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業界認為未來兩年最具增長潛力的市場
傳統市場

2019年調查

韓國(63%)
澳紐(55%)
西歐(53%)

2018年調查

日本(77%)
韓國(75%)

西歐/台灣/香港(69%)

新興市場
2019年調查

中東(71%)
東盟國家(67%)
南非(64%)

2018年調查

南非(79%)
中國內地(76%)

中東/東盟國家(71%)

業界最希望開拓的新市場
傳統市場

2019年

西歐(25%)
北美(20%)
日本(14%)

2018年

西歐(18%)
北美(11%)
日本(7%)

新興市場
2019年

東盟國家(10%)
中國內地(8%)
中東國家(6%)

2018年

中國內地(10%)
東盟國家(9%)
印度(6%)

資料來源：貿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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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技解碼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人行逆回購迎貨幣寬鬆

11 月 18 日，人
民銀行開展逆回購
操作 1,800 億元人

民幣，期限為7天，中標利率為2.5%，較上期下
降5個基點，與月初MLF下調幅度保持一致。
11月20日，本月LPR報價，其中，1年期LPR
為4.15%，較上月下降5基點；5年期LPR為
4.8%，較上月下降5基點。
當前內地政策利率實際上由一系列利率體系構

成，MLF利率屬於中期政策利率，在引導中長
期貸款利率水平中將發揮重要作用，而7天逆回
購利率作為短期政策利率，則在引導貨幣市場中
發揮作用。
在此之前內地公佈的物價水平資料顯示，通脹

水平（CPI）續創近年新高，同時生產價格指數
（PPI）繼續下跌，反映出經濟面臨物價水平持
續高漲但經濟增長壓力持續加大的困境。
央行近期相繼下調中、短期利率，背後反映的

是對經濟基本面更為關注。因此，央行接下來的
政策基調，貨幣寬鬆方向是確定的。但由於通脹
的限制，寬鬆的節奏和幅度應是漸進的。

長遠難以逆轉市場趨勢
其實，在11月16日，央行發佈了《2019年第三

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刪除了「把好貨幣供給
總閘門」的表述，表明當前貨幣政策確實是偏向寬
鬆的。但又明確表示「加強逆周期調節」，「注重
預期引導，防止通脹預期發散，保持物價水平總
體穩定」，也說明是小步調地維持寬鬆。
貨幣維持小步寬鬆的政策環境，對股市、債市

構成支撐。下調中期借貸便利政策利率後，再度下
調短期政策利率，這直接對債市形成利好。對股
市，一方面不能再過分看空；另一方面，當前經濟
基本面依然偏弱，風險偏好並不具備持續改善的基
礎，所以長期看，利好還不足以讓市場趨勢反轉。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研究部主管陳羨明

保險解碼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支援員工身心 創造職場雙贏

普遍香港打工仔每天有三分一時
間在工作中度過，是全球工時最長
的城市之一。打工仔長時間工作，
不但增加機會引致情緒低落，嚴重
更可能出現心跳加快、手震、失眠
等，加上食無定時、缺乏運動等上
班族的「通病」，久而久之對打工
仔的身心造成莫大壓力。

心理健康決定工作質量
現時企業為員工提供傳統的保
障，較少注重心理健康，但其實有
不少影響健康的生理問題都與心理
不無關係。The City Mental Health
Alliance於2019年發佈的《香港專業
服務公司職場心理健康問卷調查》
結果顯示，只有不足一成受訪者認
為公司對員工的心理健康提供足夠

的支持，有約六成半受訪者認為心
理健康出現問題時，工作質量和效
率會未能達到預期標準。
身體和心靈的健康相輔相成，近

年提倡的「Work-Life balance」正
是這一道理。AXA安盛最近推出
「 身 心 健 康 計 劃 」 （Wellness
Programme），透過檢視公司規
模、個人健康評估、員工身體檢
查等分析僱員潛在的健康風險，
以及根據生理、心靈、社交三方
面的需要，度身訂做一個既全
面，又能夠「治本」的僱員身心
健康計劃。針對生理健康方面，
有跑步訓練班、瑜伽班、舞蹈班
等；心理和社交方面，則包括正
向思維講座、配合科技提供心理
治療等服務的「Mind Health」計

劃。公司可因應員工需要及評估
建議，制定包含不同類型活動的
計劃，在計劃完成後收集參加員
工的意見，以便與計劃進行前的
健康數據比較，評估成效。
僱主及早關顧僱員的身心健康，

令員工的身心得到充分支持，員
工士氣方面提升，自然可以改善
工作表現，創造職場「Win-win雙
贏」。
註：以上資料僅供參考之用。上

述有關AXA安盛「身心健康
計 劃 」 （Wellness Pro-
gramme）詳情，請參閱相關
宣傳刊物，及受相關條款及
細則約束。

■AXA安盛董事總經理─
醫療及僱員福利業務 許以敏

買家願付高價買家願付高價

雖然中美貿易戰與修例風波所引
發的持續社會衝突，令香港經濟陷
入技術性衰退，但香港的展覽業仍
然持續有序進行。其中，貿發局於
今年10至11月舉辦的7項大型商
貿展覽共吸引超過 9,600家展商
（包括香港在內），以及近15.6萬
名來自165個國家及地區的買家進
場參觀採購，個別市場買家人數錄
得升幅，包括土耳其、巴西、伊
朗、越南及澳門等。

相關消費收益逾9億元
7項展覽分別是在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舉行的香港秋季電子產品展
（秋電展）、與慕尼黑國際博覽亞
洲有限公司合辦的國際電子組件及
生產技術展、香港國際秋季燈飾展
（秋燈展）、香港國際眼鏡展、香
港國際美酒展，以及在亞洲國際博
覽館舉行的香港國際戶外及科技照
明博覽及與法蘭克福展覽（香港）
合辦的國際環保博覽。
貿發局7項秋季展覽有逾7,300
家展商及近95,000名買家來自內
地及海外，他們來港參與貿發局展
覽為近月的旅遊業、餐飲業，以及
服務業帶來商機。根據香港旅遊發
展局數據，每名訪港的會展獎勵旅
遊（MICE）過夜旅客在港的人均
消費為8,218元，以此推算，這7
項展覽估計為香港的旅遊及相關會

展經濟行業帶來超過9億元的消費
收益。

港環球商貿地位舉足輕重
貿發局副總裁周啟良指出，儘管
香港面對內外圍環境挑戰，局方7
項秋季展覽期間所有活動均順利舉
行，而根據貿發局在展覽期間進行
的調查，有97%受訪買家仍視香港
展覽會為他們尋找新供應商的最佳
渠道；亦有96%受訪展商認為香港
展覽會最能幫助他們接觸新買家，
更有56%展商選擇在香港展覽中發
佈新產品，反映香港作為重要環球
商貿平台的地位不變。
周啟良續指，鑒於近日香港持續

發生社會事件，在7項展覽期間，貿
發局一直以展商及買家安全為首要
考慮，並加強支援買家及展商的措
施，包括安排接駁巴士來往機場至
展會場地及指定酒店、於香港國際
機場設置「香港貿發局服務櫃枱」
提供交通資訊及預辦買家證，及於
會場新設「買家招待櫃枱」等。他
表示，在未來，貿發局將繼續提供
展覽支援服務，幫助環球業者來港
洽商，為中小企創造更多商機。
在秋季7展期間，貿發局於會場

新設的「買家招待櫃枱」，連同一
貫提供的商貿配對服務，共促成近
7,000個商貿配對，讓展商有更多
機會與優質買家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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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發局於剛閉幕的秋電展、秋燈展
和戶外及科技照明博覽期間，委

託獨立調查機構，抽樣訪問了1,724名
展商及買家。調查顯示，受訪者視環
球經濟波動（43%）為今年營商的主
要挑戰、其次是經營成本上升
（36%），以及原材料價格波動
（29%），而憂慮香港政局不穩的比
率只有8%。隨着中美貿易談判取得進
展，業界對雙方達成協議持悲觀態度
的比例由上年48%顯著下跌至33%，
而超過四成人（45%）抱觀望態度，
抱樂觀態度的則有23%。

ARVR市場備受看好
在產品趨勢方面，調查顯示，環球
市場對各類智能產品的需求有增無減，
秋電展調查結果顯示，高達81%受訪
者願意多付1%至20%金額採購能應用
於智能家居領域的電子產品，亦有
75%受訪者看好擴增實境（AR）或虛
擬實境（VR）產品市場，機械人科技
市場（71%），當中45%受訪者視醫療
為機械人科技領域上最具增長潛力的應
用範疇，比去年大增21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電子及燈飾業界考慮開拓
新市場時，西歐（25%）、北美（20%）和日
本（14%）仍然是他們最希望拓展的傳統
市場；而新興市場當中，他們首選東盟
國家（10%）、內地（8%），以及中東國家
（6%）。市場前景方面，業界認為未來兩
年最具增長潛力的傳統市場是韓國
（63%）、澳紐（55%）及西歐（53%）；至於
新興市場方面，業界則看好中東（71%），
以及東盟國家（67%）。
為協助業界掌握行業發展趨勢，貿
發局於各項展覽加強科創元素，例如今
屆秋燈展的「互聯生活．智慧家居」展
區，呈獻智慧生活的理念、技術及產
品；眼鏡展的「IT方案及商店裝置設
備」展區展示眼鏡相關的嶄新技術；國
際環保博覽的「綠色運輸」展區展示電

動車等環保先進方案；而秋電展的「科
技館」亦首設南京5G展館。

東盟買家積極採購
在秋燈展中，不少來自東盟國家的買

家採購態度積極，例如今屆買家之一、
來自越南的HDP Vietnam Technology
董事Dung Minh Nguyen表示，在短短
數天，他們在展會中已找到十多家來自
香港及內地的潛在供應商，打算向每家
新供應商訂購最少價值50,000美元（折
合約390,000港元）、用於酒店項目的
商業照明、室外照明、軌道燈等產品。
另一方面，秋電展的「初創專區」

呈獻嶄新意念，而專門開發互動式智能
鏡子的香港初創公司OliveX （HK）
Limited的行政總裁Keith Rumjahn表
示，公司首次參加秋電展的「初創專
區」成績遠遠超出預期，他們已經與兩
位分別來自西班牙及阿聯酋的潛在分銷
商洽談分銷合作。專區為參展商提供了
一個具有成本效益的平台，可以增強新
產品的曝光機會，並尋找潛在分銷商。

環球經濟放緩、中美貿易戰以及修例風

波所引發的持續社會衝突，令港企經營雪上加

霜，出口連跌11個月，能否爭取到訂單成為港企

的生死關鍵。香港秋季電子產品展（秋電展）的一項

調查結果顯示，環球市場對各類智能產品的需求有增無

減，高達81%受訪者願意多付1%至20%金額採購能應用於

智能家居領域的電子產品，反映創新及智能產品仍然是淡市突圍

的法寶。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貿發局的七項
秋季展覽共吸引
近 15.6 萬名來
自165個國家及
地區的買家入場
參觀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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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發局在展覽期間加強了支援服務，包括安排接駁巴士來往
機場至展會場地及指定酒店。

■香港秋電展「科技館」首設南京5G展館，同時舉行以「智
慧互聯—5G與未來拓展」為主題的「創新科技論壇」。

1 展覽會場新設「買家招待櫃枱」，為買家提供資訊。

3 秋燈展中提供各項商業照明、室外照明、軌道燈等產品。

2 香港國際眼鏡展匯聚來自18個國家和地區共810家展商，重點展區「品牌廊」匯聚230個國際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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