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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移動擬今年50城開通5G
利用4G站址資源 年內建逾5萬基站

不通欄二條不通欄二條不通欄二條

楊傑指，中移動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4G網絡，
4G基站數量佔到全中國一半以上，也佔到全球

的30%，超過240萬。集團將充分利用4G站址資源
建設5G，實現快速網絡部署。他又稱，將聯合信息
通信業上下游企業，加快推動5G芯片、終端、設
備、應用等全產業鏈成熟發展；聯合其他電信運營企
業，通過市場化機制推進行業合作和5G共建共享，
集約高效實現5G網絡覆蓋。

首批5G終端或7月底上市
至於面向個人的5G應用，中移動計劃投入30億元
（人民幣，下同），實施5G+超高清創新發展計
劃，推5G超高清視頻、超高清5G快遊戲、超高清
視頻彩鈴等。
此外，中移動加速推進5G終端對4G終端的替

代。副總裁李慧鏑表示，今年5G手機以旗艦為主，
價格超過5,000元，預計明年中實現中端覆蓋，明年
底推出1,000元至2,000元檔次的5G手機，高、中、
低端5G產品協同發展，實現5G替換4G，屆時5G終
端的整體市場容量將在數千萬至億級。
發佈會上，中移動還聯合31家合作夥伴發佈42款

5G商用終端，李慧鏑稱，這42款商用終端，涵蓋13
款手機、3款芯片、13款數據終端，以及13款泛5G
智能終端。這意味着終端入市後，第一批消費者將擁
有更大選擇範圍。首批交付的11款5G終端超過萬

台，包括華為、OPPO、vivo、中興、小米、一加、
三星、TCL和中國移動自主品牌的智能手機和數據
CPE。預計首批終端7月取得國家入網許可，最早7
月底上市，滿足5G商用初期消費及垂直行業需求。

便捷開通 不高於4G單價
至於5G價格，中移動副總裁簡勤表示，支持用戶

不換卡、不換號，便捷開通5G。「5G流量應該不會
高於4G的單價，基礎套餐加多場景計費，推動網齡
計劃，網齡越長的優惠越大」。
對於5G未來的應用前景，楊傑稱，要「推動5G融

入百業」，中移動正面向工業、農業等14個重點行
業，聚焦74個場景，開展5G應用創新。比如，工業
互聯網領域，與製造企業合作，開展5G搬運機器人、
視頻質檢、遠程現場等智能工廠應用；在智慧交通領
域，與汽車廠商合作推出全球首款量產的5G乘用車和
國內第一輛商用5G自動駕駛園區車；在智慧醫療領
域，和知名醫院合作，完成中國首例基於5G的遠程腦
外科人體手術；在智慧能源領域，與電力企業合作打
造5G智能電網和全國首個5G智慧電廠等。

設聯創基金 首期資金到位
另外，中移動設立5G聯創產業基金，總規模300億
元，首期70億元至100億元已募集到位，主要聚焦5G
核心技術和重點應用領域，提供產業創新資本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上海報道）距離拿到5G商用牌照僅20天，中國移動就作

出重大部署，公司昨日在上海舉行「5G+」計劃發佈會，董事長楊傑表示，加快建設全

球最大規模5G網絡，計劃今年在內地建設超過5萬個5G基站，在超過50個城市提供5G

商用服務。到明年，5G商用服務將覆蓋所有地級以上城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滬
深A股昨日全線低開，銀行及保險等權重股大
跌，拖累大市向下，結束之前6日漲勢。截至
收盤，上證綜指跌0.87%，報2,982點；深證
成指跌 1.02%，報 9,118 點；創業板指跌
1.06%，報1,498點。不過，市場交投相對活
躍，滬深兩市成交額5,133億元（人民幣，下
同），較上日增加183億元。此外，市場震盪
中亦迎來中日ETF正式互通，業內稱有望為A
股帶來增量資金。

ETF互通 有望引入新資金
首批4隻中日互通ETF包括易方達日興資管
日經225ETF、華夏野村日經225ETF、南方頂
峰 TOPIX ETF 和 華 安 三 菱 日 聯 日 經
225ETF，昨日正式上市掛牌交易。其中，華

夏、易方達和華安的產品跟蹤日經225指數，
而南方的產品則跟蹤東京證券指數。中國證監
會副主席方星海表示，中國資本市場持續擴大
開放，ETF互通是中日資本市場合作開始。還
有券商人士稱，中日ETF互通利好A股，可為
市場帶來增量資金。
4隻ETF上市後出現一定折價，相較前一日
的淨值出現略微下跌。業內認為，折價意味着
套利空間，因ETF交易方式既可以在一級市場
申購贖回，亦可在二級市場交易，因此有着低
買高賣的套利收益。

恐被美制裁 銀行股走弱
昨日大市下跌，主因銀行股出現一輪異動，

招商銀行盤中跌8.46%，交通銀行盤中跌3%、
浦發銀行盤中跌4%。此外，滬深300內地銀行

指數跌2.12%。市場人士認為，中國人民銀行
周一指今年1月至5月對小微企業的貸款增
加，由於它們更易受經濟放緩衝擊，引發對銀
行資產負債表狀況的擔憂。另一個原因是有外
媒報道稱，浦東發展銀行、交通銀行和招商銀
行受到涉嫌違反有關制裁朝鮮的法律，有可能
被拒絕進入美國金融體系。
上述3銀行午後相繼作出回應，均表示沒有
受到因涉嫌違反任何制裁法律的相關調查。傳
聞澄清後，招商銀行快速拉起，收市跌幅收窄
到4.82%；交通銀行、浦發銀行亦跌幅收窄，
浦發銀行最終收低2.99%。

黃金股券商股水漲船高
昨日漲幅居前的板塊為黃金概念、證券等

股。金價持續上漲，黃金概念股亦水漲船高，
鞍重股份、赤峰黃金、恒邦股份、山東黃金等
漲停。券商股尾盤拉升明顯，科創板新股網上
申購臨近，板塊中長城證券、華林證券等漲
停。
巨豐投顧認為，昨日銀行闢謠利空傳聞，指

數牛行情並未遭到破壞，臨近半年末時點，市
場流動性總量維持在高位，總體近期多重利好
促使A股走強。容維證券稱，大盤回落屬於正
常的調整，當前，指數經過近兩個月的橫盤震
盪，已經從築底形態逐步演化成上升形態，後
市大盤在充分回調後借助量能配合有望走出一
波上漲行情。

中日ETF相通 A股未見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

美國採取保護主義，持續對新興
市場構成一大風險，道富集團旗
下資產管理公司道富環球投資管
理昨發表今年年中環球市場展
望，指出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
前景繼續為股票和債券投資者帶
來機會。道富環球投資管理亞太
區投資部主管安奇雲( Kevin An-
derson)認為，相對於其他地區，
新興市場股票估值處於歷來最低
水平，每股盈利預測持續向好。

中國回穩利好新興市場
該公司認為新興市場具有吸引

力，雖然中美貿易緊張關係構成
風險，但新興市場的長期增長前
景未受影響。固定收益投資方
面，即使當地貨幣在短期較波
動，但新興市場債券提供較高收
益，預期可帶動長期回報上升。
整體來看，中國經濟回穩亦利好
新興市場表現。
雖然貿易風險在近月受到高度

關注，但由於美國聯儲局政策取
態轉趨溫和，道富環球投資管理
認為環球經濟仍有溫和增長的空

間。該行解釋，美國和全球首季
經濟增長並未如市場預期般差，
工資通脹上升的同時，整體通脹
仍處於受控水平。
去年12月，受中美貿易摩擦影
響，加上不少人認為聯儲局收緊
政策步伐過急，以致市場過度憂
慮全球增長前景，現時貿易風險
仍然存在，但聯儲局政策立場已
經改變，該行認為今輪經濟周期
有機會延長，尤其是美國仍具顯
著增長動力，但須密切留意貿易
形勢的發展。

防守投資應對環球風險
因此，該公司預計企業盈利仍

有增長，不過環球經濟面對重大
地緣政治和增長風險，或隨時引
發市場急劇波動，投資者需要保
持審慎。該行繼續對股票持偏高
比重，但由於基本因素與回報脫
節及貿易風險增加，投資者應維
持防守性部署。相反，若貿易風
險緩和，盈利增長勢頭能延續至
今年下半年，則相對於今輪經濟
周期和過往周期的角度來看，股
票估值仍屬合理。

道富：中印維持增長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財政部昨
日公告，中央政府將於7月4日在
澳門發行20億元人民幣國債。此舉
是支持澳門發展特色金融，促進澳
門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的重
要舉措，也是澳門人民幣市場發
展的里程碑，對於引導更多發行
體在澳門發行人民幣債券、加快
推動澳門債券市場建設具有重要意
義。本次發行將同時面向機構投資
者和澳門居民。
中信證券固收研究主管明明表

示，這是財政部首次在澳門發行
國債，對於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

有比較大的意義，既可以增加在
澳門人民幣資金的可投資標的，
也有利於形成有效的殖利率曲
線，幫助提高澳門利率市場的市
場效率並進一步完善定價機制。
另外，中國人民銀行在香港發

行的1個月及6個月央票將於今日
（26日）投標。投行美銀美林昨
發表報告稱，此次發行將有助於
建立離岸人民幣(CNH)收益率曲
線，並控制人民幣潛在投機性貶
值壓力；由於香港銀行仍持有大
量人民幣資金，預期是次央票的
發行將會被市場充分吸收。

財政部下周澳門首發人債

■道富環球投資管理認為環球經濟仍有溫和增長的空間，又指美國首季
增長並未如市場預期般差。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安
永昨日在滬發佈的A股IPO報告顯示，今年上
半年共有64家公司首發上市，籌資604億元
（人民幣，下同）。眼下企業上市積極性高
企，今年中證監排隊上市企業已達419家，較
去年底激增約51%。至於在上海證交所排隊的
科創板企業已達125家，料首批登場企業將逾
30家。

A股新股半年通過率88%
從籌資規模看，上半年A股10億元以下的新

股籌資額佔比43%，比去年同期升17個百分
點。由於缺乏巨型IPO，預計今年上半年籌資
額同比減少35%，但新股平均籌資額仍維持

2012年以來較高水平。上半年新股發行通過率
提高達到88%，同比提高39個百分點；新股終
止審查數量降低，從2018年上半年的84家下
降到15家，同比下降82%。
科技、傳媒和通信，材料和工業企業並列新

股發行數量第一；得益於巨型IPO寶豐能源的
上市，材料行業列上半年籌資額行業第一。城
商和農商銀行上半年有4家上市，其中3家進
入前十大IPO。
本月13日科創板已正式開板，料在2個月內
迎來首批掛牌企業，但業內對屆時有多少企業
存有爭議，預測由10家至50家不等。安永審
計服務合夥人汪陽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
示，創業板開板時首批掛牌企業有28家，預料
科創板首批掛牌企業數量也不會少於此數，從
目前排會、審核及註冊等進度來看，推測應該
在30多家，但不會到50家。

大型企業等待首批反饋
目前尚未有知名大型企業申請上科創板，汪

陽解釋，這主要是由於政策推出時間緊湊，監
管層希望盡快開板、上市，惟大型企業籌備
IPO需要一定時間，該行服務對象中有比目前
科創板排隊企業體量更大，但現時還在準備
中。此外，大規模科創型企業在海外上市，估
值不一定比內地低，故料大型企業在看到首批
科創企業上市的市場反饋後，才會決定在哪裡
上市。

近期有媒體對兩間科創板排隊企業提出較大
質疑，汪陽認為，上交所科創板的審核已是全
球最透明，審核過程中任何資料都可在上交所
網站看到，監管態度亦是公開透明。其中，部
分質疑內容，對中介機構和交易所提出更嚴格
的要求，或需書面資料結合現場調研方可核
實，整體而言在高度透明的審核過程中，對中
介機構、審核機關的挑戰會更大一點。

滬倫通料年內雙向投資
滬倫通日前在英國正式啟動，不過是西向業

務先行。談及東向業務何時啟動，汪陽說，海
外企業對中國市場不熟悉，亦不知中國投資人
喜歡什麼樣的企業，且發行發行存託憑證
（DR）需具備一定條件，審核還需要過程，
因此很難說下半年一定有確切幾家推出，但目
前監管層還是希望年度內能夠實現滬倫通雙向
投資。

滬科創板首批或逾30家掛牌

中移動5G+計劃主要內容
1，推動5G和4G技術共享、資源共享、覆蓋協

同、業務協同，加快建設覆蓋全國的5G網絡。

2，與人工智能、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及邊緣
計算等新興技術深度融合，打造以5G為中心的
泛智能基礎設施。

3，構建5G開放型生態體系，推進5G產業合作。

4，推進5G+X，推動5G融入百業、服務大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整理

■安永審計服務合夥人汪陽（中）等在滬發佈
最新IPO報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攝

■華夏野村日經225
等4隻交易型開放式
指數基金（ETF）昨
在上交所掛牌，同日
4隻以中國A股市場
為投資標的的 ETF
亮相東京證券交易
所，標誌着全球第
二、三大資本市場
「牽手」進入新階
段。 新華社

■中國移動在上海發佈5G+計劃，並聯合31家合作夥伴
發佈42款5G商用終端。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攝

■■中國移動董事長楊傑指中國移動董事長楊傑指，，將聯合其他電信運營企業將聯合其他電信運營企業，，通過市場化機制推通過市場化機制推
進行業合作和進行業合作和55GG共建共享共建共享，，集約高效實現集約高效實現55GG網絡覆蓋網絡覆蓋。。 上海傳真上海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