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 通
是眾多電訊商中，最多月費種類

選擇的一間，他們分別有本地、「中港」和大
中華月費計劃。本地月費包括253元、333元、

433元、533元；「中港」月費包括312元、412元、
512元；大中華月費包括488元、568元、698元。
本地月費計劃的基本數據流量分別為 1GB、

2.5GB、6GB、10GB，另附加內地基本數據由50MB
至200MB不等。當中月費253元和333元計劃的每月
額外香港數據流量增值為每0.5GB收取30元，月費
433元和533元計劃則為每1GB收取30元計算；內地
額外數據增值為每0.5GB收取50元。每個月費計劃
均須繳交18元行政費和38元指定增值服務費用。
128GB的iPhone 7需要先預繳5,880元才可購機上

台
，當中
只有533元的月費計劃可全數回贈。253元、333元、
433元月費計劃分別有2,280元、1,560元、600元的
上台費不能回贈。總成本最平約9,696元，最貴則要
14,136元。
至於 iPhone 7 Plus要先預繳6,780元才可購機上

台，當中沒有任何月費可以全數回贈。253元、333
元、433元、533元月費計劃分別有3,180元、2,460
元、1,500元、300元的上台費不能回贈。總成本最平
約10,596元，最貴則為14,436元。

3香港的 iPhone
7系列月費計劃有
4個價錢選擇，包
括298元、408元、
498元和638元，其本

地數據加攜號轉台之額外數據分別為
1.5GB、3.5GB、8GB和12GB。
128GB的iPhone 7需要先預繳5,880元才可購機上台，選用
498元和638元月費計劃可獲全數回贈，金額將於簽約期內24個
月分批扣除。298元和408元月費則分別有1,980元和880元的上
台費不能回贈。若簽約24個月，最平的總成本約10,500元，最
貴則為16,680元。
至於iPhone 7 Plus要先預繳6,780元才可購機上台，當中只有最
貴的638元月費計劃可獲全數回贈。其餘298元、408元以及498元
月費計劃分別有2,880元、1880元和780元的上台費不能回贈。若
簽約24個月，總成本最平約11,400元，最貴為16,680元。
另外，於3香港購買iPhone 7系列將可得到「7重賞」優惠，

當中包括於150家商戶消費後，獲得買一送一優惠、富衛保險
提供約機價50%的手機保險、送贈Casetify自製手機殼、
Flexi Pass提供的換機計劃、匯豐信用卡送出每月額外
2GB數據流量、6個月myTV SUPER的免費節目等。
更可加150元升級至「超級數據王」以無限上網；
逐次增值則38元增加200MB數據流量，90元
增加1GB數據流量。每月須額外繳交18元
行政費和39元或以
上指定增值
服務組
合。

數碼通的iPhone 7系列月費計劃
設有3個價錢選擇，包括298元、
408元和518元。每個月費計劃均

須繳交18元行政費和36元或以上指
定增值服務費用。

128GB的iPhone 7需要先預繳5,980元才可購機上台，當中只有
518元月費計劃可獲全數回贈。其餘298元和408元月費計劃分別有2,280元和980元
的上台費未能回贈。若簽約24個月，總成本最平約10,728元，最貴則為13,728元。
至於iPhone 7 Plus需要先預繳6,980元才可購機上台，當中沒有任何月費計劃可

獲全數回贈。298元、408元、518元月費計劃分別有3,180元、1,980元和680元的
上台價不能回贈。總成本最平約11,628元，最貴為14,408元。
此外，數碼通提供「重量級極速數據」服務，若每月另加128元可附加10GB數據流
量，若每月另加168元則可享有無限數據流量。惟需要注意當每月數據流量達到選用服

務計劃之上限，根據公平使用政策，數據服務仍可繼續，亦沒有速度限制或
數據流量上限，但使用網絡之優先次序將相對較低，數據服務體驗
或會受影響。若選用「iPhone超貼心智能手機計劃」並同時選
購任何一款iPhone，即可12個月內免費維修手機熒幕一
次；另加300元可將服務延長至24個月，加400元
則可於24個月內得到兩次維修手機熒幕

服務。

csl.的 iPhone
7 系列月費計
劃有4個價錢

選擇，包括 298
元、408元、498元、638

元，本地數據流量分別為 1GB、2.5GB、
6GB、10GB；每個月費計劃均須繳交18元行政費和39元或
以上指定增值服務費用。
128GB的iPhone 7需要先預繳5,888元才可購機上台，當中

只有498元和638元月費計劃可全數回贈。298元和408元月
費計劃分別有2,220元和900元的上台費不能回贈。總成本最
平約10,740元，最貴則要16,680元。
至於iPhone 7 Plus需要先預繳6,788元才可購機上台，當中

只有最貴的638元月費計劃可獲全數回贈。298元、408元和
498元月費計劃分別有3,150元、1,850元、750元的上台費不能
回贈。總成本最平約11,670元，最貴則為16,680元。
csl.的增值本地流動數據流量計劃，設有多
種數據組合。另加每月150元可使用無限
數據的「用量皇」計劃，惟需要留
意的是，流動數據到達某個指標
後會逐漸減慢。同樣每月另
加 150 元使用「競速
皇」服務，可享
10GB數據流

量。

中移動
香 港 的
iPhone 7
系 列 月
費有兩種

計劃，「飛常大
中華」數據流量的使用範圍包括本

港、內地、澳門和台灣，「全城移動」數據流量則只
限本地4G服務。前者月費選擇包括288元、378元、
488元、628元，後者包括268元、348元、448元、
578元，兩者的本地數據流量同樣分別為 1GB、
3GB、6GB、10GB。每個月費計劃均須繳交18元行
政費和33元或以上指定增值服務費用。
「飛常大中華」月費計劃中，128GB的 iPhone 7
需要先預繳5,880元才可購機上台，當中只有628元
月費計劃可獲全數回贈。288元、378元、488元月費
計劃分別有2,280元、1,560元、600元的上台費不能
回贈。總成本最平約10,416元，最貴為16,296元。
至於 iPhone 7 Plus要先預繳6,880元才可購機上
台，當中沒有任何月費可獲全數回贈，288元、378
元、488元、628元月費計劃分別有3,280元、2,560
元、1,600元和784元的上台費不能回贈。總成本最

平 約
11,416 元 ，
最 貴 為 17,080
元。「全城移動」月
費計劃中，128GB 容量
iPhone 7 最平的總成本約
9,936 元，最貴為 15,096
元；128GB容量iPhone
7 Plus最平的總成本約
10,936 元，最貴為
15,880元。
額外數據流量方

面，兩種月費計劃
計算方法相似，
1GB 和 3GB 流量
每增值0.5GB須繳
交30元，流量上限
由 1GB 至 30GB；
6GB和10GB流量計
劃每月增值0.5GB須
繳交20元，流量上限由
6GB至60GB。

3HK

買機送「7重賞」
數碼通

加錢可整「芒」 csl.加150元

享無限數據

今年第一輪iPhone 7的炒風似乎已曲終人散，「果農」有錢賺的固

然高興，炒價微燶亦毋須灰心，自用一樣可以稱心如意。除了在蘋果店

或官網購買手機外，眾多電訊商亦紛紛推出指定iPhone 7系列的月費

計劃吸客，實行搶佔「頭啖湯」。今期數據生活會為大家比較眾多電訊

商的iPhone 7系列月費計劃，為自用買家尋找最抵用的選擇。以下

會用較多人選購的內置容量128GB作價格比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中移動

出細機最平
聯通

出大機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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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蘇聯解體之後，全球
化就開始勢如破竹地展
開。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
化基本上是按照跨國企業

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產業佈局，以中國為代表的低級製
造業開始為西方國家的跨國企業做代工。當中國還在
一件產品賺幾美分、幾美元時，跨國公司所代表的利
益集團可以賺到幾十倍或者上百倍的利潤。全球化另
外的副產品是貧富嚴重分化，細化產業鏈的全球化模
式成為趨勢，並且全球高新技術移民已成為趨勢。

全球化帶來貧富分化
此時更加需要擁有全球範圍內的高度安全，只有每個
國家達至自己的完全安全，才能夠保證歐盟等各組織的
安全。美國因為自身的利益與安全，放縱在敘利亞伊斯
蘭國的恐怖主義行動，令敘利亞為首的中東難民大量湧
入歐盟，這成為推倒歐盟穩固安全鏈條的最後稻草。歐
盟的股市、資產、投資隨時可能因為恐怖襲擊大幅縮
水，防範恐怖威脅成為歐盟每個國家的任務。
西方國家主要以服務型產業、金融產業、汽車產業

來帶動整體中產階層的消費與經濟繁榮，但全球化所

帶來的財富使得這些消費難以消化經濟發展所帶來的
大量資金流量，房價高企成為西方國家繁榮的主要依
靠。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全面打破這一美夢，歐盟則因

為德國堅持製造業而勉強維繫，但英國則是高房價、
高福利。俄羅斯面臨2008年以來的經濟危機和西方國
家的經濟制裁，卻沒有全力啟動房地產經濟，這是因
為房地產經濟雖然可以短期內提振整體的消費額度，
且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但其後的副作用也是相當
大，民眾的幸福感指數馬上會降低。
如果俄羅斯房地產價格與歐洲國家或者美國持平，

那麼很多民眾就會選擇移民。再者，由於俄羅斯允許
雙重國籍，這樣會令民眾日後長期對於政府執政持否
定態度，可以投票否定未來政府內任何的領導人。
全球化借助網絡經濟快速發展，但基本上還屬於

粗放型的全球化。「911」後美國首先自己建立起自
己的安全網，但歐盟則在忙於增加更多的會員與影
響力，此時英國「脫歐」，基本上是建立屬於英國
自身的安全網，並且開始發揮英國的自身經濟特
色。

■美聯金融集團高級副總裁 陳偉明

英「脫歐」保持經濟特色 北水流入趨勢未結束
近日持續湧港

的北水有倒流跡
象，港股通上周
四錄得約5.6億

元淨流出，為8月8日以來首次走資。美聯儲議息
會議明確9月不加息，恒指曾升1.64%，缺乏北
水支撐下，港股當天升幅由早段高位顯著收窄，
最終只升0.4%。不過，北水暫時停來，並不表示
北水流入的趨勢已結束。

持貨佔恒指比重大
北水持貨佔恒指比重大，隨着北水佔港股成交

的比例增加，對港股已起舉足輕重的作用。自8
月底以來，北水佔港股成交漸增至5%以上，成
為港股市場主要買家。資料顯示，北水持有419
億元匯豐、384億元建行及249億元工行，為港股
通中，三大逾百億元的持股。
以港股通投資者十大持股計，其中6隻為恒指

成分股，包括匯控、建行、工行、中行、騰訊及
平保，佔恒指比重總共為39.18%。上周四起北水
扭轉大舉流入的趨勢，大市高位急回與此不無關

係。

北水沽貨四大原因
北水沽貨，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包括：一、美
聯儲表明9月不加息，美元仍弱人民幣回穩；
二、「十一」黃金假期將至，內地基金先行沽貨
套利；三、量度AH差價的恒生AH溢價指數已
由年內高位146，收窄至上周曾低見117.21，為
21個月以來低位，其中包括平保（2318）在內的
多隻H股溢價已倒掛；四、本月議息期完結，市
場暫缺乏炒作消息。
北水淨流出反映內地資金高位獲利，但北水未

來仍會持續買入一些不受內地經濟影響的港股，
例如國際大型股及本地地產股等。因此，北水流
入的趨勢仍將持續。
今次港股升市靠資金推動，若北水暫時停來，

港股短期走勢，要看有沒有其他資金流的支撐。
債息走勢反映市場風險胃納及資金流的變化，因
此債息走勢是後市要看的其中因素之一。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 陳羡明

美聯觀點 財技解碼

iPhone 7系列月費與流量
電訊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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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通

csl.

中移動香港「飛常大中華」

中移動香港「全城移動」

聯通（本地月費）

聯通（「中港」月費）

聯通（大中華月費）

製表：記者 張美婷

月費（數據流量）

298元（1.5GB）

298元（1GB）

298元（1GB）

288元（1GB）

268元（1GB）

253元（1GB）

312元（1GB）

488元（1GB）

408元（3.5GB）

408元（2.5GB）

408元（2.5GB）

378元（3GB）

348元（3GB）

333元（2.5GB）

412元（2.5GB）

568元（2GB）

498元（8GB）

518元（6GB）

498元（6GB）

488元（6GB）

448元（6GB）

433元（6GB）

512元（6GB）

698元（5GB）

638元（12GB）

－

638元（10GB）

628元（10GB）

578元（10GB）

533元（10GB）

－

－

iPhone 7最平總成本
電訊商

3HK

數碼通

csl.

中移動香港「飛常大中華」

中移動香港「全城移動」

聯通（本地月費）

註：以內置容量128GB型號比較、簽約24個月計算 製表：記者 張美婷

iPhone 7（元）

10,500

10,728

10,740

10,416

9,936

9,696

iPhone 7 Plus（元）

11,400

11,628

11,670

11,416

10,936

10,5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