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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加訪台料推介滬港通
香港文匯報訊 港交所(0388)行政總
裁李小加周四將訪問台灣，拜訪台交
所、櫃賣中心等證券監管單位。外電
昨引述消息人士指出，雖未提及李小
加此行的目的，但因雙方過去已多次
針對人民幣計價商品的發行進行資訊
交流，「此行難免也會對市場的發展
交換意見。」

兩地債券業務謀合作
李小加還將赴櫃賣中心拜訪。近期

櫃買中心正積極發展國際板債券業
務，相關人士認為，雖然台灣寶島債
與香港點心債業務處於競爭關係，但

還是可以尋求合作的機會。
消息人士指，由於港交所本周已派員

來台，巡迴台灣各大復委託主要券商，
說明滬港通運作模式與交易實務。因此
李小加此行可能也與推廣滬港通有關。
該人士說，「香港是復委託主要對象，
台灣一年約1兆新台幣的復委託總額
中，有3,000多億到香港。」
台灣的證券交易所積極尋求與國際金

融市場連結機會，上周與新加坡交易所
簽訂意向書，雙方將研議合作發展兩地
股票市場的交易連結。櫃買中心隨後則
與盧森堡交易所簽署MOU（備忘
錄），將在雙邊掛牌國際債券。

恒生：美明年首季重啟加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美國聯儲
局正在議息，恒生銀行（0011）執行董事馮孝
忠昨日預期，美聯儲局或會暗示提早加息，
因除就業數據外，過去一周數據均顯示經濟
復甦步伐加大。他認為，美聯儲局或會向市
場傳遞，若經濟復甦步伐持續，會提早加息
的訊息，而恒生銀行則預期加息周期將在明
年首季重啟。市場素有「加息猛於虎」的感
受，每當加息傳聞流出，均會使金股匯市場
有一定波動。

港息上升較美滯後逾6個月
不過，馮孝忠相信，美國加息步伐溫和，
2015年或會加息2至3次，每次加四分一
厘，預計兩年內將加息至2%至3%，雖然近

日美元有上揚趨勢，惟他相信因地緣政治影
響較多，他並不擔心加息會拖慢美國的經濟
復甦。
馮孝忠表示，香港銀行結餘坐擁2,000億

美元，相信待熱錢流走，本港息口才會上
升，預計本港息口較美國息口會有六至九個
月的滯後。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周一於公開場合宣

布，金管局將推行兩項政策以配合滬港通
推行，馮孝忠預料，因滬港通為業界提供
新業務，相信市場為爭奪滬港通客戶，會
推出一籃子優惠吸客包括上調存款息率、
提供佣金優惠、以及低孖展息口等等，強
調恒生方面正密鑼緊鼓。

周松崗盼滬港通下月底開通
而港交所（0388）主席周松崗
昨表示，滿意滬港通的測試結

果，未來將會修改規則，正收集業界意見，
審批後香港方面的準備工作大致完成。只需
兩地監管機構訂出開通日期就完成，惟他稱
暫未有開通日期，個人期望滬港通於10月底
正式開通。

■恒生銀行執行董事兼環球銀行及資本市場
業務主管馮孝忠。 張偉民攝

逾60%長三角企業擬尋港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貿發局昨日同時公布

了一項調查，顯示香港是長三角企業尋找支援服務和合
作夥伴的首選地點。報告中，有98.7%受訪者計劃增加
投資，當中分別有52.5%及45.7%人士表示期望提升產品
開發設計及品牌推廣。而針對此兩項計劃，有超過60%
人士有意尋找香港公司提供協助。而特別是金融、法
律、會計等專業服務，有69.7%受訪者表示會使用香港
公司的服務。另一方面，有88.4%受訪者表示有興趣或
計劃與外國夥伴合作，當中56.1%人士計劃以香港公司
為目標。
貿發局經濟師趙永礎昨日在記者會指，與珠三角地區

比較，長三角企業較着重開發內地市場，有66.1%受訪
公司都表示期望繼續發展內地市場，反映企業引進外國
優勢的目的是，進一步開發蓬勃的中國內地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受出口市場不
明朗影響，貿發局昨公布的第三季香港出口指
數錄得41.7，較上季下跌5.9，仍然低於50的盛
衰分界線，反映企業對香港短期的出口前景不
樂觀。貿發局研究總監關家明昨表示，出口商
對美國、日本及內地市場的信心下跌1.5至2.5，
僅對歐洲的信心於低位反彈，但全皆低於50水
平。

全年4.5%增長預測料可達
不過，該局環球市場首席經濟師潘永才分析

指，實際上本港出口表現有改善，6月及7月的
出口皆錄得約 7%增長，部分原因受惠於新

iPhone生產。他稱由於第三季基數
大，企業對第四季信心回落也屬合
理。而他預料受 iPhone 6 銷情造

好，可帶動電子零部件及手機配件的出口。他
預期下半年餘下月份平均出口增長約5.8%，可
達到全年4.5%增長預測。
但潘永才指市場前景仍然不被看好。美國的

經濟增長改善，但企業憂慮加息影響消費情
緒；日本上半年增加消費稅，內地的生產、投
資及採購經理指數造差，都令商家看淡市場。

他又稱歐洲央行推行量寬政策，「放水」同時意味經濟
未有顯著改善，金融體系改革緩慢。而歐洲依賴俄羅斯
輸入天然氣，烏克蘭危機一日未化解，企業對歐洲的信
心仍大受影響。

電子及玩具出口相對較好
觀乎個別行業，除成衣從低位輕微反彈外，其餘主要

行業的指數皆下跌，電子產
品及玩具出口相對較好，潘
永才解釋基於有新型號產品
推出，刺激了消費。而第三
季的採購指數為48.4，4季
以來首次跌穿50水平，他形
容與負面的市場信心吻合。
另外，貿易價值指數同步下
跌至50.9，惟受原材料成本
上升帶動，成衣及珠寶價值
升幅頗為顯著。內地勞工成
本方面，他指勞動需求減少
致升幅勢頭放緩，工資增幅
達10%以上者下跌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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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內地今年無iPhone 6賣
「果農」福音 港炒賣潮或延至年底 ■左起︰貿發局環球市場首席經濟師潘永才、研

究總監關家明、經濟師趙永礎。 張偉民 攝

第三季香港出口指數
國家 上季 今季 變化

美國 49.8 48.3 跌1.5
日本 50.7 48.2 跌2.5
歐洲 47.5 48.2 升0.7
內地 49.4 46.9 跌2.5
行業 上季 今季 變化
電子產品 48.7 42.0 跌6.7
成衣 39.4 41.7 升2.3
玩具 49.6 42.6 跌7
珠寶 49.5 39.9 跌9.6
鐘表 43.1 34.8 跌8.3

資料來源：貿發局
製表：記者 曾敏儀

中移動獲邀競投墨電訊資產
香港文匯報訊 據彭博昨日報道，準備出售資產的

墨西哥電訊商 America Movil SAB，已經聯繫了
AT&T、軟銀、BCE Inc.的 Bell Canada 及中移動
（0941）等潛在買家，America Movil計劃出售的資
產包括墨西哥東海岸自北向南沿岸各州的基礎設
施，資產估值或達 175 億美元（約 1,356.25 億港
元）。

資產估值達1,356億
知情人士表示，這些資產的估值可能是利息稅項折
舊和攤銷前利潤25億美元的5到7倍，說明估價可能
達到175億美元。知情人士說，America Movil尚未
要求出價，因為初步信息尚不充分，所含細節不足以
令潛在收購者提出報價。

因為不堪反壟斷相關處罰，億萬富豪Carlos Slim
掌控的America Movil 正在出售資產，以滿足監管部
門要求。America Movil總部位於墨西哥城、控制墨
西哥全國70%移動市場、80%固網市場，但該公司
如果不能將市場佔有率降至50%以下，可能遭到處
罰。
America Movil執行長Daniel Hajj曾在7月22日的

電話會議上表示，出售資產會給墨西哥帶來更多市場
競爭，滿足監管部門要求。他說，該公司還打算分拆
移動鐵塔業務，但沒有提供時間細節。

奚國華：望兩岸打造5G新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中移
動(0941)董事長奚國華昨於台灣出席論
壇時指出，移動互聯網時代已經來
臨，電信運營商應該改變發展模式，
而目前最重要是開通兩岸4G漫遊，並
希望兩岸未來能一起打造5G新標準。

今年4G用戶目標5,000萬
奚國華表示，集團預計今年將建70

萬個4G基地台，比3月時所計劃的50
萬個4G基地台為多。他指，建設4G
基地台的進度比預期快，目前已建逾
40萬個TD-LTE基地台。而中移動集
團技術部總經理王曉雲表示，集團今
年4G用戶目標5,000萬戶，預計2016

年可增至3億戶，相信增加基站有助提
升4G用戶人數。
奚國華補充，集團上半年賣出的3G
手機約1億台，而下半年的重點放在
4G LTE方面。集團預計今年在中國
市場可售出2億台手機，4G手機佔1
億台，同時吸納到 5,000 萬個 4G用
戶。
同時，他對4G的發展前景感到樂

觀，奚國華指，目前集團8億的用戶
中，大部分是2G用戶，未來將是把2G
用戶提升至3G或4G用戶，因此相信
未來2年集團仍可每年售出同樣大數量
的4G手機。他補充，這對台灣來說是
一個很大的機會。

台在晶片手機等擁優勢
在兩岸合作方面，奚國華強調，大陸

市場發展空間大，而台灣在製造晶片、
手機及基地台上有很大優勢，希望兩岸
可以合作。目前最重要的就是開通兩岸
4G漫遊，深化兩岸電信業的運營與產
業合作，開拓新的商業模式。另外，移
動互聯網時代已到，他期望兩岸可以在
產業鏈全面合作，共同發展。
另外，他又指，目前已有5G概念，

冀兩岸可共同研究5G，一起打造5G新
標準。他指，未來除了結合兩岸信息
流外，冀可開發兩岸NFC、物聯網等
領域，促進物流及資金流的發展。■中國移動董事長奚國華。 資料圖片

中移動董事長奚國華上月在中期業
績記者會上曾聲言中移動作為首

批開賣的電訊商是「必需的」，內地三
大電訊商又早在發布月前密密在網頁發
放預購的消息，令一眾內地「果迷」以
為今次內地定必如上次 iPhone 5S一
樣，成為首發國家。

內地失落首兩輪銷售地
但在本月9日的蘋果新產品發布會
上，官方公布的首發國家及地區，內地
未應奚國華之言成為首發國家，雖然當
晚在蘋果網站又一度出現 iPhone 6、
iPhone 6 Plus將於9月26日在內地開賣
的消息，但很快便被刪除。當蘋果正式
公布第二批發售地區中有台灣，但仍未
有中國大陸，內地「果迷」的希望一再
幻滅。

昨日有內媒報道指，蘋果未能取得工
信部頒發的手機正式入網許可證，今年
內都無法進入內地市場，再度打破「果
迷」的最終幻想。
上星期才有消息指，蘋果iPhone 6已

經通過3C認證，只欠工信部入網許
可，兩證齊全就可上市銷售。但有接近
蘋果人士向內媒《21世紀經濟報導》
透露，「原本，蘋果新版產品的入網許
可證（業內手機廠商稱之為『藍標』）
跟中國工信部都已經談得差不多，可以
在本月內搞定。但不知為何，再次告
吹，重新申請日期未定。」

「藍標」變黃備貨叫停
「iPhone 6的『藍標』(手機正式入

網許可證為藍色)又黃了。這一次，可
能要得等到2015年了。」隨着「藍

標」變黃，蘋果在內地的備貨計劃都要
暫停。消息人士表示，「在8月底，蘋
果針對中國制定了數千萬的備貨計劃，
並且已經投入生產，目前，大陸版
iPhone 6已經生產了10萬至30萬台。
但現在，蘋果不得不把內地市場的備貨
計劃暫停。」
若消息屬實，相信蘋果公司要重新申

請有關的入網牌照，最快都要在明年才
有機會可以確定能拿到入網許可，在此
之後才會啟動內地市場的銷售計劃。這
對蘋果的備貨計劃、上市價格、三大運
營商合約是否會受到影響，暫時仍無從
知曉。

三大電訊股昨均挫逾3%
當然，這一消息對本港一眾iPhone

炒家可謂帶來福音，本港的炒賣潮至
少延續至年底。但iPhone 6開賣遙遙
無期，對內地「果迷」及中資電訊股
就絕對是不利消息。內地「果迷」如
要快人一步購得新iPhone就得「引頸
以待」，被炒家「劏一頸血」，而三
大電訊商股價昨日全部見紅，紛紛跌
超過 3%，當中，中移動收報 94.95
元，跌3.80%；中電信(0728)收報4.71
元，跌4.85%；中聯通(0762)收報13.08
元，跌4.5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昨日雖然掛八號風球，上午全港

停工停課，但一眾「打工仔」及學生卻沒有因此而「瞓晏啲」，

反而準時於上午八時在電腦前血拚一番，不消十分鐘，所有

iPhone 6及6 Plus瞬間售罄。「果粉」「果農」的勤力或將有不

俗回報，內地傳媒報道指，iPhone 6今年都無望進入內地市場，

新iPhone炒價有望直升，本港炒賣潮或延至年底。這一「果農」

福音卻是內地電訊股的哀歌，三大電訊股昨應聲下瀉，拖累港股8

連跌，當中中移動(0941)收報94.95元，跌3.799%。

■內地傳媒報道
指，iPhone 6今
年都無望進入內
地市場，本港炒
賣潮或長至年
底。圖為熒幕為
4.7 吋的 iPhone
6（左）和熒幕
為 5.5 吋 的
iPhone 6 Plus
（右）。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