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訊服務及設備股昨日表現
股號 名稱 昨收(元) 變幅(%)
1155 星辰通信 0.92 +4.55
8232 中國優通 0.94 +4.44
2342 京信通信 2.76 +4.15
0763 中興通訊 17.56 +3.42
0941 中國移動 84.20 +0.90
0762 中國聯通 12.10 -0.33
0728 中國電信 4.07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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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債今截止 工銀人均認購2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港交所
（0388）與新加坡交易所昨在新加坡簽訂
合作備忘錄，同意在多個雙方共同感興趣
的領域進行合作，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
表示，是次與新交所合作，並協助亞洲區
投資者部署投資離岸人民幣，有助鞏固香
港作為首要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
合作內容包括：共同探討產品發展，以

促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在對方的數據中
心設置據點，以加強雙方市場聯通；在技
術發展及監管事宜上相互合作；以及擬共
同就影響亞洲區的域外市場基建監管展開
研究。

李小加：借LME拓期貨市場
此外，港交所收購倫敦金屬交易所

（LME）後正部署強化本港期貨市場，李
小加在接受路透社訪問時表示，計劃以

LME合約為基礎，推出月度現金結算產品
在本港上市掛牌；同時亦計劃與上海期貨
交易所合作，共同將上海期交所的工業金
屬合約推上市，提高套利機會及擴大流動
性。

證監：兩地基金互認快成事
另一方面，香港證監會副行政總裁張灼

華昨表示，香港及內地兩地基金互認已進
入最後階段，期望細節能盡快公布，並相
信有關原則會包括：尊重兩地法規；為兩
地達到雙贏；以循序漸進方式發展基金互
認。
張灼華認為， 兩地基金互認有助香港發
展人民幣業務，令人民幣產品多元化，並
培育相關人才。同時，以香港為平台有利
內地開放基金市場，為內地帶來國際基金
產品，以及引入國際投資者帶動資金流。

港星交易所研合促人幣國際化

匯豐料港GDP明年增3%-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匯豐銀行亞
太區顧問梁兆基昨日預料，明年本港經濟將
平穩發展，增長幅度與今年相若，料約為
3%-4%，通脹率則約為4%-5%，失業率總體

偏低，消費及投資將繼續暢旺。

美或短期退市 明年應不加息
出口方面，梁兆基指，今年本港出口似乎
是最差的情況，相信明年將會有所改善，但
由於歐美經濟復甦步伐仍然緩慢，故預期明
年出口增長幅度僅為單位數字。他又預料，
雖然美聯儲有機會在短期內退市，但利率仍
會維持在低水平，明年應不會加息。

冀港存人幣3年內增至2萬億
談及上海自貿區時，梁兆基表示，自貿區

不僅是中央的經濟重點，也是人民幣自由兌
換及資本賬開放試點，料區內的人民幣可在1

年內宣布自由兌換，並於未來2-3年內，自貿
區的存款總額將接近1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他稱，期望本港業界把握機會，在未
來3年將人民幣存款倍增至2萬億元，屆時上
海自貿區及香港兩大離岸市場的人民幣存款
達將3-4萬億元，可支持30%-40%的貿易融
資總額，令市面上出現更多人民幣相關投資
產品。
梁兆基又指出，目前內地債券總額約4萬億

美元，僅佔GDP50%，遠低於美國及日本。
但隨「三中全會」容許地方政府發債集資，
城鎮化亦刺激對基建發債融資需求，債券供應
量有望增加，屆時若境外人民幣資金可投資內
地債市，有助加速在岸的人民幣兌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
京報道）4G商用臨近，通信設備廠
商認為 4G新一輪投資熱潮即將開
幕。市場預測，4G網絡前期建設拉
動的投資規模在 5,000 億元（人民
幣，下同）左右，將對基站、傳輸以
及增值服務產生利好。目前，華為、
上海貝爾等廠商已經準備好積極搶佔
市場份額。

網速提升將掀換機潮
電信專家項立剛認為，4G網絡建

設將產生5,000億元以上的投資，網
速提升帶來的換機潮，將產生上千億
元的終端手機市場，加上對移動互聯
網應用市場的投資預期，數年內帶動
的投資將達上萬億元。
項立剛說：「對消費者而言，4G

帶來的最大好處是網速的大幅加快。
4G網絡通常最高下載速度可達80Mb-
ps以上，是3G網絡的10倍以上。在
4G時代，快速的網絡傳輸能支持很多
高清視頻和更多應用，比如物聯網、
企業銀行之間的數據傳輸和加密
等。」

增投資推動經濟增長
工信部有關負責人也表示，移動通

信網絡的部署可以直接和間接地拉動
經濟增長，創造就業崗位。以3G發
展為例，中國3G發展頭三年已直接
帶動投資4,556億元，間接拉動投資
22,300 億元；直接帶動 GDP 增長
2,110億元，間接拉動GDP增長7,440
億元。同時，3G發展也增加了社會就
業機會，3年直接帶動增加就業崗位
123萬個，間接拉動增加就業崗位266
萬個。
工信部還取消了對中國移動(0941)

固網業務經營的限制，允許其進入固定寬帶網絡
市場。這也意味中移動在4G時代，獲得了一張
全業務的運營牌照。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移動獲
得固網牌照後，將推動固網寬帶的建設和競爭的
加劇。
目前內地固網呈現「南電信北聯通」的格局，

而中移動拿到固網牌照後，更可能會在企業用戶
光纖到戶、公共互聯網互聯互通等方面進行重點
投資。

專
家
：
建
4G
網
或
拉
動
5
千
億
投
資

內地4G啟航 設備股炒上
三大運營商齊獲發牌 電信業迎升級換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中國4G網絡商用時代正

式開啟，內地電信業迎來升級換代。工信部昨日發佈，正式向中國

移動集團公司、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和中國聯通集團有限公司頒發

「LTE/第四代數字蜂窩移動通信業務（TD-LTE）」經營許可(簡稱

4G牌照)。三大電信商中移動(0941)、中聯通(0762)和中電信(0728)

昨均作回應，中國移動4G網絡有望率先覆蓋100個大中城市，領

跑內地電信升級新熱潮。受有關消息刺激，一眾電訊設備股率先被

炒起。

工信部稱，未來全國2G、3G和4G網
絡將會長期並存發展，4G網絡可以

與2G和3G網絡一起協同組網工作，有效
避免重複投資。在建網初期，4G主要覆
蓋熱點地區，當沒有4G覆蓋時，4G多模
終端（兼容2G、3G、4G多種制式的終
端）可以自動切換到2G或3G網絡進行通
信，這樣可以使4G網絡建設初期的規模
不用太大，成本也會得到合理控制。工信
部將會同相關部委繼續採取有效措施，大
力支持並推動相關企業加快建設和優化移
動通信網絡建設。

中移動：明年網絡覆蓋340市
中移動昨晚回應稱，中國移動將建設
全球規模最大4G網絡，並推出全國範
圍內結構統一的、可自由組合的4G套
餐方案。同時，中移動集團獲准將固定
通訊業務授權給上市公司中移動經營。
按照計劃，在今年年底前，中移動可

向北京、杭州、廣州、深圳、青島、南
京、溫州、廈門、上海、天津、瀋陽、
成都、福州等13個城市的用戶提供4G
服務；明年年中，預計100個城市將具
備4G商用條件；至明年年底，超過340
個城市的用戶可享受到集團的4G服
務。中移動副總裁李正茂近日表示，在
移動終端上，1000元以下的4G終端有

望成為明年下半年的主流機型。

中電信：明春推LTE 4G服務
中國電信昨晚也宣佈接獲母公司中國電

信集團通知，中國電信已獲得工信部發放
的TD-LTE經營許可，公司將盡快申請
LTE/第四代數字蜂窩移動通信業務(LTE
FDD)的經營許可。公司發言人表示，估計
可於明年首季推出LTE的4G服務。

聯通：申開展LTE FDD試驗
同期獲4G牌的中國聯通也表示，將繼

續積極申請開展LTE FDD網絡規模技
術試驗，依托領先品質的3G網絡，為用
戶提供更高速率的移動寬帶數據服務。
另據內媒報道，中國移動將在12月中

旬召開的全球合作夥伴大會上，公佈其
有關4G網絡、終端、業務、品牌、市
場等方面的最新進展和規劃；而中國電
信也將在一年一度的CDMA終端產業
鏈大會上，公佈其關於4G網絡及終端
的相關規劃。
GSA（全球移動設備供應商協會）最

新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11月，全球
已有超過474家運營商投入LTE網絡建
設，LTE商用網絡已達到222張，其
中，已有 18 個 國家部署了 23 張
TD-LTE商用網絡。

最受惠發牌 中移動抽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雖同獲

4G牌，但三隻電訊股昨股價表現不一。
中移動（0941）尾盤抽升1%，收報84.2
元，升 0.899%；中聯通（0762）收跌
0.329%，報12.1元；中電信（0728）跌
1.928%，報4.07元。不過，其他電訊設
備股則率先被炒起。

聯通中電信利好將較慢浮現
道指表現不濟，拖低港股表現，恒指

全日收跌181.7點，收報23,728.7點，連
跌第二日，成交回升至逾678億元。收市
後工信部向內地三大電訊商發放4G牌

照，但只有中移動升0.9%，聯通及中電
信都要跌。
群益證券研究部董事曾永堅表示，由於

中移動在客戶及技術方面具有優勢，隨
正式獲發4G牌，可望推動該公司的電訊
升級業務發展，認為中移動最受惠於發
牌，至於其他兩股，由於需要投入巨大基
建投資，料利好因素要慢慢浮現。
憧憬4G投入增加，電訊設備股率先被

炒起，優通(8232)、京信(2342)升逾4%，
中興 (0763) 升 3.4%，中通信 (0552) 升
1.2%。市場人士料，電訊設備股今日還
會有好表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今天（5日）下午2時
便是零售人民幣國債的截止認購期，工銀亞洲表示，截
至昨日認購反應理想並達到預期效果，開售至今認購金
額較去年同比增加近七成，平均認購金額逾20萬元
（人民幣，下同），個人客戶人數亦上升六成，最多人
認購的銀碼是3萬至5萬元。

星展認購宗數增逾30%
星展香港表示，該行截至昨日累積認購宗數上升超過
三成，平均認購金額約5萬元。經由券商認購的國債部
分經已截止，透過耀才、輝立信誠及致富認購國債的金
額為9,500萬元，包括現金及孖展認購。
此外，上海商業銀行亦宣布，即日起至12月31日，

為認購今批人民幣國債（包括非經該行認購）的客戶提
供財富管理及人壽保險獎賞。財富管理獎賞推廣期間，
全新客戶認購任何財富管理產品之首筆交易金額5萬港
元，送電影禮券兩張。人民幣基金優惠期間，成功認購
國債客戶在該行整額認購人民幣基金，可享1%基金認
購費優惠。人民幣人壽保險獎賞期間，客戶於該行成功
投保香港人壽之非投資相連人民幣保險計劃，而年度化
保費達等值2萬港元或以上，可獲外置充電器一份及自
動參加抽獎，禮品總值超過10萬元。

■ 梁 兆 基
稱，若境外
人民幣資金
可投資內地
債市，有助
加速在岸的
人 民 幣 兌
換。
資料圖片

■■工信部正式發放工信部正式發放44GG牌照牌照，，宣告中國宣告中國
通信行業進入通信行業進入44GG時代時代。。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左)與新交所首席執行
長麥尼思-博可(Magnus Bocker)昨代表雙方交易
所簽訂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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