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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公斤條現貨金交收價 264.25（元/克）

焯華999.9千足金
電子商務

首家香港金銀業貿易場
人民幣公斤條流通量提供商

回收3G1/3頻譜 十月拍板
商務局：無懼司法覆核 低價續牌不合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流動電訊業界

仍在爭拗3G頻譜牌照到期問題，有營辦商曾表

明政府收回部分頻譜後，將停止網絡投資並會加

價彌補損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表

示，營辦商在營利同時要求低價使用頻譜，是

「於理不合」，並指本港電訊收費頗低，認為重新

指派頻譜符合政策綱要要求，善用公共資源同時

防止頻譜世襲化。

電訊業3G頻譜牌照將於2016年到期，政府將於10月就
處理方案作出決定，主要考慮方案包括讓電訊商有

優先權獲取原有頻譜，或讓電訊商有優先權保留三分二
頻譜，餘下三分一則進行拍賣。蘇錦樑表示，收回三分
一頻譜重新指配（「頻譜指配」：frequency assignment；無
線電用語，意即把無線電頻率或頻道核准給無線電台在
規定的條件下使用的過程）是最適當做法，可善用頻譜
及促進有效競爭，涉及的頻譜僅佔整體頻譜的7%，不認
為有太大影響，反而有利整體發展，並無懼電訊商提出
司法覆核。

冀明年拍賣增有效競爭

蘇錦樑昨邀請傳媒茶敘，開宗明義便強調當局現時未
有最終決定，在考慮獨立顧問報告後，便會作出決定，
報告內容及決定方案將同時在10月公布。若落實部分重新
指配的方案，將於2014年進行頻譜拍賣，而落實方案後，
營辦商在仍有3年進行調整。電訊商昨晚均回應，促請政
府提前公開顧問報告，並予公眾及業界發表相關意見。

蘇錦樑表示，當局並非收回頻譜，而是重新指配，
「營辦商有足夠時間作服務及軟硬件調整」。3G佔整體
2G、3G及4G頻譜的20%，而重新指配的3G頻譜僅佔整體
頻譜的7%，不認為收回會對市場構成重大影響，明白不
會完全沒有受影響情況發生，但可增加市場競爭。

電訊商有機會在拍賣時取得較現時更多的頻譜，不相
信存有不公平。讓重視頻譜、視之為珍貴資源的營辦商
善用頻譜，相信長遠電訊服務質素「只會上升，不會下
降」。蘇錦樑祭出4大目標，指要確保客戶服務延續、善用
頻譜、促進有效競爭及鼓勵投資和推廣創新服務，考慮
之下，重新指配三分一頻譜的方案，一定程度符合目標
原則，故認為是最適當做法。

技術可彌補網速下降

有電訊商指收回三分一頻譜，將造成30%的網絡速度下
降，並不排除停止網絡投資，蘇錦樑指，收回三分一不
代表影響三分一，電訊商可藉技術彌補所受影響，相信
在市場競爭及營利環境下，重視口碑的電訊商不會任憑
其服務質素下降趕客。據通訊局早前內部調查，認為若
收回三分一頻譜，在架設流動數據通訊量高速增長下，
造成的影響為18%，但排除增長因素後，預計造成影響僅
9%。此外，當局委託的獨立顧問調查仍在進行。

問及若電訊商提出司法覆核阻撓收回方案，當局會如
何處理，他表示，當局以往打過很多官司，不會亦不容
許阻止任何人提出司法覆核，若情況發生，會按法例、
程序及政策處理，相信既定的政策綱要可面對法律上的
挑戰。他指，電訊商應該明白頻譜政策綱要以列明，持
牌人不應對續牌或優先續牌全有任何合理期望，當局認
為有競爭性需求時，會採用市場主導模式管理頻譜。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梁惠珊）愛
立信昨發布《流量和市場數據報告》，截
至今年首季，全球移動用戶總數超過64
億，中國內地為增長最快市場，淨增用戶
達3,000萬，佔全球25%。而單就今年首
季，智能手機銷售佔手機總銷售量5成，
較去年同期上升10%。但全球移動電話用
戶中，只有20%-25%使用智能手機，反映
智能手機在全球尚有極大發展空間。

愛立信香港及澳門客戶總監馮家輝昨表
示，今年全球數據流量較去年增長一倍，

按季增19%，料至2018年會上升12倍。他
指出，隨 網絡速度加快，吸引更多用戶
使用圖像流量，料視頻每年複合增長率上
升60%，推動數據流量發展。移動數據類
型方面，他預料至2018年，視頻將佔全球
移動數據流量60%。另他亦提醒消費者，
大多用戶不為意的軟件更新亦「不知不覺」
地佔10%。

GSM/EDGE用戶今年首下滑

馮氏又指，因發達國家會向更先進的技

術快速遷移，GSM/EDGE（全球移動通
訊系統）用戶數將於今年首現下滑趨勢。
相反，LTE（長期演進）發展逐漸強勁，
單於今年首季，已有2,000萬新用戶，料
2018年用戶數將達到約20億。但就全球而
言，GSM/EDGE用戶仍處於主導地位，
原因為新的低端用戶入網時，一般會用最
廉價的移動電話，且升級現有的手機客戶
群亦需一段時間。

另外，按報告顯示，多達6成用戶使用
智能手機會在瀏覽網頁或使用應用程式時
遇到問題。馮家輝表示，消費者選擇網絡
供應商時，亦會 重其網絡服務質量多於
價格高低。

愛立信報告：視頻推動流動數據勁增

內地港股基金半年回報包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政府冀十月拍板
落實回收四家電訊商3G各
1/3頻譜，2014年作拍賣，
電訊商昨晚紛作回應，一
向 反 響 最 大 的 數 碼 通

（0315）透過發言人表
示，就政府收回1/3 3G頻
譜，業界估計造成的影響
遠 遠 超 過 當 局 推 算 的
18%，將大大影響全港市
民的流動網絡服務質素。
重申當局進行的顧問報告
過程倉促，研究範圍不全
面及缺乏透明度，質疑報
告的可信性及準確性，要
求政府盡快公布報告，並
進行全面諮詢。

冀再徵詢市場意見

香港電訊（6823）表
示，讓現有的運營商繼續
使用其頻譜最符合公眾利
益，如將1/3頻譜重新拍
賣會對服務的連續性、質
量及價格帶來不利影響。
促請政府盡快公佈顧問報
告有關服務影響的調查結
果，並再次徵詢公眾及市
場意見。

和記電訊（0215）表
示，有關3G頻譜牌照期滿
安排，應以公眾及用戶的

利益和服務體驗為依歸。有關當局
進行的網絡分析報告，時間倉卒，
透明度不足，未能全面諮詢業界。
促請當局於十月公佈決定前，盡快
公開網絡分析報告的內容及結果，
全面聽取公眾及業界的意見。

CSL表示將會就是件作出正式回
應，惟截至本報截稿時間，仍未收
到有關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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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用作重新指配的頻譜規劃表

現有受配者

將透過優先權給予現有3G營辦商的2×5兆赫頻寬的頻段
將透過優先權給予現有3G營辦商的2×4.9兆赫頻寬的頻段
將用作重新拍賣的2×4.9兆赫頻寬的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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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港股在前日勁升之
後，昨日仍反覆造好，雖然最多曾跌116點，但收市
仍升53點至21,968點，為連續第四個交易日上升，不
過成交額縮減。受內地加大鐵路投資刺激，鐵路板塊
昨日繼續造好。

鐵路股受捧 需防近尾聲

港股昨日低開2點後，受7月份匯豐中國製造業PMI
預覽創11個月低位及A股下跌影響，早盤最多曾跌116
點至21,799點，但尾盤則上揚，最高並升68點至21,984
點，距離22,000點關口僅一步之遙，收市則升53點。
國企指數方面，昨日收市則微跌1點至9,778點。港股
昨日主板成交額為498億元，較前日大升市的664億元

大幅縮減25%，顯示上升動力不足，有待整固。
繼前日有報道稱內地有可能透過投資高鐵來削減水

泥和鋼鐵等行業的過剩產能後，昨日中國鐵路總公司
稱，李克強總理近日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研
究部署鐵路投融資體制改革和進一步加快中西部鐵路
建設。受上述消息刺激，鐵路股昨日股價繼續上揚，
其中鐵路基建股中鐵（0390）和中鐵建（1186）收市
分別升3.41%至4.25元和2.42%至8.03元，鐵路設備股
中國南車（1766）和南車時代（3898）收市亦分別上
升2.11%至5.32元和4.3%至21.85元。

下周結算 有望衝上22000

對於港股後市，勝利證券副總裁兼基金經理楊俊文
表示，短期略為看好後市，而港股升至22,000點關口
是指日可待之事，但不排除升穿該關口後會出現獲利
回吐，不過預料下周二（30日）期指結算可以在
21,800點至22,000點或之上結算。

楊俊文並指出，預計今年港股走勢將呈大型上落市
格局，波幅區間介於20,000點至24,000點，多數 指成
份股的表現會弱於盈富基金（2800），因此投資者需要
秉承「炒股不炒市」的原則。近期來講，看好新能源
和環保板塊、IT板塊以及部分汽車股，如長城汽車

（2333）和比亞迪（1211）。至於近期熱炒的鐵路板
塊，他認為鐵路股升幅已大，有關炒作已近尾聲，投
資者需要小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港股上半年表現差強

人意，拖累強積金回報率大受影響。香港投資基金公會

昨日公布，強積金香港股票基金今年上半年回報為負

5.95%，中國股票基金更錄得7.50%的負增長，在以區域

劃分的所有股票基金類別中分列倒數第二位和第一。但

該公會強調，如以強積金過去12年的總體表現計，香港

股票基金的回報率仍算不俗。

據公會統計，今年上半年表現最佳的是日股基金和美

股基金，回報率分別為19.31%和11.11%，環球股票基金

也有5.87%的正回報，遠勝港股基金的表現。不過，公

會行政總裁黃王慈明指，過去12年 指的年化回報率為

6.2%，而港股基金的年化回報率中位數為6.5%。如若

打工仔以「平均成本法」，堅持每月供款於港股基金12

年，以中位數為參考的年化回報率更達8.2%，足以跑贏

大市。

未見債市資金大舉轉股票

公會又公布，上半年債券基金亦表現不佳，環球債券

基金、亞洲債券基金和港元債券基金分別錄得3.80%、

5.16%和3.40%的負回報。公會成員之一的德盛安聯大中

華及東南亞機構業務總監兼董事總經理余天佑表示，雖

然市場憂慮美國如果於年內退市，將會推升息口，但目

前暫未見到資金大規模由債券轉至股票的情況。

對於強積金「半自由行」實施超過半年，只有約2%

僱員轉會的現象，公會另一成員景順投資機構業務客戶

關係部總監徐穗珠回應稱，「半自由行」總體仍算成功

的措施，雖然轉會者較少，但「轉得多未必好」，關鍵

在於僱員是否作出適合自身的調配。余天佑亦指，「半

自由行」的目的並非是為鼓勵僱員更多轉會，而是為其

提供了額外的彈性安排。

強積金收費設限未必最佳

基金局早前表示擬對強積金收費設上限，引起不少關

注。余天佑回應稱，如政府堅持實施該條例，「輪不到

我們反對」，業界只能跟從指引。但他認為此舉不是好

辦法，因為如果產品回報高，打工仔其實並不介意收費

較貴。對於回報低收費又貴的產品，亦可用「半自由行」

棄之而去。至於有建議要求政府應成立一個預設基金，

他也不以為然，指預設基金雖然沒有風險，但回報也相

當低，根本追不上通脹。

■流動電訊業界仍在爭拗3G頻譜牌照到期問題。

■蘇錦樑稱，收回三分一頻譜重新

指配是最適當做法。 陳遠威 攝

■黃王慈明(左1)稱，過去12年港股基金回報率仍跑贏

大市。旁為徐穗珠(左2)及余天佑(右2)。 張偉民 攝

■馮家輝稱，今年全球數據流量

較去年增長一倍。 梁惠珊 攝

■港股昨日反覆造好，收市升53點。主板成交減至

498億元。 中通社

港股4連揚 料整固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