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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家意見：流暢度佳

無限數據套餐 One2free最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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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6

美元債券基金 4.24

泰國股票基金 4.13

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股票基金 3.84

其他債券基金 3.20

英鎊債券基金 1.77

亞太（日本除外）債券基金 1.25

港元貨幣基金 0.95

新興市場及高收益債券基金 0.49

環球債券基金 0.37

最差基金
基金類別 一年回報（%）
中及東歐股票基金 -31.64

歐洲單一國家股票基金 -25.12

印度股票基金 -24.78

天然資源及能源基金 -24.47

歐洲(英國除外)股票基金 -24.04

德國股票基金 -22.03

拉丁美洲股票基金 -21.46

韓國股票基金 -21.43

大中華股票基金 -20.79

中國股票基金 -20.41

數據截至2012年5月25日

資料來源：香港投資基金公會/

Morningstar Asia Ltd.

刷卡智選醫療優惠

Citibank環球個人銀行服務

信用卡及無抵押信貸業務總監

伍楊玉如

市面上的信用卡，一般都會為客戶提供衣
食住行等的消費優惠。然而香港人除追求提
升生活質素外，更越來越注重醫療保健等服
務，對接受體檢及醫療諮詢的意識也日漸提
高。

選擇合適自己的體檢服務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能在不同的宣傳的

途徑，如郵遞、報章廣告、團購網站等得知
體檢的推廣優惠，但有關收費及服務細則，
林林總總，令人看得眼花暸亂；究竟應如何
選擇專業可靠的醫療機構，為自己選擇合適
的體檢服務？

現時，不少銀行信用卡優惠也擴展到體檢
及醫療服務這範疇，搜羅全港多間私家醫院
及醫療中心，精選一些身體檢查服務折扣優
惠，讓卡主有更好選擇。項目除一般的身體
檢查外，專科亦包括眼科、婦產科、中醫保
健、醫學美容及幹細胞或臍帶血儲存等，全
面照顧家庭成員的不同需要。

宜找家庭醫生提供意見
私家醫院的服務質素除較有保證、輪候時

間較短外，在體檢後一般都會提供詳細報告
及醫生跟進。事實上，報告當中數據所代表
的身體狀況，如欠缺專業醫生檢後評估及諮
詢，只會變得費時失事。再者，如病人發現
身體有嚴重問題時，在醫院內的查詢或轉介
服務亦較全面，令病人有較周全的保障。當
然，在選擇驗身計劃前，可以先找家庭醫生
提供相關意見，按自己的年齡、病歷、生活
習慣等背景決定檢查項目。

香港人工作時間長壓力大，有時往往未必
留意身體發出警告，故定期進行身體檢查，
可以防患於未然，以便及早發現問題，早作
治療。享受優質生活，健康仍是最重要一
環，而信用卡提供的體檢及醫療服務，提供
全面保障，優惠涵蓋全面，照顧不同人士及
年齡的需要。健康無價，今日就你及家人，
選擇合適的體檢及醫療服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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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得「喜」

調息將至 澳元亦步亦趨
6 月 5 日 上 午

10:00，澳元/美元溫
和上漲至0.9770，與
5月31日的行情高點

持平。目前市場正在等待6月5日中午12:30的
澳洲聯儲利率決議，當前市場普遍預期澳聯
儲將降息25個基點，也有人士認為可能降息50
個基點。若澳洲聯儲意外大幅降息，則澳元
可能會遭受新一輪拋售。上個月澳洲聯儲意
外大幅降息50個基點，引發澳元/美元在5月4
日跌破4月11日構築的1.0223關鍵支撐，一路
下探至6月1日的最低點0.9583，此段跌幅為
6.2%。　

刺激經濟 穩定通脹
澳洲聯儲在5月4日的貨幣政策聲明中稱，必

要時將調整利率以刺激經濟以及穩定通脹。5
月28日資料顯示，澳洲第一季度CPI季率上升
0.1%，預期上升0.6%，遠弱於預期。5月通脹
指數年率增幅由前月的1.9%下滑至1.8%，低
於澳洲聯儲長期通脹目標2%至3%區間。澳洲
物價壓力依然良好受控，增強市場對6月5日中
午12:30，澳洲聯儲降息的預期。

在過去的1個月中，澳洲聯儲所擔心的外因
和內因都出現不同程度的惡化。澳洲經濟近
期表現疲軟，上
周公佈的零售資
料意外大跌、營
建 許 可 大 幅 下
滑、房價平均值
一跌再跌。加上
歐債危機加劇，
6月1日公佈的美
國 非 農 資 料 不
佳，全球市場烏
雲密佈。從內外
情勢來看，澳洲
聯儲降息為大概
率事件。

時富理財錦囊

美聯觀點

三星SⅢ出機筍Plan大比拼

港股於「五窮」月急瀉， 指單月
蒸發近12%，藍籌股沽壓沉重，市場
上人心惶惶。「五窮」的魚缸智慧已
經應驗，接下來，讀者們最關心的，
莫過於「六絕」又會否兌現？倘若答
案是「會」的話，又是否應該趁低吸
納來博一下「七翻身」？

觀看本欄之前，相信大部分的讀者
都已經從不同的專欄、報道、或是電
視台、收音機，聽過無數遍有關歐元
區方面「危情六月」的「大龍鳳」時
序表，故筆者於這裡無意平鋪直敘，
免得大家納悶。倒不如讓筆者魯莽獻
醜，索性將自己對港股於六月上、
中、下旬的預測走勢和盤托出。這樣
既可以為讀者增添閱讀的趣味和刺激
感，又可以當是筆者立帖為憑，到月
尾供大家逐項驗證。

希臘「脫歐」呼聲掀跌浪
目前，港股已經抵銷今年首季的全

數升幅，對於基金、大戶來說，後市
無論是做上抑或做落，利潤都是從頭

計起，按道理應該是indifferent(無關痛
癢)。只是全球現時正處身一個因避險
而致美金短絀並炒上的情境，做落的
話不過是順理成章。筆者不排除於本
周再出現一浪超跌反彈的行情(執筆
時， 指處於18,185點，未反彈)，惟
反彈的幅度最多只有500點而已。6月
15日，標普將就現時美國銀行業的評
級完成檢討，預料會有個別銀行的評
級遭到下調。

6月17日希臘舉行重選，預料新政
府對「緊縮條約」的立場強硬，將會
令希臘「脫歐」的呼聲推到頂峰。歐
元兌美元進一步下探至1.20的邊緣，
屆時，環球股市、匯市(美元除外)、
商品市皆可能面臨無序的下跌， 指
有機下試17,000點，金融類的股份更
是首當其衝。

「變種QE」不排除焗推
當全球的金融局勢進入混沌失控的

一剎，預料伯南克將於6月20日舉行
的聯儲局會議上宣佈推出新的「變種

QE」，或至少延長扭曲操作六個月。
與此同時，歐洲央行透過第三輪長期
再融資操作(LTRO3)及歐洲穩定機制
(ESM)救市、中國和印度的貨幣和利
率政策微調、以至油組考慮減產催谷
油價等⋯⋯或許會紛紛出台。到時
候，讀者又可以於「不明朗因素逐步
消除」的氛圍底下，順勢炒一轉「七
翻身」。

筆者必須要澄清，以上對時局發展
的看法純屬個人經驗的推測。當然，
也必須是依傍 實情，有板有眼地分
析。總括而言，筆者只是希望透過本
欄帶給大家一個溫馨提示：目前市
場上的不明朗因素太多，歐債危機
的變化發展亦從來非如你我所料，
準備入市「撈底」的朋友不用操之
過急。後市的走勢或較筆者的想像
好一些、差一些，都不是關鍵。關鍵
是忍耐，等待局勢明朗一些、值博一
些。黎明前的黑暗越夜越寂靜，也越
夜越有機！

■美聯金融策略研究部總監 譚朗蔚

五窮了，六絕嗎？七翻身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旗艦機皇銀河S3剛
推出市場，已經有用家急不及待先用為快。據網上
留言指，有部分用家指其熒幕質數高，機身手感不
俗，實物外形亦沒有想像中差，而擁有4核心處理器
Exynos 1.4GHz Quad-core，流暢度較現時市面的其
他智能手機更佳，玩網上遊戲時不會出現延遲，而
其20張連續快拍功能亦十分出眾，讓用家不會錯過
任何轉瞬即逝的精彩畫面。

對於銀河S3的新功能，有用家表示其語音操控功
能S Voice對讀音的要求比較嚴格，而且未有支援廣
東話，相信新鮮感過後使用度會頗低；而其畫中畫
功能Pop up play則十分方便，瀏覽影片的同時可以
使用手機的其他功能，適合喜歡一心二用的用家；

至於眼球偵測功能Smart Stay則十分人性化，屬該手
機的特色之一，但實際作用不太大。

效能與耗電量成正比
另外，耗電量大仍然是智能手機的一大難關，有

用家指雖然S3的電池容量達2,100mAh，但智能手機
的效能與耗電量成正比，上網打機睇片不足半日便
會「唔夠電」。

要再「雞蛋裡挑骨頭」的話，便是其鏡頭質素沒
有驚喜，只有市面一般手機常用的8MP，而且機身
很容易印上手指紋，有礙觀感。但綜合S3的各種突
破，同期市面難有產品與之匹敵，相信仍會得到用
家熱捧。

美 盛 旗 下 公 司 西 方 資 產 管 理
（Western Asset Management）表示，穩
健的亞洲國家應可抵禦未來的潛在挑
戰。儘管市場仍然備受考驗及前景不
明，但在環球貿易及新興市場的強勢帶
動下，增長似乎逐步回升，這應可為政
府及高評級企業債券的孳息帶來支持。

亞洲地區採靈活財政政策
美盛西方資產亞洲機會基金經理廖家

樑表示：「預計亞洲將倖免於全球經濟
增長大幅放緩，實屬不明智。然而，亞
洲的理想狀況帶動經濟暢旺，特別是區
內政府相對穩定，而且擁有放寬財政和
貨幣政策的空間，以應對需求急跌的情
況。」

廖家樑以印尼、印度、泰國及菲律賓
近日調低政策利率為例，說明亞洲國家
的靈活政策；而中國等其他國家則採取
定向寬鬆措施，如調低存款準備金率。

近日，西方資產把握亞洲高評級企業
債券的強勁表現而獲利。在第一季，儘
管亞洲的美元債券發行量創紀錄水平，
但高評級企業債券的息差收窄約40至50
個基點。在2012年至今，美盛西方資產
亞洲機會基金表現優於指標，以美元計
上升4.06%，而匯豐亞洲本地債券指數
則升3.74%。基金偏重高評級企業債
券，以及貨幣挑選得宜，均為表現帶來
主要的貢獻。

廖家樑指出，亞洲債券孳息亦可藉地
區需求增加而受惠。

廖家樑表示：「綜觀亞太區，亞洲企
業債券的需求顯著上升，特別是來自私
人財富及零售市場。分析顯示亞洲對債
券的需求佔本年至今的發債總額超過一
半。」

西方資產仍然認為，政府財政穩健，
經常賬盈餘和通貨膨脹壓力減退，應能
為大部分亞洲國家的政府債券收益率帶
來支持。廖家樑認為儘管風險增加，但
相信採取長期策略，應有助基金在中期
抵禦市況波動。西方資產預計會對基本
面穩健的國家維持偏高比重，並選擇性
調整利率倉盤。投資組合看好的國家包
括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和韓國，
而看好的貨幣包括新加坡元、馬來西亞
林吉特、人民幣和菲律賓披索。

美盛西方資產亞洲機會基金截至2012
年4月30日的管理資產為7.77億美元。

■西方資產管理

0.82%港元特優定存
工銀亞洲推出港

幣定期存款優惠，
3 8 天 港 幣 定 期 存
款，特優年利率高

達0.82%，起存金額為20萬元全
新資金，須持有綜合賬戶、「理
財e時代」賬戶及「理財金賬
戶」。優惠期由即日起至6月30
日。開立上述定期，每達10萬元
可獲港幣60元信用卡免找數簽賬
額，每位客戶最高可享獎賞3萬
元。

亞洲債券孳息仍然利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被譽為iPhone4S

殺手的三星銀河S3（Samsung Galaxy SIII），終於

推出市面，各電訊商已第一時間推出相關月費計

劃。根據各電訊商網站資料，現時同為無限數據用

量月費計劃中，扣除預繳後平均月費最抵的是

One2free，平均24個月月費只需186元（見表），數

碼通為238.5元最貴。

作為三星最新旗艦級智能手機的銀河S3，首批900萬部未
上市已被手機營運商搶購一空，預訂量是前作S2的3

倍，亦打破iPhone4S開售3天售出400萬部的紀錄。S3的硬件雖
然沒有大驚喜，但在智能化方面則有突破，令此機值得期
待，故不少潮人在5月底正式開售前已經預訂。

本報記者整理現時5家電訊商推出的出機上台無限數據用量
月費計劃當中，發現扣除預繳後，平均月費最低的是
One2free，平均24個月月費只需186元，而3香港的平均月費亦
只需190元，均屬誘人之選。中移動香港的平均月費為200
元，但須以4,980元購機，合約期內全數回贈，實質與預繳買
機上台無異。

電盈合約年期30月最長
至於，電訊盈科維持其5GB和10GB數據用量的月費計劃，

10GB數據月費計劃的平均月費為223元，5GB數據月費計劃的
平均月費為193元，同時合約年期長達30個月，為各電訊商最
長。而數碼通則沒有為銀河S3另行提供月費優惠，其買機上
台的平均月費為238.5元，相對而言最不划算。

機價預繳方面，除One2free只需預繳4,898元外，其餘4家電
訊商均需要預繳4,980元，而合約年期則由24個月至30個月不
等。若不上台，淨機價則為5,598元。

於本港首批推出市面的銀河S3為3G版，而4G LTE版則預料
直到第4季用家才能一睹芳容。現貨產品顏色為雲石白，圓石
藍版本則於6月中發售。三星指出，原因是該版本的背蓋製造
流程出現問題，故需要延遲出貨。

如前所述，銀河S3在智能化方面有突破，加入的多項嶄新
功能受到市場關注，包括其創新加入了Smart Stay功能，手機
能透過前置鏡頭偵測用戶的眼球活動，只要用戶的視線不離
開熒幕，熒幕便會維持在啟動狀態，十分人性化；另外該手
機亦加入人機對話功能S Voice，讓用戶以語音指令控制手機
的音樂播放、Wifi連線及電話撥號等功能，惟現時暫未支援廣
東話及普通話。

人性化功能討人喜愛
此外，在拍攝人像時，利用Social Tag（好友標籤）會自動

搜尋已設有大頭貼的聯絡人名單，即使團體照也能辨識，並
可透過簡訊、電子郵件等方式分享照片，十分方便。

對記者而言，其Burst Shot功能就十分有用，因可以快速連
拍一次拍攝20張照片，並可在連拍中篩選出8張影像，包唔會

「鬆郁矇」。

三星S3各電訊商月費計劃比較
電訊商 計劃 實質月費 預繳 平均月費（扣除預繳 合約 數據

月費 （整合額外費用後） 及免月費優惠後） 年期 用量

One2free 419 419 4,898 186 24個月（免3個月月費） 無限

3香港 398 398 4,980 190 24個月 無限

中移動香港 388 408 4,980 200 24個月 無限

電訊盈科 419 431 4,980 223 30個月（免6個月月費） 10GB

數碼通 398 446 4,980 238.5 24個月 無限

註：港元計；額外費用包括隧道及牌照費，以及增值服務費；價格變動以電訊商公布為準。

資料來源：網絡資料及各電訊商客服查詢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遠威

■三星S3（Samsung Galaxy SIII）推

出市面，各電訊商已第一時間推出相

關月費計劃。 香港文匯報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