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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環球資源電子展」首期
「消費電子展」已經落幕，3,800 個
展位展示家居電子、戶外電子、汽
車電子、電子遊戲、智能生活產
品、電子零件、商用電子產品，以
及電腦產品和配件。與往屆展覽相
比，本屆展會多了一些創立不久的
初創微小企業參展，皆專注於創
新、自主研發和科技含量高的新產
品，期待能在各自的領域內佔有一
席之地。「移動電子展」則將於 4
月 18 日至 21 日舉行，重點展示最
新的移動電子裝置及配件，便攜式
揚聲器和耳機，AR/VR 和可穿戴產
品等。兩期展會通過 6,600 個展位
向外界展示最新穎的電子產品。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代步滑板車

先攻歐美澳洲

電動滑板車或單輪車在日常生活中早已普
及，但安全系數均有待提高。這款有座椅的
滑板車不僅令其代步功能更加可靠，更針
對一些不能長久步行的人群，讓他們能享
受更加舒適的生活。

■環球資源展現場體驗區
環球資源展現場體驗區。
。

水下無人機

可摺疊收納慳位

智能追蹤拍攝

這款產品依靠三個輪子作支撐，設有座位及
內置電池，一塊電池可供行駛 10 公里至 12 公
里，兩塊電池可供行駛 25 公里至 30 公里，每
次充電耗時約 4 小時至 5 小時。車上設有每小
時8公里和每小時 18公里兩種速度，車手柄上
有液晶屏幕能夠顯示基本參數。不得不提的
是，這款車可以十分輕易摺疊收納，還能
變成一個行李箱大小的方塊拖行；不過，
裝上電池後的重量達到25公斤。
Relync 首席執行官兼創辦人 Stephen 表示，
產品定位為代步工具，可在日常生活中應用，
不再像以往滑板車僅得娛樂功能，所
以定價也略高，約為 2,500 美元至
3,000 美元。目前會主攻歐洲、美國
和澳洲市場，這些區域有較大的需
求；若要在香港和內地推出，則需
要先取得相關部門和機構的測
試和牌照。為了增加安全性，車
身還附有陀螺儀，在轉彎時可自
動減速，客戶亦能選擇座椅靠背
及車兜等附加產品。

這是一款集圖像識別和智能追蹤技術於一身
的水下機械人，可在水底跟蹤目標人物拍攝，
並具有燈光自動調節和直播功能。產品同時可
以拍攝 4K 高清影像，最深下潛 100 米，具有
長達 7 小時的電池續航能力，普遍運用於水下
娛樂、水下攝影、水下探險、釣魚和科研等領
域，市場售價約1,700美元。
約肯機械人創辦人兼首席執行官李之勤表
示，產品主要得到歐美國家的青睞，東南亞地
區一些潛水教練也會購入，用以輔助自己教
學。他認為，水下無人機將是繼無人機後，另
一個潛力巨大的市場；個人比較傾向學習大疆
無人機的模式，先發展海外市場，打響品牌和
信譽，再回到內地市場。

擦窗機械人

家庭主婦最愛

這是一種很像人類手掌的機械手，可
以靈活逼真地做出各種動作和進行各種
操作。手指很靈活，可以抓積木、倒水
和遞卡片等。公司希望產品能應用在一
些特定的商業場景中，例如在商場門店
或會所等場所替代服務人員的部分工
作。
因時機器人首席執行官蔡穎鵬表示，
產品的定價約為 2 萬元人民幣，僅為市
場上同類產品價格約 20%。因為核心部
件「微型直線驅動器」和技術均由公司
自己研發，成本較為可控；在設計之初
亦已將今後量產、維護和加工等多方面
的因素考慮在內，十分便於未來逐漸市
場化的生產步驟。他坦言，不同產品的
定價和定位不同，「在市場真正爆發之
前，每個品牌均有自己生存的空間。」

入市場，真正的大批量應用會在 2019 年
後。他相信，這類機械手暫時會停留在
商用和醫療康復層面，若要進入真實的
家庭環境，仍需一個周期。他還笑稱，
十分願意與本土的同類產品「希望之
手」展開合作，拓寬市場。

下半年正式推出
蔡穎鵬續指，目前已跟業內的一些機
械人廠商展開合作，下半年可以正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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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為提升吸納人才的優勢，大多會為旗下僱
員提供團體醫療保險。不過，單靠一份團體醫保
能否提供足夠的醫療保障呢？
一般而言，團體醫保只會提供基本保障，保額
及保障範疇由公司按職級而定，這或未能全面照
顧每位員工的醫療需要。隨着醫療通脹日益上
升，因嚴重意外或危疾所產生的龐大醫療費和手
術費，單靠團體醫保未必足以應付，一旦超過計
劃的最高賠償限額，僱員便需要自掏腰包填補差
額。

避免退休轉職失保障
同時，僱員亦要考慮到當退休後，團體醫保便
告失效，但年老時卻是最需要醫療保障的時候。
假如屆時才投保個人醫療保險，不僅保費會較
高，更有機會因為過去的患病記錄令保單不受保
相關疾病。即使是年輕在職人士，在失業及轉職
期間亦有機會出現醫療保障「真空期」。

因此筆者建議，已享有基本團體醫保的在職
人士，亦可因應現有保障及預算，考慮購買一
份設有自付額的個人醫療保險計劃。一旦醫療
開支高於團體醫保所涵蓋的費用，就可以用個
人醫保應付所需。現時市面上有些綜合醫療保
險計劃設有不同的保障級別，保障期直至 100
歲，除了涵蓋基本的住院、手術費用及住院現
金外，更備有自選額外醫療附加保障。當實際
住院費用超出基本賠償計劃的最高保障金額
時，附加保障便會提供額外賠償，為受保人提
供充裕的財政支援。
由此可見，各位在職人士即使已擁有團體醫
保，亦應考慮投保一份個人醫保，讓團體醫保和
個人醫保發揮互補作用，便可以獲得更全面的健
康保障。（保險產品須受有關保單的條款及細則
約束）
■AXA安盛董事總經理
（醫療及僱員福利業務） 許以敏

其他展會亮點

來自韓國的 Windowmate 清潔擦窗機械
人能解決本港許多家庭主婦的煩惱，它能
夠做到雙面清潔，機身能抵抗風力，即使
斷電也不會掉落。家居、辦公室和餐廳等
場景皆可使用，相對而言，能減輕部分高
空清潔的危險，節省人力。
參展工作人員表示，是次來港希望能找
到本港的代理商或者分銷商，推廣香港和
內地市場，目前產品在日本和韓國的銷售
理想。每款產品約為 250 美元，每 8 分鐘
約可清潔約 1 平方米的玻璃，續航時間達
90分鐘，充電則需要150分鐘。

靈巧機械手 成本低易量產

■ 分析師推薦展區：
展示行業專家從展會眾多展品中精挑細選出的產品，該展區由
「新品發佈區」和「產品展示廊」兩大部分組成，與會者可近距離
了解最新最具前沿技術的創意產品。
■ 智能生活展區：
展示智能安防照明，聲控設備以及娛樂產品，本屆春季展新增設
生物設備及智能鎖展區。
■ 亞洲最大戶外電子展區：
展示電動代步車、無人機和機械人，以及攝影機和配件等。同場
舉辦的還有電動代步車花式表演及試駕。
■ 新一代電子零件專區：
展示汽車電子、無人機及機械人、醫療與工控、智能家居、智能
安防及可穿戴產品等領域新科技產品的內部零件。

■ 蔡穎鵬指
蔡穎鵬指，
， 公司產品僅為市
場上同類產品價格約20
場上同類產品價格約
20%
%。

■ 各式研討會：
內容涵蓋人工智能、5G、電動代步車、智能生活、採購策略及
線上零售等，來自中興通訊、華為，以及中移動的專家將出席會議
並分享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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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藥零關稅短期影響有限

中國主
動擴大開
放與今年
《政府工作報告》的內容一致，可
以預見開放措施落地的步伐將有所
加快。同時亦向和談展示了足夠誠
意，客觀上形成了對美方訴求的回
應。近日，市場除了聚焦內地的金
融開放措施外，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近日在上海的調研也成為投資看
點。
4月10日，習近平主席在博鰲論壇
發表題為《開放創新的亞洲，繁榮
發展的世界》的演講。演講的關鍵
字是「開放」二字，未來進一步開
放的舉措主要包括大幅度放寬市場
准入、創造更有利的投資環境、加
強智慧財產權保護，以及主動擴大

進口四個方面。

加快創新藥物進口上市
4 月 10 日 至 11 日 ， 李 克 強 再 次
考察上海，當中行程重點之一是
考察醫藥業，總理考察了上海復
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也到了中
外合資的抗癌製藥外企上海羅氏
製藥。
抗癌藥成為國家一大關注對象，
估計相關企業可望受惠。4月12日，
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確
定發展「互聯網＋醫療健康」措
施，要求從 5 月 1 日起，對進口抗癌
藥實施進口零關稅，加快創新藥進
口上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保護
藥品專利。
抗癌藥物關稅取消，一方面代表

國家對創新藥的政策姿態，鼓勵抗
癌藥進國門，也是內地藥品政策的
延續。另一方面，有利於內地腫瘤
市場良性競爭，未來新藥的審批時
間有望加快，內地腫瘤市場有望加
速發展。

有利腫瘤市場良性競爭
事實上，總理考察期間，當了解
到 HPV 子宮頸癌疫苗的九價疫苗在
內地尚未上市時，隨即要求有關部
門加快審批以保障供應，並讓群眾
盡早用上最新的防癌疫苗。
國產創新藥仍有較大的價格優
勢，進口抗癌藥實施零關稅對內地
創新藥市場短期影響有限。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 陳羡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