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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低用量上網月費計劃詳情
電訊商 數碼通 One2free 1010 3 中移動

月費 $180 $169 $139 $249 $159 $160 $160

本地數據用量 400MB 400MB 400MB 400MB 400MB 400MB 400MB

通話分鐘 1400* 1800 1800 1800 1800 1200* 1600

合約期（個月） 12 12 24 12 24 12 12

註：資料截至2月14日；上述月費已包括$12地鐵，隧道及流動電話牌照費；*通話分鐘分

基本及網內

手機無限上網及最高用量月費計劃詳情
電訊商 數碼通 One2free 1010 3 中移動 PCCW

月費 $250 $279 $249 $339 $309 $210 $250 $350 $230 $194

本地數據用量 無限 無限 無限 無限 5GB 5GB

通話分鐘（基本/網內）1600* 3900 3900 1600* 2800* 3900* 2000 3000

合約期（個月） 18 12 24 12 24 12 12 24

註：資料截至2月14日；上述月費已包括$12地鐵，隧道及流動電話牌照費；*通話分鐘分基本及

網內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美玉

Tethering功能或須額外徵費

拉美增長強勁 基金潛力佳
香港文匯報訊 霸菱資產管理拉丁美洲股票主管Mike

Simpson日前已接管霸菱拉丁美洲基金。Mike相信，受
惠於區內豐富的天然資源及有利的人口狀況，拉美各
國的經濟增長前景理想。鑑於拉丁美洲股市的估值相
當吸引，Mike認為現時正是投資者進入該市場的良
機。

Mike表示：自去年的股市拋售以來，正面的跡象已
開始浮現。2012年初，MSCI拉丁美洲10/40指數表現
理想，單是1月份就錄得12.3%的回報（以美元計值）。
展望未來，我們預期區內股市將會從目前偏低的水平
繼續反彈，而鑑於區內兩個最大的市場（墨西哥及巴
西）分別與中國及美國有密切聯繫，中美兩個經濟體
系的反彈能力令我們感到鼓舞。其中，中國已開始下
調利率，我們相信隨 政策引致中國內需市場表現平
淡的短暫局面結束，中國需求回升，拉丁美洲商品出
口商將會受惠。

此外，相較於已發展國家，拉美各國的短期利率
仍然遠高於通脹水平，因此還存在利率下調的空
間。巴西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繼2011年幾次上調
利率之後，巴西央行已開始下調利率，從而刺激經
濟活動。

巴西仍為持倉比重最大之一
霸菱拉丁美洲基金的投資策略方面，巴西仍然是基

準中比重最大的國家，亦是霸菱拉丁美洲基金中投資
比重最大的持倉之一。Mike表示：巴西為區內最大的
經濟體系，我們認為其央行推出的政策措施將會推動
銀行借貸上升，而工資增長亦有望進一步刺激內需。
受惠於此，我們預計多隻金融股及消費相關股份將會
有較大的上升空間，尤其是考慮到過去12個月以來，
該類股份的表現由於政府此前實施的「宏觀審慎」措
施而持續受壓。個別股份方面，巴西銀行是投資組合

的主要持倉，我們認為利率下調有助該公司擴大貸款
規模，並進一步鞏固在巴西快速增長的零售銀行業的
地位。

墨西哥的前景方面，我們的取態較為審慎。儘管近
期市況波動，但受到美國2011年下半年的經濟復甦帶
動，墨西哥股市的走勢始終強勁。在目前的估值水平
下，我們認為其上升空間有限。然而，墨西哥比索的
貶值利好出口商，因此，我們側重於對經濟表現較為
敏感的行業及個股，原因是我們相信上述行業及個股
有望把握美國經濟復甦及拉美內需增長提供的良機。

Mike總結道：在管理霸菱拉丁美洲基金方面，我們
將會繼續物色管理妥善、增長潛力卻未受關注的公
司，並深信上述公司將會在未來12至18個月內帶來正
面的盈利驚喜。隨 宏觀經濟明朗化以及市場信心回
歸，我們有信心透過這個靈活的方式可隨時積極應對
當前市況，並在2012年為投資者帶來豐厚回報。

十大表現最佳及最差基金
最佳基金
基金類別 一年回報（%）

菲律賓股票基金 21.25

印尼股票基金 15.49

泰國股票基金 15.17

亞太其他貨幣基金 10.49

其他債券基金 6.79

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股票基金 6.04

美元債券基金 5.84

英鎊債券基金 5.60

新興市場及高收益債券基金 5.22

亞太（日本除外）債券基金 5.11

最差基金
基金類別 一年回報（%）

中及東歐股票基金 -19.37

其他股票基金 -15.30

香港股票基金 -13.81

歐洲(英國除外)股票基金 -13.70

歐洲單一國家股票基金 -13.63

大中華股票基金 -13.54

天然資源及能源基金 -13.49

台灣股票基金 -12.78

中國股票基金 -12.03

歐洲小型企業基金 -11.89

數據截至2012年2月3日(以美元計算)

資料來源：香港投資基金公會/

Morningstar Asia Ltd.

精明選出糧戶口進退皆宜

Citibank環球個人銀行服務

香港區市務總監吳詩雅

龍年新開始，不少人期望今
年收入可以如龍飛躍，但今年
市場普遍預期經濟環境會因歐

債危機而惡化，令不少人對理財變得較為謹慎，並
希望可以於潛在危機到來前作好準備。其實，精明
理財最輕易的第一步就是為每個月的薪金選擇一個
適合的出糧戶口，既要方便日常理財，又可增值財
富。

可能你會問：我的公司一向在一間指定銀行發
薪，為什麼還要考慮其他銀行的出糧戶口？其實一
般公司都可讓員工自由選擇銀行戶口作出糧用途，
而打工仔必須考慮究竟現在使用的出糧戶口是否方
便你的日常理財。舉例說，市面上有銀行為方便工
時較長的打工仔，特地延長分行營業時間至晚上7
時，並提供24小時專人接聽電話服務及流動電話理
財等。

利息隨存款增 可高逾一般25倍
除考慮你的出糧戶口是否方便日常理財外，相信

打工仔都希望可以令財富在波動的市況下仍穩中求
勝，最直接的是考慮你的出糧戶口會否提供相對較
高的儲蓄利息。只須在這類的戶口出糧，你每月的
薪金即會自動增值。

市場上有銀行提供的出糧戶口的基本年利率為
0.25%，較一般活期利息的0.01%高約25倍；其後每
月戶口結餘只要有最少港幣4,000元的增長，年利率
更會每月遞增至0.8%，輕鬆地令你的財富增值。

豁免服務手續費 助節省費用
值得留意的是，市場上有不少銀行的出糧戶口設

有最低存款要求，或須收取服務費，精明的打工仔
應該選擇豁免這些費用的出糧戶口。事實上，市場
上有銀行的出糧戶口不單豁免最低存款要求，更豁
免多項服務手續費，包括網上自動支付指示服務、
購買禮券及網上海外電匯指示，令精明的打工仔可
節省更多，以在經濟逆境中守財有道。

此外，如果在開立出糧戶口同時申請其信用卡，
一般可獲較具吸引力的獎賞，而有些迎新獎賞甚至
可獲高達1,500元的信用卡免找數簽賬額，變相在新
年獲得大利是！趁新年選擇一個最能為你的收入持
續增值的出糧戶口，好讓你的收入隨時間不斷升
值，兼享眾多優惠，在經濟環境變化下仍進可攻、
退可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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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存戶首100萬元年利率可達1.65%
由即日起，

新客戶以新資
金於花旗銀行
開立兩個月港

元定存， 私人客戶業務或Citigold戶口首100萬元
存款之年利率可達1.65%，Citibanking戶口首100
萬元存款之年利率則為1.3%。

萬寧簽卡購物每單400元可抽獎
由即日起至4月15日，憑

中銀信用卡於全港萬寧購
物，每筆單一零售簽賬額滿
400元，就可致電參加抽
獎，最高可贏取100%簽賬
回贈獎賞，金額上限5000

元；保證最少可享5%回贈，上限為200元。

消費得「喜」

金價幾何 眾口難測
當前，國際金價報1,720

美元每盎司。這相比2011
年9月6日創立的歷史最高
價1,923美元每盎司尚有203

美元的相差，約11%的幅度。
目前，全球各大機構對後市金價的展望如何？我

們今天直接觀摩一下眾行的結論，以供大家估測。
以下報價單位皆為「美元/盎司」。

曾在2011年9月29日，巴克萊資本指出，全球44%
的金礦產出邊際生產成本在2011年二季度達到1,000
美元，較2010年上漲30%。這意味著，金價的成本支
撐在去年相比前年抬高了30%。

曾在2011年10月13日，法國巴黎銀行將2012年金
價預期下調至1,950。2011年10月11日，法國興業銀
行預期2012年金價將漲至2,175。2011年9月19日倫敦
金銀市場協會(LBMA)預計，至2012年11月金價將漲
至2,000，白銀將漲至47。曾在2011年8月24日，澳新
銀行預計金價將在2012年第二季2,200美元觸頂。曾
在2011年7月20日，渣打銀行預計金價2014年將漲至
2,000，2020年可能升至5,000。

曾在2011年10月10日，德意志銀行預計2012年四
季度前金價將達到2,000。同年12月9日，德意志銀行
表示，黃金的長期上行趨勢不會受到破壞。

曾在2011年11月14日，高盛預計金價將在2011和
2012年持續走高，但記得曾在2011年7月7日，高盛
預計金價將於2012年觸頂。

曾在2011年11月30日，摩根士丹利在2012年展望中
指出，黃金將成為2012年的最大贏家，預計2012年金
銀均價分別為2,200和50。曾在2011年11月16日，黃金
礦業服務公司(GFMS)預計2012年白銀均價超過45。

曾在2011年12月19日，花旗集團表示，預計2012年
下半年國際金價將漲至2,300上方，未來兩年目標為
3,400。同日，美銀美林表示，金價將於2012年觸及
2,000-2,500。同日，匯豐銀行(HSBC)指出，相信黃金
的上行趨勢不會就此反轉，仍看好黃金中長期走勢。

曾在2012年1月17日，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宣
佈，將2012年金價預估調降至1,755。曾在2012年1月
18日，摩根士丹利下調對2012年黃金價格預期至
1,845，2012年白銀價格預測至35.48。同日，德國商
業銀行預計，截至2012年底黃金價格將觸及1,900，
而今年第二和第三季度的黃金價格平均預計分別為
1,650和1,750。同日，巴克萊資本(Barclays Capital)指
出，黃金的關鍵支撐性因素仍在於央行買盤，實際
利率為負及長期通脹壓力增長。

時富理財錦囊

美聯觀點

精明消費 慎選手機上網電訊商

筆者行文時，正值西方情人節，正
所謂：有情人終成眷屬，無情人惟有
逛書局。當筆者正在逛書局時，突然
想到，常常聽人家說養育一個小孩子
成人需要港幣4百萬，可是好像沒有人
計算過由尋覓情人到結婚，需要花費
若干？筆者嘗試計算一下。

若希望擴闊生活圈子，難免要增加
社交活動，一般如：遠足、球類運
動、試酒會⋯⋯等等。這些活動花
費，數百至數千元不等，豐儉由人，
這當中涉及緣分，不代表能花多些錢
就能找到，重點是選擇自己真的有興
趣的活動去參與，像投資一樣，選擇
自己熟悉和有把握的投資項目。

和情人拍拖的階段，對大部分男士
來說，應該是花費甚鉅的時期，逛

街、到餐廳用餐、看電影⋯⋯所有都
要消費，這時，又要考慮每星期見多
少天，見得多，成本增加，見得少，
又怕感情不夠深。以每次見面花費
1,000元，每星期見面3次計算，每年
52個星期，如果無風無浪，每年基本
花費港幣15.6萬元，這個數字還未計
及各個節日和旅遊費用，粗略估計總
共大約需花費20萬，拍拖生活5年便步
進教堂，未計通脹也需要1百萬；加上
婚禮的費用，便要大約港幣150萬才能
負擔起和情人由認識到結婚的營運費
用。

有需要設伴侶營運基金
這樣看來，在財務策略的人生目標

中除了保障、置業、結婚、旅遊、做

生意、生小孩、子女教育基金，退休
生活保障外，還要新增一項伴侶營運
基金，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這個基
金越豐厚，與伴侶的營運素質雖未必
會成正比，但不容否認怎樣也會有幫
助的。

筆者明白此言一出，男看倌們可能
會張口結舌，女看倌理應相當認同，
認同的應該只是認為筆者的估計數字
過低而已。但無論如何，筆者認為如
果雙方都是認真和對方發展一段正常
關係的話，便應該雙方也有所付出，
這段關係才得到尊重和珍惜。如投資
行為一樣，要通過付出了解投資項
目，學習經濟知識等功夫，才能在市
場上獲利。

美聯金融集團高級經理 陳偉明

投資角度看情人節經濟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美玉）手機上網已成港人生活的一

部分，為免上網時要計住計住，不少人會選擇無限上網計

劃，因為一旦數據用量超出上限，其後收費將十分昂費。就

此，本報比較多家電訊商的手機補貼無限上網月費，其中以

「3」的月費最平，合約期亦較短，具靈活性。

電訊管理局的「公平使用政策
指引」已正式生效，多家電

訊商已經或將會取消無限上網計
劃，「中移動」及「PCCW」已率
先停止提供無限上網，只提供上限
5GB的數據用量，兩者月費分別為
230及194元。不過，當客戶用超過
5GB用量後，要俾額外費用，以

「PCCW」為例，當數據用量餘下
1GB時，有關方面就會發出短訊通
知客戶，用盡5GB數據後，電訊商
將停止提供3G上網服務，客戶可購
買額外數據用量，90元可有1GB。

無限上網月費以「3」最平
假如自問是高用量一族，不想經

常 頸就命，就可以選擇無限上網
計劃，現時仍有提供手機無限上網
月費計劃的電訊商有4家，分別為

「數碼通」、「3」、CSL旗下的
「One2free」及「1010」，收費以「3」
最平，1,600分鐘通話時間的無限上
網計劃月費210元，較同量通話分
鐘的「數碼通」平40元，而且合約
期短至12個月，較具靈活性。

不過，市民要留意，在「公平使

用政策指引」下，電訊商會實施實
時網絡流量管理，「CSL」、「3」
及「數碼通」指出，當客戶的數據
使用量超過5GB的「公平數據使用
量」後，客戶可在沒有額外收費下
繼續使用流動數據服務，惟公司或
會調整客戶在該賬單月份內使用網
絡的優先次序，換句話說，上網速
度有機會減慢。

低用量「One2free」最抵
至於非經常利用手機上網的客

戶，電訊商亦有提供低用量的上網
月費計劃，以每月400MB數據用量
為例，以「One2free」最抵，月費
139元，通話時間有1,800分鐘，惟
合約期長達24個月，如果想靈活一
點，就可考慮「3」的計劃，月費
160元，合約期僅一年。

設用量上限 其後收費高昂
由於上述計劃數據用量設有上

限，其後收費將十分高昂，以
「One2free」為例，超過400MB數據
用量後，其後每KB收取0.01元，每
月上限298元。

現時不少智能電話附有Tethering功能，
即可透過手機把3G數據服務以Wi-Fi及藍
牙等方式，分享給其他裝置使用，不過，
市民於使用該分享功能時要先確定，所選
用的數據服務計劃是否包括Tethering功
能，因「數碼通」表示，如客戶選用不包
括Tethering功能的月費計劃，而向其他裝
置分享數據服務，就按每KB收取0.06元的

額外徵費。

PCCW不分享予非手機裝置
「PCCW」則指，客戶分享數據服務到

其他手機將不會有額外收費，只會扣除其
數據用量，但如分享予非手機的裝置，如
iPad，就按每KB收取0.08元的費用，如不
留神，即有機會出現震撼賬單。

■電訊管理局的「公平使用政策指引」已正式生效，多家電訊商已經或將會取消無限上網計

劃，如何選擇較便宜的手機上網計劃，成為消費者關注所在。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