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omra Vision
創 辦 人 Abed
Bukhari，示範快
速檢查食物是否
含有害物質的人
工智能驅動混合
光譜儀，只需簡
單一按，掃描結
果便在手機顯
示。 劉國權 攝

■RnR創辦人李宗
興介紹全港首個以
現金為推薦工作獎
賞的網上平台，以
共享推薦人網絡的
人才招聘模式，提
升成本效益及網絡
覆蓋面。

創科浪潮席捲全球，顛覆傳統商業模式，降
低創業門檻，吸引更多人加入創業行列，

本屆創業日新增多項活動，從資訊、資金、人
脈、人才四方面支援初創企業，並協助有意創業
者實現創業夢。今年的「創業日」首次有來自加
拿大、愛沙尼亞、印度、印尼、葡萄牙、英國及
美國的初創企業參展，而過半參展商是科技類初
創企業，在「創新科技區」的參展商數目達140
家，比去年增加超過1倍，反映香港有更多初企
專注研發醫療及生物科技、金融科技、環保技
術、物聯網、人工智能及機械人技術等。

流動冷氣機細過罐可樂
而今次本港初創企業所展示的技術亦令人眼前
一亮，技術含量、創意及實用性都一流。首先要
介紹的是Hi-Cooler研發的多用途流動冷氣機。
據了解，這是全球首款個人移動智能冷氣機，它
只有約420克重，比一罐可口可樂還要細小，用
家可將它輕鬆放在手提包、背包或公文包內，在
室外有需要「降溫」時，即可拿出使用。
Hi-Cooler創辦人陳家潤表示，全球氣候變化加
劇，在炎炎夏日的街道上走動，行人往往會汗流
浹背，非常難受。為紓緩他們的苦況，故決定研

發此產品。
該款多用途
流動冷氣機，
花費7位數字研
發，使用了獨
家、已在美國
申請專利的水
製冷技術，使
用 可 拆 式 的
2,600mAh 電
池，只需要將
水注入容量為
100cc 的 水
箱，便能夠放
出冷氣，可準
確控制用水量
以達至最佳冷
卻效果。
陳家潤表

示，多用途流動冷氣機在使用過程中不會釋出污
染物，是「零污染」及無菌的裝置，故用家毋須
擔心使用此產品時，會對健康構成損害。
他稱，電池最多可連續使用2小時，而100cc
水箱如完全注滿，則可製冷半小時。另一方面，
他認為此產品設計方便易用，只需手機充電器即
可為移動智能冷氣機電池充電，要完全充滿電需
時約2至3小時；而市面上常見的普通樽裝水便
可注滿水箱多次，因此用家即使要在戶外較長時
間使用亦不是大問題。

產品已獲美國技術專利
陳家潤透露，去年該多用途流動冷氣機曾於香

港發出酷熱天氣警告期間，在戶外進行實地測試，
在7分鐘內即可將攝氏38度的室外溫度，下降至
30度。記者上周於灣仔會展室內現場進行簡單測
試，在室溫環境下，將雙手放在多用途流動冷氣機
的出風位置，記者的體感顯示，多用途流動冷氣機
的出風溫度，跟傳統一般家用冷氣機差距不大。
由於測試結果不俗，因此陳家潤認為此產品推

出後將廣受顧客歡迎。他透露，產品已於美國獲
得技術專利，可望在明年先後於美國及香港出
售，售價約100美元（約785港元）。

國家支持香港成為創科中

心，剛剛降下帷幕的貿發局第

十屆「創業日」，就顯示科技

行業已經成為港企創業的方

向。在超過270家參展商中，

「創新科技區」的參展商就達

140家，較去年增加1倍，集

中展示各種新產品及技術，包

括醫療及生物科技、環保技

術、物聯網、人工智能及機械

人技術等。而本港初創企業所

展示的技術亦令人眼前一亮，

技術含量、創意及實用性一

流，顯示港企在世界創科行

業，絕對有能力爭一席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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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日」大晒冷 技術創意實用性一流

港企創業港企創業 科技科技

財技解碼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油價飆升 石化行業受惠

地緣政治風險加劇，美國重啟對伊
朗的制裁帶動未來全球原油供給趨緊，
國際油價上漲利好石油石化行業。
5月9日，美國宣佈退出2015年7月

達成的伊朗核問題協定，並重啟在伊
核協議下豁免的對伊朗制裁，主要將
針對伊朗能源、石化和金融等關鍵經
濟領域。
對此，其他協議國家的表態相對克

制：伊朗表示暫時留在協議之內，英法
等歐洲國家表示失望，沙特承諾維持原
油市場的穩定性。伊朗是石油輸出國組
織（OPEC）第三大石油出口國，佔全
球供應約4%，在出口再次受限的預期
下，WTI油價站上每桶71美元、布蘭
特油價站上每桶78美元，創三年半新

高。
影響油價的因素很多，近年來影響

油價的主要因素包括：OPEC之間達成
的減產協議及執行、原油庫存水準、美
國頁岩油產量增減的靈活機動性、地緣
政治因素等。

地緣因素主導油市
目前地緣政治出現不穩定因素。美

國的退出與施加制裁的決定將對伊朗當
局造成極大刺激，或將導致中東局勢顯
著升級。
地緣政治因素將在一段時間主導油

市。此因素對油價的較大影響除了近期
伊核問題外，伊拉克、委內瑞拉等國局
勢也將成為影響油價的因素之一。
2016年以來油價的上行趨勢主要是

OPEC減產協議和全球經濟復甦背景下
需求端拉動的共同作用結果。接下來歐
洲國家的相關應對措施以及 6月底

OPEC會議將對油價產生深遠影響。

「三桶油」股價續向好
國際油價上漲利好石油行業，成本

推動中下游化工品價格上漲，也利好石
化行業，可關注油氣開採、煉化企業、
煤化工、油服設備以及綜合油氣五類投
資機會，重點關注具備業績支撐、業績
彈性大的石油石化上市公司。
港股中的「三桶油」，即中石油

（0857）、中海油（0883）及中石化
（0386）的股價近期造好。其中，中
海油是最為純粹的上游企業，去年「勘
探及生產」業務佔總收入84%，遠高
於中石油的25%及中石化的7%。中石
化則兼備石油石化業務，原油價格上升
有助公司上游減虧，以及下游石化行業
漲價。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 陳羨明

富衛視點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人生投資：富過三代？

近日不少社會名人高談退休生活，當中有
不少對港人的寄語贈言，為人津津樂道。香
港高齡人口不斷增加，而不少先進地區，如
台灣、日本，以及部分歐洲國家亦同樣出現
人口老化的問題。香港人平均壽命是全球之
冠，男士平均81歲，女士更有87歲。試想
60歲退休以後，仍有數十年的漫長黃金歲
月，如何做好人生的長線投資，保障退休後
以至下一代的生活，也是一個全球性的大課
題。

新型保險助財富傳承
香港是金融都市，有很多長線投資選擇，
再者銀行利息低，筆者有不少朋友都選擇長持
股票，每年利息分紅保值，有的選擇購入穩當
基金，亦有朋友選擇海外置業，甚至計劃移
民，尋找理想的退休生活，為子女教育與未來
作好準備。
保險方面，業界亦看準社會的需要，近年

推出不少創新的儲蓄壽險計劃。當中有儲蓄壽
險的保障年歲更超過120歲，並首創變更受保
人，將儲蓄壽險累積的財富，藉變更受保人調
配給直系親屬如子女，助下一、二、三代將財
富滾存。這種創新的儲蓄壽險計劃，理念就是
將財富一代傳一代地滾存。
港人長壽，退休後仍有漫長的黃金歲月，
當中自有不少機遇，不少港人退休後仍然尋找
創業新機遇。再者，人生亦有不少突如其來的
需要，如置業、子女教育、醫療、創業與退休
等，都需要靈活的財政調動以應付需要。這一
類創新靈活的儲蓄壽險，可以讓投保人於不同
人生階段，提取部分戶口價值以應付多變的人
生。
中國人視長壽是福，理智的人生投資，既
可富過三代，長壽與多代同堂，是香港的福
氣。

■富衛保險香港及澳門
首席市務總監 謝振國

香港寸金尺土，蝸居處處，很多人
需為如何善用居所空間而費煞思量。
在搬屋或重新裝修辦公室時，很多時

候因為間隔不同需要重新購買
傢俬，不但要花一筆不少的裝
修費，還有一段漫長的裝修時
間。

可組裝不同傢俬與設備
去年於香港成立的EverBlock

推出了外觀與「Lego積木」高
度相似、應用廣泛的磚塊，這
些磚塊就像「Lego 積木」一
樣，可以一件件自由組合，讓
買家可於不同時間按自己的需
要輕鬆組裝出不同的傢俬與設

備，如桌子、椅子甚至牆身間隔等，
靈活多變，令買家可以「地盡其
用」，解決地方「唔夠用」的煩惱。

據EverBlock業務發展總監蘇子賢
介紹，這些磚塊雖為膠造，但擁有防
紫外線、不易燃、不助燃功能，是相
當安全可靠的物料。另一方面，公司
的Inter-Locking（互相鎖實）技術，
可以確保磚塊之間的接合位置穩固，
故買家不用擔心安全與承受力不足的
問題。

價錢大眾化 48元有交易
售價方面，蘇子賢表示產品主要分

為大、中、小型的磚塊，價錢分別為
每塊84、63與48港元。至於可供鋪設
在應用廣泛的磚塊上、方便用家使用
不同組合傢俬的組合式地板，其售價
則是每塊75港元。

■蘇子賢指，「Lego積木」能輕易建造大
型物件如電視櫃、茶几、座椅等。

劏房盤恩物「Lego」傢俬平靚快

■陳家潤展示世界上首款個人移動智能冷氣機，電池最多可連續使用2小時。

接着要介紹的是路邦動力研發的ME-1機
械人。路邦動力技術總監兼聯合創辦人麥騫
譽表示，他對過往全球不同地區都有不少人
因在惡劣環境下工作而傷亡感到痛心，這些
不幸事故激發他研發ME-1機械人，代替人
類去處理一些高危環境下的工作，如在高輻
射、高電壓等環境下進行一些維修工序，以
及拆除炸彈等，期望可減少社會悲劇。

英國拆彈公司洽談引入
麥騫譽指，與其他已推出市面的機械人不

同的是，此機械人需由使用者戴上動作感應
控制器操控運作，使用者戴上動作感應控制
器後，機械人就會模仿出使用者的動作。不
過他強調，他們研發的控制器只重0.5公
斤，不但方便攜帶，更比其他機械人的控制
器最多輕逾99%。
此外，ME-1機械人的10隻手指與手臂均

可靈活移動，方便進行一些較為細緻的工
作，如拿起簡單工具及不多於2.5公斤的文
件。因此他認為此機械人具相當競爭優勢，
因為「其他機械人做唔到好細緻嘅嘢」。
麥騫譽透露目前已有英國拆彈公司及美國

電力公司與他洽談，前者希望購買機械人的
一組手臂用於拆彈工作，後者則希望使用
ME-1機械人，替代人類去處理高壓電相關
的業務。

已耗200萬血汗錢作研發
對於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支持香港成為國

際創新科技中心，香港的大學和科研機構申
請中央財政科技計劃項目，以及於大灣區推
動創科相關建設，麥騫譽表示，內地的支援
對本港科研有相當助力，而自己部分研發工
序正是在內地進行。他坦言，單是研發
ME-1機械人的硬件已花掉200萬元，「全
部都係自己攞錢出來研發，血汗錢嚟嘅」，
歡迎內地提供資金，令公司發展「更上一層
樓」。

手
套
感
應
控
制
機
械
人

可
作
精
細
動
作

使用者戴上控制器便可操控ME-1，它會模仿使用者
的動作。 劉國權 攝

路邦動力創辦人麥騫譽稱，歡迎內地提供資金，令
公司發展「更上一層樓」。 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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