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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美聯儲開啟減息大門 股市振奮憂經濟惡化 石油沽空加劇

全球5G已進入商用部署關鍵期，除了中國內地
外，韓國、美國、瑞士、英國等都已陸續開

通5G服務，到底5G有何厲害之處？是1秒1GB的
高清電影下載速度？打機更順畫面更靚？當然不止
於此。5G的超高網速、超低延遲、超廣連接的特
點，以及保證終端的低功耗和低成本等優勢，是運
行萬物互聯、金融保安、雲端計算、智慧城市等社
會民生發展的必要條件。根據國泰君安證券研究報
告，5G只是一種手段，智能家居、物聯網、智慧
城市、智能交通、環境監測都是其應用場景，日後
如果與5G結合，將會催生各行各業的新應用、新
業務和新商業模式。

接入物聯網 遠程控制家電
單靠字面或未必可以輕易感受到5G的好處，事
實上，這些場景與5G結合後，可產生非常大的效
益及帶來生活便利。舉個例子，5G出現勢必令互
聯網發展成物聯網，而所謂物聯網即可以將所有能
接入網絡的機器、電器、設備、設施、監測系統等
等都接入網絡中，比起互聯網只可以將電腦和手機
等設備接入網絡，物聯網的接入、控制及應用的範
圍更廣更闊。
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在物聯網下，當汽車與車主

家居的電器之間可進行通訊，意味在炎炎夏天，車
主開車歸家途中，汽車已經指示冷氣機啟動，當回
家時家中已經涼浸浸；而在臨到家門之前，汽車亦
已指示家裡的電燈啟亮。而除了個人應用層面，亦
可擴展至更大範圍應用，如室內可將感應器與冷氣
連接，當感應器察覺人流多寡，即可智能調節冷氣
機溫度、抽氣扇力度等等。

超越時地限制 睇樓和旅行
5G與其他技術結合下，還可為各行各業帶來發
展新商業模式機會。以VR（虛擬實境）、AR（擴
增實境）技術為例，旅遊業可藉VR技術，使遊客
足不出戶就可以感受各地風光；地產業亦可藉VR
技術，「開放」樓盤予客人睇樓，從而拓寬銷售渠
道；網購亦可藉AR技術，讓顧客可Online「試上
身」，從而提供更好服務體驗。

邁向全自動化精準生產
因應5G亦具有「低時延、大連接、高速率」特

點，更可應用在醫療、AI（人工智能）、無人駕駛
及工業等需要作出迅速反應的領域，如醫生可以透
過已連接的醫療設備進行遠程醫療；工業機器人可
進一步「進化」，滿足工業製造過程中對精度和強
度的要求，最終使工廠實現自動化；農業機械化程
度亦得以提升，甚至可利用無人機監控農作物等；
無人駕駛汽車可以迅速閃避突然跑出馬路的行人、
小狗。
以上只是5G應用簡例，因應5G仍是一項新鮮

事，與其他技術結合可產生的化學作用仍然是無可
估量。當萬物互聯之後，基本上人手可以操控到的
事情，借助5G的幫助，日後機器/系統都可以代
勞。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5G做不到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要趕上5G時代，不少人自然聯想到
「係時候換手機」，若消費者想體驗5G網絡速度就必須購買5G手
機，雖然內地上周才正式發出5G牌照，但其實內地手機設備供應商
如華為、OPPO、小米等早已在歐洲國家推出5G智能手機，不過價
錢仍然處於稍貴階段，如果消費者想換一部更廉價的5G手機或需要
等到明年底。

低價機或明年底面世
目前在市面上5G手機的選擇並不多，其中華為Mate X官方定價為

2,299歐元（折合約2萬港元），而OPPO Reno 5G版官方定價899
歐元（折合約7,935港元），就算是小米推出的MIX3 5G版官方定價
599歐元（折合約5,287港元），意味短期內想入手中低價錢機種仍
然有難度。
而是次獲中國發5G牌的中國移動就曾作出預測，料至今年年底5G

手機價格在1,000元人民幣（折合約5,673港元），不過至明年年底
5G將會向中低價位下探，部分5G手機的價格可能會降至1,000元
（折合約1,135港元）。至於在數據費用方面，內媒就估計最快下月
將會有5G上網套餐推出。

內地僅重點城市設基站
不過，業內人士認為5G網絡建設仍處於早期階段，包括內地3大

運營商只在一些重點城市的核心區域建設了5G基站，且仍處於調試
階段，以致覆蓋率有限，因此就算升級至5G手機，體驗亦未必好。

製表：記者馬翠媚

中×地產

美×物業

車聯網
汽車製造商、軟
件供應商、平台
提供商和移動運
營商探索各種商
業模式，如平台
開發、廣告及大
數據

無線醫療
醫療行業可採用可穿戴或便攜
設備集成遠程診斷、遠程手術
和遠程醫療監控等解決方案

智能製造
無線機器人雲端控制

智慧能源
將可再生能源整合到
能源電網中，有助降
低成本和提高可靠性

VR、AR
虛擬現實（VR）與增
強現實（AR）的應
用，例如地產代理可
應 用 VR 技 術 「 開
放」樓盤予客人睇樓

聯網無人機
可以在安全和運輸領域上
應用無人機

無線家庭娛樂
超高清8K視頻和雲遊戲等

社交網絡
超高清及全景直播

個人AI輔助
可穿戴和智能助理結合下的
智能設備

智慧城市
利用人工智能的視頻
監控

■資料來源：華為
《5G時代十大應用
場景白皮書》
製表：記者馬翠媚

5G十大應用場景

5G時代殺到，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上

周向內地三大電訊運營商包括中國電

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以及中國廣

播電視網絡發放5G商用牌照，意味內

地比原本規劃提早半年踏入5G商用元

年，香港亦有望在明年推出5G服務。

到底5G時代來臨，會對市民的生活帶

來多大的便利？今期《數據生活》試下

為大家尋求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我們的我們的55GG新生活新生活

5G手機最平逾$5000

上周二，美國聯儲
局主席鮑威爾在芝加
哥舉行的一個研討會
上發表開幕演講。他

特別表示，聯儲局有需要時會採取適當行動，應對
貿易戰帶來的風險，確保美國經濟增長，有關言論
被市場解讀為暗示聯儲局會減息，刺激當天美股全
線上升，三大主要指數升幅均超過2%，是五個月
以來最大單日升幅。美元短暫跳水後很快反彈，美
國長端國債收益率也在小幅下降後反彈並超越演講
前的點位。
近期，全球風險資產遭到拋售。全球股市、主要

大宗商品、一些新興國家貨幣都遭遇了較大的跌
幅，原油更是展開了近乎崩盤式的下跌，而黃金作
為避險資產則表現最好。

全球製造業齊轉弱
此輪全球風險資產下跌，是經濟周期運行本身的

內在原因，外加美國與全球主要經濟體特別是第二
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衝突升級的衝擊所致。
經濟周期方面，近期的資料表明，歐、美、中等

主要經濟體製造業等方面資料偏弱，尤其是美國，

隨着特朗普稅改效應逐漸消退，經濟增長未見新的
動能，與此同時，全球經濟的放緩，也從外部對美
國經濟增長構成了壓力。
貿易衝突方面，全球資本市場都在擔心，特朗普

政府「四處樹敵」的貿易政策，會讓正處下滑階段
的經濟周期「雪上加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總幹事拉加德警告，中美一旦向雙方所有出
口產品加徵關稅，將會導致明年全球經濟倒退
0.5%。這導致美國長端國債收益率迅速下降，收
益率曲線再度倒掛。投資者出於對風險的管控，拋
售風險資產，轉而配置避險資產。

表態確保經濟增長
是否降息將取決於下行風險演進。在這一背景

下，鮑威爾這一明確表態，有助於阻斷「經濟下
行—金融收緊—需求轉弱」這一典型的惡性循環，
有關言論開啟了減息的大門，提振股市，聯邦基金
利率期貨隱含今年降息2-3次。鮑威爾的表態表
明，聯儲局繼續處於「耐心等待」模式，後續貿易
摩擦等風險因素的演進仍是關鍵。若下行風險顯著
加劇，聯儲局可能降息進行對沖。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研究部主管陳羨明

1G
時期：1980
最高下載速度：2.4kbps
用途：電話
下載1條800mb大小影片
需時：做不到

時期：2020
最高下載速度：20Gbps
用途：電話、簡訊、上網、睇超高清畫質片及3D
片、智能家居、AI等
下載1條800mb大小影片需時：約1秒

5G

2G
時期：1990
最高下載速度：100kbps
用途：電話、簡訊
下載1條800mb大小影片
需時：約7小時17分鐘

4G
時期：2008 最高下載速度：1Gbps
用途：電話、簡訊、上網、睇片
下載1條800mb大小影片需時：約43秒

3G
時期：2001
最高下載速度：42Mbps
用途：電話、簡訊、上網
下載1條800mb大小影片
需時：約4小時44分鐘

由1G到5G的演變

在圍繞全球經濟前景和石油消費
的擔憂升溫之際，對沖基金經理加
大了沽空原油和油品的力度。截至5
月28日的一周，對沖基金和其他基
金經理賣出1.22億桶六大石油期貨
期權合約，創2018年10月以來單周
最大賣出規模。
基金經理賣出布蘭特原油(4,100
萬桶)、紐約商業期貨交易所和洲際
交易所(ICE)西德克薩斯中質油
(3,800 萬桶)、美國汽油 (1,100 萬
桶)、美國取暖油(1,200萬桶)和歐洲
柴油(2,000萬桶)。

預期油價將大跌
4月23日以來的五周，基金賣出
1.86億桶石油期貨和期權，此前在
始於1月8日的15周內買入6.09億
桶。
回顧過去，4月23日被證明是一
個重要轉折點，基金從積累多倉轉
變為開始新一輪賣空。在早期階

段，從積累多倉到解除多倉的轉變
可能主要受市場已過度上漲、應當
回調的擔憂驅動。
截至4月23日，對沖基金經理所

持多空倉比例接近9:1，高於年初時
的不到2:1。
最近幾年，多倉或空倉大規模集

中通常都預示着價格趨勢的逆轉，
到4月時對沖基金倉位已變得非常
不平衡。
但是最近沽空的速度加快，因為

投資經理愈發擔心全球經濟以及石
油消費增長可能減速。由於投資經
理預期油價將深度回調，他們紛紛
清算此前的多倉，並開始建立新的
空倉。

前景堪憂 避險需求升
自5月初以來，對經濟缺乏信心

已打擊全球股市，並推動避險債市
上揚。基金倉位和石油價格同樣受
到這波負面情緒的衝擊。

對全球經濟的擔憂加劇，蓋過了
對美國制裁伊朗和委內瑞拉以及俄
羅斯出口管線受污染造成的供應中
斷的疑慮。
鑑於全球股市上周後半段下跌的

程度，基金經理可能自5月28日以
來持續拋售了原油和油品。這波拋
售後，對沖基金持有的六大合約多
倉總規模5月28日時已下降至7.25
億桶。淨多倉規模從4月 23日的
9.11億桶下滑，但仍然比1月8日觸
及的近期低位3.02億桶高出一倍
多。
對沖基金多倉仍大於空倉，多空

比例為5:1，較年初時的2:1上升一
倍多。基本面而言，油市在供應相
對偏多的假設與需求前景偏空這兩
者間維繫着一種不穩定的平衡。從
倉位角度來說，過剩的多倉被拋售
已使下行風險減少了一些、但不是
全部。

■路透市場分析師John K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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