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睇電訊商出機Plan

20172017年年1010月月3030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數  據  生  活B5 ■責任編輯：梁麗芬

搶唔到搶唔到iPhone XiPhone X？？

網貸公司
0息借錢炒iPhone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iPhone X於上星期五已經開

售，一如所料，開賣情況熱烈。如果你未能成功搶得iPhone

X，又想早買早享受，不妨考慮各大電訊商的上台出機Plan。

一眾電訊商早已推「出機plan」吸客，而且各有特色。今期數

據生活將會整理電訊商的iPhone X「出機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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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香港推出的 iPhone X上台月費計
劃，計及行政費及增值服務費，最低價
為每月355元，需簽約2年，計及機價
4,180元(64GB版本)，月費連機價入門價
為1.27萬元，該計劃享4GB數據，如攜
號轉台可額外獲2GB，;即合共6GB數
據。同時，3香港推出無限上網月費計
劃，每月555元，計及iPhone X 64GB
機價，兩年月費連機價為1.51萬元，而

iPhone X 256GB兩年月費連機價則為
1.63萬元。
另外，公司推出「換機王」舊換新服
務，讓客戶在換新電話時無須再約疊
約。「換機王」用戶於合約期的第7至
24個月期間，可以退回上台時購買的原
iPhone，取消舊約後再簽新約出機。3香
港iPhone客戶可於增值服務組合內選用
每月28元的「換機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婉玲）iPhone X
上周五在網上可供預訂，根據蘋果香港的
官方網站指，於約15:10分開始就可進入
預訂頁面。

先達舖接逾50訂單
一眾果迷及炒家當日蓄勢待發，希望搶
得「頭啖湯」，可惜僅約數分鐘，不論銀
色或太空灰色的64GB與256GB版本，網
頁均已顯示「暫無供應」，不少人失望離

場，不過亦有幸運兒成功一口氣掃得多部
iPhone X。
無論是自用或轉售，每次有新iPhone開

售，其「炒價」都會是全城焦點。先達多
間店舖負責人均看好今次的「炒價」，有
店舖負責人指，截至上周五已接獲超過50
部iPhone X的訂單，主要來自內地，較多
預訂256GB太空灰色版本。
不過他估計顏色對炒價影響不大，相信

每部 iPhone X水位可達約 5,000 至 1萬

元，他已預留500萬元至600萬元收機，
料每部機轉手可賺數百元。

256GB較受歡迎
另外，有店舖負責人亦指256GB較受歡

迎，截至上周五已接到過百訂單，部分客
人來自內地。
他估計，原價分別為8,588元及9,888元

的64GB和256GB版本，可炒至1.4萬元
及1.6萬元，升幅達63%和61%。

中國移動iPhone 升級優惠

須購買之手機

手機型號

iPhone 8
(64GB)

iPhone 8
(256GB)

iPhone 8
Plus(64GB)

iPhone 8
Plus
(256GB)

資料來源：中國移動官網

合約優惠價

$5,488

$6,688

$6,288

$7,488

指定期間內升級之手機

手機型號

iPhone X (64GB)

iPhone X (256GB)

iPhone X (64GB)

iPhone X (256GB)

iPhone X (64GB)

iPhone X (256GB)

iPhone X (64GB)

iPhone X (256GB)

合約優惠價

$7,988

$9,088

$7,988

$9,088

$7,988

$9,088

$7,988

$9,088

客戶需補回
之差價

$2,500

$3,600

$1,300

$2,400

$1,700

$2,800

$500

$1,600

iPhone X上台出機至抵月費
數碼通 3香港 csl. 1010 中國移動

64GB $284.2 $271.3 $272.2 $291.6 $131

256GB $280 $267.2 $267.2 $285.8 $122.7

*以6GB月費計劃計算出其扣除機價後的實際淨月費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電訊商

金融股將繼續引領
港股行情。長遠而
言，內地險企受惠金

融監管下的供給側改革。中共十九大中習近平表
示，實施全民參保計劃，完善養老保險制度。中央
支持養老保險，為內地養老保險業帶來龐大商機。
內地10年期國債收益率升至三年高，推升內險投
資收益率及改善利益差空間，使到板塊獲得重估。
其中平保（2318）及國壽（2628）債券配置具優
勢，料業績受惠債息上揚。

受惠國債收益率上升
10月20日，中國保監會就擬修訂的《保險公司
償付能力管理規定（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
見。償付能力徵求意見稿的落地，進一步明確
「50%、100%、B級」的償付能力充足率達標標
準，內地險企充足率均遠超最低標準；對真實性的
重點核查表明監管層從嚴從實監管的態度與決心，
對內地險企整體影響正面。
國債收益率上揚有助推升內險股的總投資收益

率，改善其主要利潤來源的利差空間，板塊因而獲
得重估。截至8月底，內地整體險企約48.4%的資
金配置於存款及債券類，近13%的資金配置於股票
及基金。人行上周三結束連續六天的大額淨投放，
加上市場預期監管政策將密集出台，資金面趨緊，
引致內地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上周上揚至3.755%，
較上月底抽升14.25點子，按年增逾100個點子。
截至6月底，平保及國壽於債券及其他固定收益

類投資的資金配置比例分別達65.8%及60%，勝過
同業平均水準，明顯受惠債息上揚。截至6月底，
平保淨投資收益率達5%，國壽總投資收益率達
4.62%。由於投資收益增加，國壽上周公佈首三季
純利增長98%，高於盈喜的95%，第三季增長超
過3.6倍。

行業競爭格局改善
總之，保險龍頭企業短期受益於行業競爭格局改

善，中長期受益於消費升級帶來的保障型保險高增
長，近期債息上揚推動內險股重估持續。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研究部主管陳羨明

如果你是手機不離手的用戶，每個月
都「爆數據」，SmarTone的 iPhone X
上台計劃中，518元的月費計劃就可能
適合你。計劃包括本地 10GB數據用
量，再送 FUP無限數據。不過如果你對
上網速度非常有要求的話就要留意，因
為當超過 10GB用量後，而又不想受

FUP的慢網速所限，每1GB的收費高達
100元。
另外，既然 csl.來勢洶洶要搶客，

SmarTone 當然也不甘示弱，反擊對
方。凡csl./1010/ SUN Mobile客戶攜號
轉台至SmarTone，更可於整個合約期
內額外回贈每月18元行政費。

中國移動都同樣推出升級優惠，為一眾
果迷提供 iPhone 8 升級 iPhone X 的選
擇，方便客戶不需要再去先達賣二手機，
只要去門市就做到。升級計劃只適用於新
客戶選用或指定現有客戶升級至指定服務
計劃，並簽訂24個月合約，及以自動轉
賬方式繳付相關服務月費(每月須另繳付
18元行政費)。客戶須同時以合約優惠價
購買iPhone 8或iPhone 8 Plus。
其後，客戶須在iPhone X開售後的3至
6 個月內親身到門市退回 iPhone 8 或
iPhone 8 Plus，退回之iPhone須為購買時
同一序列號之手機，以及補回差價同時換
購iPhone X以完成「舊機換新機」申請
程序。客戶換購iPhone X時須重新選用
指定服務計劃。

csl.今次打正旗號要搶客，凡數碼通
及香港寬頻客戶攜號轉台，選用498元
及638元，分別為6GB和10GB月費計
劃的用戶，即獲送可享無限數據的「用

量皇」。有關的轉台客戶須選用指定
24個月承諾期。買機上台服務客戶並
須同時選用月費總值不少於39元之增
值服務。

3香港「換機」無須約疊約

csl.攜號轉台送無限數據

中移買iPhone 8
可升級至X數碼通10GB月費僅$518

iPhone X首批炒價
最高達1.6萬

每年蘋果公司發佈新一代 iPhone都會在
香港掀起一輪炒賣風潮，網上借貸公司
MoneyMonkey表示，得悉iPhone X入門
門檻高，令不少有意投資於熱潮中的港人
卻步，故特意推出零利息定額9,888元貸
款，助有意加入新一輪炒iPhone X狂熱市
民入市。

需首月全數還清
MoneyMonkey的 iPhone X貸款申請期

由即日起至下月24日，貸款申請者必須為
18歲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及具收入證明的
全職人士。
該公司指，貸款過程手續簡單，申請者

只須網上遞交身份證、住址證明、最近一
個月銀行月結單和糧單即可。如獲成功批
核，簽約和放款亦只須網上辦妥。產品的
主要賣點為0手續費及首月全數還清0利
息，如客戶選擇分期貸款，可自訂貸款還
款期數，貸款期長達十二個月。

對安倍的粉絲來說，上周提前大
選的結果可謂喜事一樁。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領導的執政聯盟保住了三
分之二的「超級多數」優勢，為他
成為該國在位時間最長的首相鋪平
道路。
這次勝利或許讓實施將近5年之

久的通貨再膨脹計劃煥發新生。但
這幾年來，安倍對改革大膽承諾，
後續跟進卻總是走樣。因此，這一
次他有可能利用重新當選的機會首
先修訂日本的和平憲法，而並不急
於實施改革。這或許會讓日本股市
長時間以來的漲勢陷入衰竭。自
2016年11月4日以來，日股日經指
數已經上漲了26.9%。

經濟已連續增長6季
政府在放寬市場監管、削減辦公
機構繁文縟節以及鼓勵創業方面，

政策行動極為遲緩，從中可以看出
為何日本在失業率處於23年低點之
際，薪資卻依然持平。
日本經濟已經連續增長了6個季

度，持續時間為2006年以來最長，
但企業仍不願意進一步和員工分享
獲利，也不想為共計2.7萬億美元的
現金儲備尋找用途。8月實質薪資僅
上漲0.1%，7月為下降1.1%，日本
央行推動通脹升向2%目標的努力受
挫。

倘減企業稅 效果顯著
從理論上講，選舉結果為安倍所

在的自民黨掃清了道路，使之在經
濟方面可以更加大膽一點。安倍經
濟學的三支箭，第一支箭就是日本
央行，幾乎可以肯定，央行將保持
貨幣寬鬆，繼續壓低日圓匯率和公
債收益率。不過，政府若能射出財

政之箭，調降將近36%的企業稅
率，將可助貨幣政策發揮更大作
用。此外，改善初創企業生存環
境、放寬束縛嚴重的勞動力監管並
鼓勵女性就業，這些構成第三支箭
的政策措施也將起到同樣作用。
很不幸，如果說安倍在改革問題

上信口開河，他絕對當之無愧。他
在2014年的勝選曾激勵市場樂觀認
為，深入的結構性改革即將到來，
但安倍卻把重點放在了修憲上面。
現在他仍想要修訂憲法第九條，該
條款不允許日本配備常規軍隊。
但是，只要安倍能真正打破日本

長久以來的通縮趨勢，將會為自己
在經濟歷史教科書中永久贏得一席
之地，同時收穫遍地掌聲。他所需
要做的只是放手去幹。

■路透熱點透視專欄作家
William Pesek

■■iPhone XiPhone X上星期五開上星期五開
售售，，情況熱烈情況熱烈。。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