希望未來服務
範圍可覆蓋全港。總公司去年9月完成新一輪3.8億美
元（約30億港元）集資，希望增聘多25名至30名員
工。

集資成功 擬增聘30員工
羅家聰指出，戶戶送目前已有約2,500間餐廳加入，

市場發展潛力大，未來或會有更多餐飲外賣服務商進入
本港市場。公司會透過增加客戶數目、使用頻率及餐廳
選擇去保持競爭力。總公司去年9月完成新一輪3.8億
美元集資。早前新成立的共享廚房「戶戶小廚」發展理
想，6間餐廳中有5間已賺錢，亦有20間至30間餐廳表
示有興趣加入「戶戶小廚」，未來再考慮會否擴展計
劃。

銀聯推維園年宵移動支付方案

■吳民卓（右）指，公司提供的寵物保險會加強第三方責任保障。旁為陳
樂榮。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美婷 攝

■Heidi指，擺市集不失為一個宣傳品牌的渠
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程敏 攝

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將反覆下試1.370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305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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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鎊本周初受制1.4150美元附近阻力後走勢偏弱，
在1.3835美元附近獲得較大支持，周四曾反彈至
1.4065美元附近，本周尾段再次失守1.39美元水平。
英鎊上周五出現急跌走勢，主要是美國1月份工資增
長加速，美國聯儲局在3月份加息機會增加，美國長
債息率升幅擴大，該些因素在本周早段持續對英鎊構
成下行壓力，加上Markit本月上旬公佈英國1月份的
製造業PMI以及服務業PMI均雙雙遜於12月份表
現，亦是引致英鎊本周反覆回落至1.38美元水平的原
因之一。
另一方面，英國央行本周四維持貨幣政策不變，表

示可能提早作出加息行動，顯示央行已略為憂慮短期
通脹有進一步上行風險，消息導致英鎊匯價一度急速
反彈，向上逼近1.4065美元水平。雖然英國12月份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率升幅稍低於11月份，不過仍處
於3%水平，大幅高於央行的2%通脹目標，而今次央
行的政策立場較預期強硬，除了反映英國央行最早將
於5月份有加息行動之外，不排除英國國家統計局下
周二公佈的1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依然偏高，鞏固市
場對英國央行將加快收緊其貨幣政策的預期。

英緊縮步伐將大幅快於歐日
英國央行自去年11月作出加息活動之後，已傾向
在今年第2季進一步加息，凸顯英國央行的緊縮步伐
將大幅快於歐洲央行以及日本央行。此外，受到日本
央行上周五干預債息影響，日本10年期長債息率已
從上周的0.1%水平回落至本周五的0.066%水平，引
致日圓走勢偏軟，而歐元兌英鎊交叉匯價過去5周持
續受制0.89水平之外，英鎊兌日圓交叉匯價本周五亦
呈現反彈，將有助減慢英鎊的下跌速度。
全球股市大幅下跌，表現動盪之際，美國本周四公

佈上周首次申領失業救濟金人數下降至22.1萬人的
45年以來低點，引致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再次觸及
2.88%水平4年高點，美元指數更連日企穩90水平，
美元兌各主要貨幣出現反彈走勢，將暫時限制英鎊的
反彈幅度，令英鎊近日持續受制1.40美元水平。但隨
着市場對英鎊的加息預期正在升溫，加上投資者仍未
確定美元本周的反彈走勢能否持續，將有助減輕英鎊
的下行壓力，令英鎊的跌勢逐漸放緩。預料英鎊將反
覆下試1.3700美元水平。
周四紐約4月期金收報1,319美元，較上日升4.40
美元。現貨金價本周二受制1,346美元水平後走勢偏
弱，周四曾下跌至1,307美元附近5周低位，而美國
股市周四晚大幅下跌，引致部分避險資金流入金市，
反而帶動金價作出反彈，現貨金價其後一度重上
1,322美元水平。不過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本周連番
徘徊2.88%水平4年高點，將繼續限制金價的反彈幅
度，令現貨金價本周五掉頭回落至1,313美元附近。
現貨金價近日的反彈未能守穩1,320美元水平，不利
其短期表現，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305美元
水平。

美股未到頂 逢回調可買入

強勁的經濟數據讓市場預期美國
將加速升息步伐，給了漲多的市場
回調的理由。從主要國家的漲幅來
看，經歷多年的牛市後，近一年美
歐日股市漲幅都超過2成(美元計
價)，投資者不免擔心近期股市上漲
過快，任何風吹草動都引發投資者
賣壓，包括早先債市轉空及近期的
升息加速等議題，股市都以下跌回
應可見一斑。
回顧過去美股觸頂的時空環境，

其中以1987年較為特別，當時長短
期利差仍高且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
數長期處於榮枯分水嶺之上，美國
實質經濟並非美股下跌的原因，美
股也只花了 3 個月就觸底回升；
2000 年及2007年較相似，觸頂前長
短期利差持續下降，製造業採購經

理人指數也於觸頂後數月跌破榮枯
分水嶺，金融壓力指數則是早就開
始上升，這兩次美股空頭持續較
久，分別花了25及16個月才觸底。

實質利率僅0.3% 遠離警戒線
從目前美國經濟數據來看，實質

利率僅有0.3%，遠低於過去三次水
平；長短期利差仍高達0.7%，離投
資者需初步警戒的0.4%門檻還有一
段距離；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仍
盤旋於60左右，目前也無快速下降
的跡象；最後的金融壓力指數近一
年還在下降，金融環境依然寬鬆。
無論從企業信心、利率或金融壓力
來看，美國股市觸頂訊號仍沒出
現，投資者不需太過擔憂。
美國的經濟數據十分強勁，加上

持續增加的企業盈利，都推升美股
走強。2017年4月以來，美股連續
10個月上漲，讓許多害怕美股過高
的投資者不敢進場，如今美國經濟

數據依然強勁的情形下，美股終於
出現較大幅度的調整，為過去遲遲
不敢買入美股的投資者提供了不錯
的買進時機。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股的大幅度震盪成為市場近期恐慌的來

源，但從各項相關經濟指標觀察，比較包括實

質利率、長短期利差、製造業PMI及金融壓力

變化發現，目前各指標的數據與過去30年的三次美股觸頂時

相比都仍有距離。另外，近期的回跌也多由漲多類股領跌，

並非基本面出問題，預期在美國經濟出現反轉變化前，每次

的下跌都可視為不錯的進場點。 ■鉅亨網投顧

利空夾擊 佈局印度股市時機
透視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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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預計開徵長期資本利得稅，
又逢國際股市閃跌，內外利空夾擊
造成印度股市下挫，但基於印度優
異的經濟增長展望、加速增長的企
業盈利預期，正確的改革發展，以
及穩定的政治局勢，股價調整反而
提升投資價值，提供加碼或空手進
場的契機。
印度現行開徵短期資本利得稅，

對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一年以內之盈
利課徵15%，2月1日出爐的新年度
財政預算中，提出對持有一年以上
的長期資本利得稅，盈利超過10萬
盧比的部分課徵10%。資本利得稅
提高投資人成本，對股市絕對是利

淡，但印度在2004年以前已有課徵
前例，且本次開徵不回溯2018/1/
31以前的盈利，因此沒有引發避稅
沽壓之虞。由於課徵資本利得稅為
國際趨勢，也有助印度加速財政收
支平衡，是有利於印度經濟結構的
正確政策，投資者應可參考2016年
底廢鈔事件對印度股市的短中期影
響作為後市發展的對照。

仍是新興市場投資優選
國際貨幣基金會年初的全球經濟

增長預測中，印度仍是主要新興市
場經濟體中增長率最高者，並保持
增長率走高的趨勢。後者對印度的
投資吸引力更為加分，印度可以維
持 2019 年預估經濟增長率高於
2018，動能來自於 2016/17 年廢

鈔、GST、解決國有行庫壞賬等多
項改革的副作用退去，長線效益陸
續顯現，難能可貴地成為新興國家
中少數開始收割改革成果的國家。
根據彭博2018年2月7日資料，

印度股市值達2.2兆美元，居全球排
名前 10 大，上市家數超過 2,800
家 ，遠非孟買交易所
SENSEX指數30檔股票或
印度國家交易所NIFTY指
數50檔股票能涵蓋，選擇
好的專業基金公司將更能
深入印度投資機會。
摩根士丹利投資管理在

1989年進入印度市場，為
首批入駐的外資機構之
一，更是第一隻外國共同
基金設立者。龐大的全球

視野與資源，加上長期在地扎根，
團隊深知如何轉化印度總體資訊落
後的劣勢，發展出可靠與即時的分
析數據，來洞悉印度產業的發展步
調與轉折，掌握領先優勢。《指
標》(Benchmark)肯定團隊實力，頒
予今年印度股票類的「最佳基金公
司獎」。掌握印度股市拉回後的佈
局良機，摩根士丹利印度股票基金
將助投資者一臂之力。

近30年美股觸頂訊號比較
時間

1987/8

2000/8

2007/10

2018/1

資料來源：彭博，資料日期：2018/2

實質
利率(%)

4.7

2.7

2.2

0.3

長短期
利差(%)

0.9

-0.3

0.2

0.7

製造業採購經
理人指數

55.9

53.8

52.9

59.1

金融壓力
變化

-

0.2

0.6

-0.1

■ 美 股 終
於 出 現 較
大 幅 度 的
調 整 ， 為
過 去 遲 遲
不 敢 買 入
美 股 的 投
資 者 提 供
了 不 錯 的
買 進 時
機。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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