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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AXON 10 Pro已發貨 華為Mate 20 X周五開售

■中興5G手機AXON 10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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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透視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人幣急貶 全球放水呼聲高讓美元貶值 代價太大

強勢美元是對美國投下的信任
票，也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眼中
釘、肉中刺。他抨擊其他國家放任
本幣兌美元貶值，特別是中國。特
朗普政府同樣可以讓美元貶值，但
要付出代價。
傳統的辦法是在外匯市場上賣美
元。美國從1990年代以來就很少這
麼做了，最近白宮排除了這種做
法。況且要想左右一個每日成交額
超過5萬億美元的市場，並非易
事。

收回減稅措施恐適得其反
還有其他一些選擇。一種貨幣的
價值部分反映的是一國經濟前景，
因此特朗普可以讓美國經濟前景變
得不那麼具有吸引力。最簡單的做
法就是收回他2018年減稅帶來的刺

激。但這從政治上來講很難，而且
如果投資者認為稅收增加將促進美
國經濟繁榮，就會適得其反地提振
美元。
或者他可以減弱美國資產的吸引

力。這是可行的。一項由民主黨和
共和黨參議員共同提出的議案草案
尋求對外資購買美國資產徵稅，並
將控制匯率的任務交給美聯儲。民
主黨總統候選人沃倫 (Elizabeth
Warren)也支持美元貶值。但嚇退
外國買家可能會提高政府和企業的
借貸成本，並削弱股市。對於一位
喜歡將股市上漲歸功於自己的總統
而言，這並非理想之舉。
他還有其他工具。可以直接了當

威脅推出會破壞美國經濟信心的政
策。在這方面，特朗普是只有想不
到沒有做不到的。他可以建議炒掉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或者建議那些
領導人的意見與他相左的州脫離聯
邦。或者甩出這樣的問題：既然美
國和中國正在打貿易戰，美國何必
還要履行對中國持有的1.1萬億美
元美債所承擔的義務呢？

貿戰停止 美元自然跌
貿易戰或許也能提供另一個辦法

──那就是特朗普宣佈停戰。在局
勢緊張時期，投資者會買入美國債
券和美元，因為這些資產安全而且
流動性好。
即便緊張局勢是由美國引起的，

投資者還是會這麼做。讓貿易回到
正軌，並緩解全球緊張局勢，則美
元或許也會隨之下跌。

■路透熱點透視專欄作家
John Foley

8月5日上午，人民幣兌美元下跌至7.0352、單日
貶值幅度達1.3%並正式抵達「破7」的心理關口。對
於人民幣迅速「破7」，中國央行發佈的官方解釋，
主要表達了這樣的意思：「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國
際收支有很強的調節作用，外匯市場自身會找到均
衡。」
可見，人民幣「破7」作為市場化調整，確認了中
國貨幣當局允許人民幣「破7」的立場。
人民幣貶值後，隔夜美元指數亦有所走弱，顯示出

貿易摩擦的進一步升級對美國經濟的負面影響開始加
大。全球的風險資產在本次人民幣貶值的負面反應顯
示，發達經濟體貨幣寬鬆預期也明顯上升。

避險資產上漲
在人民幣「破7」後，全球金融市場整體風險資產
下行，避險資產上漲。從金融市場的表現看，市場將
人民幣「破7」理解為中美貿易問題前景可能面臨更
多不確定性。顯然，目前金融市場更關注人民銀行解
釋的邏輯。

後市人民幣的貶值壓力會有所增加，結匯率再次大
幅下降，表明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依然較弱。從
短期來說，人民幣破了重要心理關口之後，繼續往下
探不無可能。原因是：其一，中美經貿摩擦繼續升
級。特朗普此前曾多次指責中國「操縱匯率」來獲得
貿易優勢，本次人民幣兌美元大幅貶值，可以部分對
沖本次美國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稅的影響，而這更
會撩撥特朗普敏感的神經；其二，中美長期利差未來
存在縮小的可能性。

人幣料不會長期貶值
從更長期來看，匯率走向依然取決於中美經濟基本
面的表現。中美經濟周期錯位的格局將逐漸顯性化，
過去幾年中國經濟結構持續調整，未來增長將更多依
靠內需拉動。因此，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基本面並不
支持人民幣匯率持續貶值。正如人民銀行解釋的另一
層意思一樣，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中長期有基礎保持
合理穩定，人民幣資產有吸引力。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研究部主管陳羨明

據中興官網介紹，AXON 10 Pro 5G版
配置高通驍龍X50數據機，支援全新

5G頻段，下載1GB的1080P高解像度影片
僅需4秒，下載一部40GB藍光電影僅需
160秒。熒幕6.47吋，內建高通驍龍855旗
艦晶片，前置一個2,000萬像素鏡頭；後置
三個分別為800萬像素長焦鏡頭、4,800萬
像素主鏡頭和2,000萬像素125度超廣角鏡
頭，這三個鏡頭能夠通過不同組合，實現十
倍變焦效果。

5G手機第一人：2秒下載抖音
京東平台於8月5日準時從倉庫發佈第一
台貨，蘇寧則在實體店內迎來內地第一個手
機到手買家。從京東、蘇寧線上銷售看，
5G手機大受歡迎，開賣首日上午便呈現
「售罄」狀態。京東方面則宣佈，在5日零
點出貨平台上第一台5G手機，10分鐘後家
住北京朝陽區的文女士已經收到。京東從7
月23日起開放這一款5G手機預約，截至昨
日上午10時，預約數量接近2萬人。有幸成
為內地5G手機第一人的78歲的楊世琪指，
下載「抖音」只用了2秒，相較4G狀態下
下載則至少要1分鐘以上。中興高級副總裁
兼終端事業部總裁徐鋒表示，初期整個產業
鏈未完全成熟，因此成本還是要增加不少。
隨着產業鏈趨向成熟，將逐漸發展中低端手
機，預計在明年下半年手機價格可調低至
2,000元人民幣或以下。

月費計劃快登場 料低於4G
據悉，5G網絡的主要優勢在於資料傳輸
速率遠遠高於以前，最高可達每秒1GB，
據稱比4G快100倍。以一部約兩小時的4K
高清影片為例，用5G下載僅需兩秒多。除
了速度快，5G網絡還有節省能源、降低成
本、提高系統容量和大規模裝置連接等好
處。內地傳媒報道，內地5G收費計劃最快
8月推出，價格不會高於4G。
據內地三大運營商表示，未來手機用戶
不換卡、不換號就可以體驗5G高速上網及
語音業務，但要換一部5G手機。內地通信
領域專家項立剛表示，一些5G手機最快今
年上市，但價格會較為昂貴，北京、上海、

廣州和各大省會城市的民眾將會最先用上
5G，然後擴展到一些經濟較發達的非省會
城市，比如浙江寧波、山東青島等，再在這
個基礎上向全國推開，整個過程大約需要1
年到3年。
至於華為 Mate 20X 5G 版則採用 Kirin
980 處理器配 Balong 5000 5G 晶片，能支
援 5G＋4G 雙卡雙待，是全球第一台同時
支援獨立組網（SA）和非獨立組網
（NSA）的 5G 手機，其他規格和外形上與
華為 Mate 20X 大致相同，好像 7.2 吋
1,080p 水滴全屏、256GB ROM 配 8GB
RAM、Leica 認證三主鏡頭設計等，主要是
電量由 5,000mAh 跌至 4,200mAh，以及
22.5W 快充升級至 40W 超級快充。雖然目
前中國內地尚未開通 5G 網絡，不過華為表
示預計10月就可讓用戶使用5G網絡。

小米5G手機最快下月發佈
除了華為和中興率先推出5G手機外，vi-

vo、OPPO及小米等國產品牌均有計劃在下
半年推動5G手機。據vivo官網顯示，vivo
iQOO 5G版手機也將於8月份上市；OP-
PO的Reno 5G手機有望在下半年問世；據
相關媒體報道，小米旗下已有型號為
M1908F1XE的新機獲得了無線電發射型號
核准，支持5G/4G/3G/2G網絡，該款5G
手機或將在今年九月份正式發佈。

iPhone落後 明年才出5G機
備受歡迎的蘋果iPhone還有個多月就發

佈新手機，但市場預計 5G 支援要待2020
年。蘋果分析師郭明錤發文預計，2020年
三款 iPhone支援5G。今年的iPhone 11和
iPhone 11 Max，則預計將在後面安裝一個
三鏡頭陣列，其中包括一個新的超廣角鏡
頭；新一代XR則可能增加超廣角鏡頭，但
不包括第三款長焦鏡頭。據Strategy Analyt-
ics研究報告預測，內地5G智能手機出貨量
將從2019年的200萬增加到2025年的15
億，年複合增長率為201%。分析指，隨着
廠商在下半年度陸續推出5G手機，國產品
牌手機出貨量將進一步提升，在全球手機出
貨量下行環境下強勢崛起。

市場研究公司IDC上周發佈手機跟蹤
報告，第二季度中國的智能手機市場出
貨量約 9,790 萬部，比去年同期的約
1.042億部，按年跌6.1%；上半年整體
市場出貨量約 1.8 億部，按年下降
5.4%。而中國前五大智能手機廠商按排
名為華為、vivo、OPPO、小米（1810）
及蘋果，共佔市場份額約92.1%。
中國第二季度出貨量最多的手機廠商

是華為，共出貨3,630萬部，佔市場份
額37%，遠拋第二名vivo的1,830萬部
及18.7%；及第三名OPPO的 1,820萬
部及18.6%。其中除華為出貨量同比增
27%外，其他手機廠商均出現下滑。

IDC表示，自5月下旬起，華為雖在海
外市場受阻，但在國內借助既有品牌優
勢，並加大國內市場投入，出貨量略超
預期。
分析師認為，華為5月被美國列入實
體名單「導致海外市場存在不確定
性」，但此後華為將重心移回國內市
場，積極投資於線下擴張以吸引客人，
以及在中美貿易戰中，華為的廣告將華
為與愛國聯繫起來，消費者在購買時會
考慮更多政治因素。

4G手機現減價潮
除着5G手機陸續推出，近期天貓平台

30多款4G手機下調售價。其中，華為
P30 Pro售價下調500元人民幣，小米
9、vivo X27等受歡迎機型均下調100元
至400元人民幣不等，OPPO Find X跌
幅更高達1,000元人民幣。
調查機構Gartner研究副總裁齊默曼表

示，智慧型手機換機週期拉長，加上華
為被禁止向美國供應商取得技術，使得
今年上半年智慧型手機需求走弱。Gart-
ner預期2019年下半年市場需求會更加
萎靡，不論高階、低階或中階智慧型手
機的換機速度持續減緩。不過預期2020
年有更多5G智慧型手機上市，屆時智慧
型手機銷量可望再度增長。

深圳作為首批5G試點城市之一，深圳
也是全國乃至全球第一個5G獨立規模組
網城市。深圳近日舉辦5G體驗周，現場
設有5G雲VR遊戲、5G 3D檢測視力等
緊貼生活的應用場景，搭載了5G大寬
帶、低時延所帶來的全新體驗。當中深
圳地鐵以「美麗地鐵 智慧出行」為主

題，展示5G應急指揮等應用的「Metro-
Box」 綜合分析展示平台、智能服務機
器人、「生物識別+信用支付」解決方
案、5G車地無線通信、安保區智能巡檢
等13項軌道交通前沿技術。
深圳地鐵有關負責人介紹，「生物識

別+信用支付」地鐵售檢票系統，支持「單

人人臉」、「人臉+證件」以及「人臉+指靜
脈」三種識別認證模式，適用於地鐵乘客
出行的不同業務場景。該系統正式上線
後，普通乘客只需註冊人臉信息及支付
賬戶，即可通過生物識別過閘並完成信
用支付。目前，該系統已在深圳地鐵11
號線進行試點應用。

殺到
5G手機有望掀起新一輪換機潮。中興上周已率先開賣內地

首款5G手機AXON 10 Pro 5G版，預售價為人民幣4,999元（約

港幣5,700元），據介紹下載1GB的1080P高解像度影片僅需4秒，

另一家備受關注的國產品牌華為也將於8月16日正式發售旗下首款5G手機

Mate 20 X，售價為人民幣6,199元（約7,036港元），目前這兩款5G手機

預售情況相對可觀，到底這些5G手機有何賣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內地5G換機潮

華為內地市佔率急升至37%

深圳辦體驗周推廣生活應用

各地5G發展情況
中國：
6月工信部發放4個5G商用牌照，分別為
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廣
電。市傳計劃今年國慶日於全國40城市啟
用5G商用服務。

美國：
美國最大電訊商Verizon對芝加哥、明尼
蘇達州兩個城市開放5G服務，計劃今年底
到明年初在美國30個城市推出5G應用。

英國：
英國最大電訊商EE在倫敦、卡迪夫、愛丁
堡、貝爾法斯特、伯明翰和曼徹斯特等英
國6大城市，率先推出5G服務，並計劃
2020年前在英國另外20個城市推出5G網
絡。Vodafone上月於英國7個城市亦推出
了5G商用網絡。

韓國：
今年4月初，3大網絡供應商（SK Tele-
com、KT及LG U+）正式開通5G服務，
為全球首個啟用5G上網的國家。截至今年
4月30日，該國5G用戶數目已達26萬。

內地五大智能手機市佔率
市佔率 出貨量(百萬部) 同比變化

華為 37% 36.3 +27%
vivo 18.7% 18.3 -8.2%
OPPO 18.6% 18.2 -13.9%
小米 11.9% 11.7 -19.3%
蘋果 6.7% 6.6 -6.2%

■資料來源：IDC2019第二季手機報告

■華為5G手機Mate 20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