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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玩中移動旺角旗艦店 揭示智慧城市建構方案
為推動數字化生活與創新科技發展，支持香
港建構智慧城市，中國移動香港剛於旺角資訊
潮流黃金地段開設首間樓高 5 層，總面積超過
5,400 方呎的旗艦店，集流動通訊、智能家居

智
能
家
居

與企業方案的產品及多樣化服務於一身，展示
智慧城市建構方案。此外，旗艦店更設有精品
咖啡店，讓顧客在享受高科技產品與服務的同
時，亦可體驗片刻寧靜與時尚的生活態度。香
港文匯報記者近日就特別到此一遊，率先體驗
智能家居的無盡可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與其他中國移動香港門市相近，旗艦店地下舖面展示了
各款熱門智能手機及配件，而客戶服務員會為客戶提

供最新產品資訊、諮詢服務與售後支援，包括各類型月費
計劃、儲值卡與增值服務。不過，由於旗艦店面積寬敞，
因此顧客得以更舒適地選購心儀的產品與服務。
旗艦店一樓設有智能家居體驗，讓顧客親身體驗各種
智慧生活科技，包括智能家居展區、智能穿戴展區與音
樂展區。此外，顧客更可免費試玩VR遊戲。
在智能家居展區，顧客可體驗數字化生活帶來的便
利，透過手機應用程式或智能系統，更輕易掌控不同家
居設備。

機械人聽指令調節燈光
首先介紹的是智能門鎖，此智能門鎖連接手機與平板
電腦，用家可隨時透過上述智能設備控制開關，令生活
繁忙的都市人，不需再擔心因忘記帶鎖匙而帶來的苦
惱。此外，智能門鎖亦可以提早招待親友「入屋」，令
他們無需在屋外苦候。另一方面，用家可於屋內外安裝
監控設備，隨時隨地透過智能手機觀察家中動態，加強
保安。
通過智能門鎖進入屋內，即進入智能客廳的範圍。其
中，窗簾及梳化旁的燈具設有感應器，可自動開關。其
中最特別之處是客廳中央擺放了一個小機械人，透過與
小機械人的對話，用家可調節客廳的光暗度，在家中享
用具浪漫情調的燭光晚餐不再是夢想！但要注意的是，
現時小機械人只懂聽普通話的指令，尚未支援廣東話與
英語。
最後，智能家居展區設有無屏電視，用家可透過無屏
電視觀看中國移動香港旗下流動電視 UTV，不但節省室
內空間，亦可體驗無屏電視所帶來的樂趣。

■店內設
有智能家
居體驗，
讓顧客親
身體驗各
種智慧生
活科技。

系統辨認車牌自動計費
■智能門鎖
▲ 透過手機 App 可實時追蹤
戴上兒童智能手錶的孩童身處
位置。

▲ 同步學堂可讓教師、學生與家
長隨時、隨地開展教學。
記者岑健樂 攝
▲

營業時間

三樓Hands-on
Coffee@CMHK

旺角西洋菜南街1L-1M號（兆萬中心側面）
逢星期日至四及公眾假期：
上午11時至下午10時半
星期五、六及公眾假期前夕：
上午11時至下午11時
營業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10時半
位置：約30個

參加方式：網上預約或即場報名
四 樓 Coffee Genius
價格：每位港幣128元
Lab@CMHK
每團人數：1-4位
「精品咖啡旅程」
旅程時間：約半小時

保險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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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人生不同階段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經階段，於我們不同的人生
階段或會遇到很多難關及病魔挑戰，單靠金錢未必
足以滿足真正需要。因此現時的保險產品已不單只
履行理賠承諾，更應提供全方位的支援服務，才能
守護我們不同的人生階段及身體狀況。

助銀髮族安享晚年
隨着社會老年化，銀髮族的生活質素也備受關
注。市面上有些長期護理計劃會針對受保人提供適
切的支援服務，例如早期認知障礙症檢測，讓受保
人盡早察覺健康風險，防患於未然。此外，有些長
期護理計劃更會於理賠時，提供家居改善諮詢服
務，務求令有長期護理需要人士的家居更舒適及便
利。同時，個別計劃還備有支援服務熱線及專為認
知障礙症照顧者而設的培訓課程，以全面支援服務
讓受保人安享優質的晚年生活，同時照顧者也倍感
輕鬆。
除了照顧銀髮族的需要外，有些危疾保障計劃會
向受保人提供預防疾病、治療至康復階段的支援服
務。在管理健康方面，所謂病向淺中醫，但很多潛
在健康問題卻不易被發現。因此，有些危疾保障產
品除向受保人提供特定的身體檢查服務外，更設有

糖尿病基因檢測，以評估受保人的糖尿病風險指數
及提供營養諮詢服務，以協助他們好好管理健康，
預防糖尿病及有關併發症。

全面支援加快康復
假如受保人不幸確診患上受保危疾，保險會發揮
最大的功效──理賠，但在漫長的治療和康復過程
中，病人的煩惱又豈止醫療開支呢？治療方案選
擇、覆診安排、化療引致的不適、中風後的復康訓
練、適應康復新生活及情緒壓力等等，均非單靠金
錢可以解決。因此，有些嶄新的危疾計劃在治療及
康復過程上提供全力支援，包括提供第二醫療意
見、覆診接載及陪診服務、中醫癌症紓緩治療、情
緒輔導服務，甚至提供水療復康班幫助康復，以及
復康器材借用服務，為受保人提供全面支援。在漫
長的人生旅途中，難免會遇到不同的風險，保險所
提供的支援服務看似微不足道，但往往對我們的健
康管理、治療及康復過程提供有效的支持，令我們
安然渡過難關。
註：保險產品的賠償須受有關保單的條款及不保
事項限制。
AXA安盛董事總經理（人壽保險業務）黎卓祺

戶的運作效率。「雲視訊」是一項透
過雲端處理的遠程視像會議系統，支
援 高 清 語 音 、 1080P 高 清 視 頻 等 功
能，可透過客戶端、手機與固網電話
終端等多種系統接入，為與會者提供
一個專業的會議服務。

「同步課堂」隨時隨地教學
在教與學方面，「同步課堂」是
CMHK Education 推出的首個教育行
業產品，讓教師、學生與家長不受時空
限制，可隨時、隨地及隨意地開展教與
學，實現家校協同效應，提高課堂效
果。另一方面，二樓亦同時展示4G翻
譯機與4G翻譯筆，其中4G翻譯筆可透
過流動通訊網絡，實現語音實時翻譯，
支援英語、日語等 32 個國家或地區的
語言翻譯。其設計輕巧，方便攜帶，除
可滿足學生們學習外語的需要外，亦有
助用家外遊時與當地人溝通。

全港首家有咖啡的手機店

中移動香港旗艦店資料一覽

■中移動香港
在旺角旗艦店
向市民展示流
動通訊資訊及
智慧城市建構
方案。

首先是智能停車場，其採用的窄頻物
聯網技術（NB-IoT），為車主、企業管
理人員與交通管理部門提供靈活高效的
城市停車體驗。當車輛進入停車場時，
系統會自動取像辨識車牌，利用辨識結
果進行自動計時與計費。此外，停車場
配合NB-IoT地磁採集車位數據，車主
可通過手機應用程式與現場引導快
屏迅速找尋停車位。至於停車
場出入口則設有電子化管理系
統及支付系統，毋需人手當
值，方便車主與停車場管理者。
在辦公室企業解決方案方
面，「雲視訊」可提升企業客

智能停車場採用 NB-IoT，系
統可自動取像辨識車牌。
記者岑健樂 攝

地址

■透過與
小機械人
對話，用
家可調節
客廳的光
暗度。

企業方案區促進數碼化
中國移動香港旗艦店的二樓為企業
方案專區，展示了多個數字化企業服
務解決方案，以配合企業客戶對數字
化服務不斷增長的需求。

智能手錶實時追蹤定位
在智能穿戴展區，顧客可試用各款智能手錶，包括兒
童、成人與長者手錶。當中，新一款兒童智能手錶增加
了定位技術及加強了防水功能，父母可以透過手機應用
程式，實時追蹤兒童身處位置，令兒童更安全。另一方
面，長者手錶則配備了發聲功能按鈕，方便長者使用體
積細小但功能細緻的智能手錶。
在音樂展區，顧客可體驗 KKBOX 音樂服務，在超過
4,000 萬首中外歌曲的歌庫，選擇喜愛的歌曲播放，一經
搜尋即可收聽，更可離線下載歌曲。在 VR 虛擬玩樂體驗
區，顧客可免費試玩VR遊戲，透過Gear VR及動態控制
器，為顧客帶來逼真的360度虛擬實境體驗。

■旗艦店三
旗艦店三、
、四樓有咖啡美食
供應，
供應
，可予客戶多重享受
可予客戶多重享受。
。

中國移動香港旗艦店三樓與四樓則
主要為一眾咖啡愛好者而設，使他們
在使用高科技產品與服務以外，額外
多一重享受。
三
樓
是
Hands-on
Coffee@CMHK，讓客戶享用精品咖
啡、多款美食與甜品。
四 樓 則 為 Coffee Genius
Lab@CMHK，提供 30 分鐘的「精品
咖啡旅程」，參加者可以按自己的口
味喜好，選擇生咖啡豆、烘焙度及沖
煮方式，再交由資深咖啡師即場代
勞，亦可在歎啡之餘，與咖啡師暢談
「咖啡經」。

早前在旗艦店開幕儀式上說，公司正
籌劃在香港其他地區開設更多旗艦
店，為客戶締造更多與別不同的體
驗。公司將持續加快物聯網、大數
據、雲計算等技術創新應用， 透過旗
艦店提出不同的數字化解決方案，全
面推進智慧生活與智慧城市的建構。

各區續籌建旗艦店
中移動香港董事及行政總裁李帆風

■Coffee Genius Lab@CMHK

財技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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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 加息腳步漸近
港元走弱

近 期
港元的
走弱引
發了市
場關注。港幣兌美元匯率一跌再
跌，觸及 7.85 弱方兌換保證，近期
香港金管局多次入市。港元走弱使
香港銀行加息的腳步也愈來愈近。
本輪港幣走弱完全由美元與港幣
利差擴大推動，與香港經濟基本面
無關，其背景是美國聯儲局多年來
終於開始政策轉向。
金融危機後，美歐日幾輪量寬，
資金大量湧入香港，香港的外匯儲
備和基礎貨幣自美國首輪量寬後分
別上升了 184%和 376%。由於香港
銀行體系流動性過於充裕，儘管美
國 6 次加息，港幣市場利率升幅不
大，套利者拋港幣買美元，引致 3
月期 LIBOR-HIBOR 利差已由 16 年
的0擴大至100個基點。
基本面方面，香港 2017 年 GDP

增長達 3.8%，源自就業市場的改善
以及資產價格上升引致的財富效
應，消費需求尤為強勁。

聯繫匯率基礎穩固
聯繫匯率制度在香港運行了 35
年，歷經考驗，具有很強的適應能
力。由於香港儲備充足，金融制度
穩健，且一直以來實行穩健和審慎
的財政政策，加上中央政府的有效
支持，所以自 1983 年以來，聯繫匯
率雖然經受了一系列嚴重的衝擊，
如 1987 年的環球股災、1997 年的亞
洲金融危機和 2008 年的環球金融危
機等，但始終能夠正常運行。
在聯繫匯率下，香港金管局的首
要任務是穩定匯率，在此前提下避
免利率大幅波動，因此在觸及弱方
保證線後更着重依賴投放美元，而
不是通過發行外匯基金票據減少銀
行總結餘以提升利率。
香港外匯儲備在全球處於高位，

與 GDP 的比重高達 130%，相對而
言，高於環球主要經濟體。儘管利
差短期存在導致港元匯率短期仍維
持弱勢，但由於香港基礎貨幣有外
匯儲備的十足保證，因此聯繫匯率
的基礎仍然十分穩固。
儘管香港銀行間利率HIBOR已隨
着聯儲局加息而走高，而自發緩解港
幣貶值壓力。但由於香港流動性寬鬆
加上離岸美元流動性收緊，息差的擴
大還是給港幣帶來了貶值的壓力。
鑒於預計美國今年將再加息3次、
每次25個基點。在貸存比走高的情況
下，若香港干預措施持續令HIBOR
利率上升，則香港銀行很快會在十多
年來首次上調最優惠貸款利率。
但香港金管局仍會採取措施，使
未來利率上升的趨勢相對平緩，以
減少利率走高對香港經濟以及資本
市場，尤其是房地產市場的衝擊。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 陳羡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