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

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昨日公

布 ， 澳 門 4 月 份 博 彩 收 入 達

250.03億澳門元（約242.75億港

元 ）， 較 2 0 1 1 年 同 期 增 長

21.9%。綜合今年1至4月計，澳

門博彩收入總計993.17億澳門元

（約964.24億港元），同比增長

26%。

澳博聞風彈4.46%

受此利好消息帶動，濠賭股

昨 日 普 遍 上 揚 ， 龍 頭 澳 博

（0880）升幅最勁，一度升近5%

見17 . 8 6元，收報17 . 8元升

4.46%。美高梅中國（2282）和

銀河娛樂（0027）亦升逾1%。

唯新濠博亞（6883）逆市下

跌，收報40.25元跌1.348%。
澳門博彩收入近年來一直高

速增長，今年1月曾創下250.4億

澳門元的新高。不過近期不少
分析師預料，相比於去年，澳
門2012年博彩業收入增速將放
緩，主要是由於2011年的比較
基數很高，加上多數賭企的貴

賓廳業務有見頂趨勢，未來是
否能長期持續迅猛發展存疑。
根據最悲觀的預期，澳門2012
年博彩業收入增速將從去年的
42%降至11%左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詩韻）穆迪
投資者服務公司發表最新的基本經濟
展望，預測2012至2013年，全球經濟
仍會溫和復甦。而2012年的經濟增長
將低於2011年，並且會大幅遜於2010
年。另外，油價風險將再度浮現。

維持全球溫和復甦預測
穆迪主權風險部集團信用評級主任

Elena Duggar表示，維持對全球經濟
溫和復甦的預測，是該公司2年來首
次認為七大經濟體的展望不會惡化。
就整體G20國家而言，預期2012年的
實質增長率約為3%，2013年約為
3.5%，表示與2月的預測一致。

G20發達經濟體在2012年的增長率
將約1 . 5%，輕微高於2011年的
1.3%。並指美國在2012年將會有較穩
健的增長，而歐元區則會陷入輕度衰
退。發達經濟體的增長將繼續受不同
因素制約，包括財政整頓措施、消費
及企業信心疲弱、銀行和家庭致力減
債、失業率持續居高不下及房地產市
場低迷。

地緣政治風險推升油價
穆迪同時預料，地緣政治風險將推

升油價，加上中國經濟硬 陸風險，
都是主要經濟體復甦所面臨的最大潛
在威脅。

財經 新聞B3 責任編輯：葉卓偉 2012年5月3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繼

CSL、中移動香港後，再有電訊商

推出4G服務。和記電訊（0215）旗

下3香港及香港電訊（6823）旗下

PCCW mobile均於昨日公布4G服務

計劃，帶機上台月費分別由118元及

199元起，3香港並推出228元無限數

據。現時唯獨數碼通（0315）仍未

有相關公布。

部分濠賭股昨日表現
股份 昨收（元） 變幅

澳門博彩（0880） 17.80 +4.460%

美高梅中國（2282） 14.66 +1.947%

銀河娛樂（0027） 24.65 +1.649%

金沙中國（1928） 30.70 +0.656%

新濠博亞（6883） 40.25 -1.348%

永利澳門（1128） 停牌前報 24.90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涂若奔

各電訊商4G帶機上台收費計劃
電訊商 月費 本地流通數據 本地通話分鐘 備註

3香港 $118 400MB 1400＋200 需$12隧道及牌照費

$168 800MB 1800+700 需$12隧道及牌照費

$228 無限 2500+1000 需$12隧道及牌照費

$278 無限 3000+1500 豁免隧道及牌照費

$358 無限 3900+1600 豁免隧道及牌照費

（12個月合約，無限數據用量使用5GB後網絡優先次序將會調整）

（本地通話分鐘為「基本+心連心」）

PCCW mobile $199 5GB 3000 需$12隧道及牌照費

$238 10GB 3000 需$12隧道及牌照費

（24個月合約，可購買額外數據用量）

one2free $157 400MB 1800 需$12隧道及牌照費

$217 800MB 2500 需$12隧道及牌照費

$267 無限 3900 需$12隧道及牌照費

（12個月合約，無限數據用量使用5GB後網絡優先次序將會調整）

中移動 $138 500MB 1200 豁免隧道及牌照費

$178 1GB 1800 豁免隧道及牌照費

$218 無限 2800 豁免隧道及牌照費

（12個月合約，無限數據用量使用5GB後網速將會下降）

資料來源：電訊商提供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遠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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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警告：油價風險再現

上月澳門博彩增收22%

低稅制保港經濟自由度首位

周松崗會華資券商「破冰」

和電4G 228元無限數據

匯豐料環球低息最少持續2年

3香港於今日開始提供4G LTE服務，現
時其4G網絡覆蓋率達90%，預期至第

三季其網絡覆蓋率將與旗下3G的覆蓋率相
約。該公司亦與Vodafone合作推出3G數據
漫遊日費計劃，日費由68起元，覆蓋全球
68個地區、80個網絡。

和電「計到成本」不憂補貼增
和電流通電訊營運總裁龍佩英指出，其

4G服務月費較3G貴20元至30元，但強調不
希望打減價戰。被問及推出4G服務後會否
令手機補貼金額加大，她只表示「計到成
本才做」。

龍佩英：港LTE市場有發展空間
龍佩英指出，3香港有5段3G頻譜及速度

達42Mbps的3G網絡作後盾，認為較遲推出
4G服務不是大問題，指計劃要與手機配合

推出才能有市場作用。
龍佩英續稱，對新推出的4G服務，並未

有制訂上客量目標，而上客量要視可支援
4G網絡手機的選擇。相信本港LTE市場具
有發展空間，越多手機將會有助發展。她
估計今年會有10部新手機推出市面，相信
電訊商推出服務能促使手機生產商加快推
出新手機。她表示現階段不想有惡性競
爭。

3香港亦推出6款產品月費計劃，包括
Samsung GALAXY SII LTE、HTC One XL
等手機及平版電腦買機上台優惠，同時增
設線上客服對話平台3ichat。

PCCW mobile亦加入戰團，於今日開始
提供4G LTE服務，4G計劃最平轉台優惠月
費174元，最多可用 5GB數據。

PCCW：萬個Wi-Fi熱點成優勢
由Nokia轉投PCCW的香港電訊無線業務

市場營銷總裁林國誠表示，10GB的手機數
據用量已經很足夠，同時用戶能夠透過旗下
1萬個Wi-Fi熱點進行補足，是現時市場上對
手無法提供的優勢，加上10GB用量並不會
有速度限制，用戶不會覺得忽快忽慢，而服
務亦能夠自動由4G轉跳為Wi-Fi，從而節省
4G的數據用量，用戶不需要重複登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匯
豐香港昨推出以亞洲為主題的基金，
投資亞洲區內債券及高息股為主，匯
豐環球投資多元資產及財富管理（香
港）投資總監Denis Gould表示，亞洲
區內以內地的潛力最大，因內地企業
發展迅速，有信心可挑選出有實力的
公司投資。

Denis Gould續指，相信挑選進入基
金的內地企業，會不受民企風暴影
響；而亞洲其他國家，如印度、韓國
及泰國亦有不少良好企業，有不俗投
資機會。他亦相信，目前環球低息的
情況仍會持續最少2至3年時間，又指

目前美國國債的低息低企已反映息口
難以向上。

新基金主力投資亞洲債券
其所管理的基金，將最少70%投資

於亞洲資產，包括高息股、高收息債
券、貨幣債券等，預定回報為4.5%
至5%，最低投資金額為1萬元。匯豐
零售銀行及財富管理業務香港區財富
管理業務發展主管傅偉民表示，在低
息及高通脹的市況下，債券基金備受
投資者追捧，以今年首兩個月計，本
港69%的基金銷售增長為來自債券基
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交所(0388)

新任主席周松崗甫上任，即要 手緩和與本港

華資經紀間的緊張局面，昨日展開了「破冰」

行動，並首先選擇與本港七大經紀組織之一的

證券商協會會面。協會主席蔡思聰對本報表

示，今次與周松崗會面，並無設定特別議題，

只是禮節會面，希望先行加深雙方認識，日後

才開始討論一些業界關心的議題，例如增設期

指夜市等。據悉，其他經紀組織亦會陸續約見

周松崗會面。

其他經紀組織將陸續約見

蔡思聰重申，其實業界對港交所管理層的要

求非常清晰，就是增加雙方的溝通渠道、不向

大型券商及基金傾斜、做到公平公正公開，更

不要為追求「國際化」而推行一些不恰當的政

策，損害本地業界利益。簡而言之，就是要顧

及到大中小型經紀和投資者間的利益平衡。

自從周松崗獲選為港交所主席後，華資經紀

即有意見，認為工程師出身的周松崗，欠缺證

券界經驗，但投行界人士認為，不少國際企業

的總裁及主席都不是「科班」出身，最重要是

有否能力勝任。

蔡思聰憂外行人管內行
蔡思聰認為，周松崗有領導上市公司的能

力，亦有豐富的國際商業經驗，但始終不熟悉
證券行業的運作，加上目前在港交所董事會
內，大部分成員也非證券業人士，擔心出現外
行人管內行人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香港連續18年
被美國傳統基金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該會
會長佛訥（Edwin Feulner）昨日在本港出席活
動時表示，梁振英領導的新一屆政府上任後，
只要繼續維持政策透明度、低稅制及政府有限
度參與經濟，相信未來的經濟自由度排名仍可
蟬聯榜首。不過畢馬威香港市場主管合夥人劉
麥嘉軒認為，本港稅率仍有下調空間。

畢馬威：利用稅制支持經濟
劉麥嘉軒昨出席同一場合時表示，相較於其

他經濟體，本港的低稅制有較好的競爭力，但
不等於無需作出任何改善。她稱，香港的不少
競爭對手，例如新加坡政府等，懂得利用稅制
的支持來拓展經濟，但港府在這一方面卻較為
保守，其實政府適度參與經濟是一件好事。另
外，現時減稅已經是全球趨勢，香港亦有必要
檢討是否進一步下調稅率，否則或會被對手拉
近差距。

劉麥嘉軒又建議，港府應使用更多稅務優惠
措施幫助中小企業發展，因為現時這些企業的

運作已相當困難，應給予更大力度的支持，例
如將企業利得稅稅率由目前的16.5%降低至
15%。對於新政府上台後能否幫助推行稅制改
革，她未有正面回應，僅表示從梁振英的政綱
來看，相信他會更加支持低收入人士。

而佛訥則不斷被問及，香港來年是否能繼續
盤踞經濟自由度排名第一的寶座，他始終不肯
對梁振英的政策作出具體評價，稱仍需要時間
進行觀察。對於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捲入的貪
污醜聞，他指非但不會影響香港的經濟自由
度，反而證明香港的系統高度透明，且能令公
職人員承擔責任。他相信，香港會繼續充當內
地通向世界的窗口，且會較上海、北京等地更
加優秀。

佛訥：改善貧富懸殊教育入手
不過，佛訥仍一如既往地對最低工資政策持

批評態度，指此舉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不僅
無助收窄本港的貧富懸殊，且會提高工作的入
職門檻，並令營商成本上升，聲稱會導致香港

「越來越難保持第一的位置」。他認為，改善貧

富懸殊的狀況應從教育上 手，而最低工資立
法無助解決問題。

美國傳統基金會今年1月初公布「2012年經濟
自由度指數」，本港連續第18年蟬聯榜首，得分
為89.9，較去年微升0.2分。居第二位的新加坡
得分為87.5，較去年升0.3分，進一步拉近與本
港的差距。在涉及整體經濟自由度的所有10項
指標中，本港以「5贏2平3負」的優勢領先新加
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

奔）永利澳門（1128）的母
公司永利渡假村昨日宣布，
其澳門路 城項目之土地批
給合約已獲澳門政府批准，
涉及的51英畝土地將開始建
築動工。該股昨日停牌前報
24.9元。

永利渡假村主席及行政總裁
史提芬永利（Stephen Wynn）
在公司網站發表聲明，稱路
城土地的正式移交，標誌 建
築施工階段的開始，相信項目
將會成為永利渡假村發展史中
最獨特而重要的項目。

根據永利澳門的年報披
露，公司是在去年9月正式接
納澳門政府關於路 城項目
合約的條款和條件，並在12
月支付了5億澳門元（約4.85
億港元）的首期按金。獲得
政府批准後，未來將於該土
地上興建一間設有娛樂場和
約2,000間酒店套房的渡假
村。

PCCW挾Wi-Fi優勢今起加入戰團

■3香港今日起提供4G LTE服務，營運總裁龍佩英表示，不希望各電訊商打減價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遠威 攝

■美國傳統基金會會長佛訥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若奔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