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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各大手機品牌都在爭相搶
佔5G市場之時，HTC近日也推
出了首款5G手機。其U20 5G
手機選擇採用了高通765G處理
器，搭配6.8吋的打孔屏幕、霧
面背蓋設計。新機會在台灣率先
發售，定價為18,990元新台幣
（合約4,997港幣），預計在7
月1日至31日開放網上預購。

最快7月可網上預購
U20 5G一共有四顆主鏡頭，

分別是 4,800 萬像素的主攝像
頭、800萬像素超廣角鏡頭、
200萬像素微距鏡頭和200萬像
素景深鏡，再加上3,200萬像素
的前鏡頭。U20 5G上市提供
「墨晶綠」和「晶岩白」兩種
顏色選擇，並配備 8GB ＋
256GB儲存空間，及5,000mAh
的電池。
雖然以港幣來計，U20 5G似
乎並無太大競爭力，畢竟小米、
OPPO等國產機都有足夠的價格
優勢。但台灣市場卻不太一樣，
新上市的 Samsung Galaxy S20
5G 系列售價高達 3萬元新台
幣，小米等品牌的5G手機遲遲
未能成功進入台灣市場，HTC
新5G手機或能趁此機會在本土
獲得不錯的銷售。
此外，低配置版本的Desire

20 Pro同樣提供「墨晶黑」和
「靚澈藍」兩色，售價為8,990
新台幣（合約2,365港幣），6月
18日就會在網絡或專門店開賣。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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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移動香港0元購5G手機計劃
本地流動數據

大灣區漫遊數據

5G購機服務月費

預繳

上
台
機
價*

*上台機價為建議零售價扣除可享手機兌換金額後客戶須支付的手機機價

Samsung Galaxy S20(128GB)
Samsung Galaxy S20+(128GB)
Samsung Galaxy S20 Ultra(256GB)
Samsung Galaxy S20 Ultra(512GB)
Huawei P40(128GB)
Huawei P40 Pro(256GB)

100GB

6GB

$498

$4,800

$198
$1,198
$3,198
$4,198

$0
$188

200GB

10GB

$598

$0
$898
$2,898
$3,898

$0

300GB

20GB

$698

$0
$1,998
$2,998

csl. 5G服務計劃
小米 10 Lite（6+128GB）24月合約期

本地流動數據

月費

機價

額外回贈

小米 10 Lite（8＋256GB）30月合約期
機價

額外回贈

8GB

$198

$2,160

/

$2,550

/

12GB

$298

$1,200

/

$1,350

/

80GB

$398

限量500部先到先得

/

限量500部先到先得

/

150GB

$498

$10

$10

300GB

$698

$50

$50

■中移動新上台客戶選用指定5G計劃，可享受Samsung Galaxy
S20系列或HUAWEI P40系列「免費」機價。 運營商提供

◀csl.開售入門級5G手機小米10 Lite，包括6＋128GB及
8＋256GB兩款。 運營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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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透視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收購基金業者宜拒絕危機入市

亞洲收購基金業者的行動如同
高空走鋼絲。今年以來亞洲的私
募股權交易正在攀升，與疫情造
成的全球併購活動低迷局面背道
而馳。但史上一些最糟糕的收購
案是發生在上次金融危機期間。
低調度過這段時期，延後退場時
機，或許能夠幫助收購基金業者
避免重蹈覆轍。

亞太私募基金收購增22%
今年很熱鬧。KKR（KKR.N）
聯手TPG等私募基金業者向印度
信實工業（RELI.NS）旗下電信公
司Jio投資超過50億美元，貝恩資
本則是在一家日本醫療人力公司投
資逾10億美元。美國華平投資集團
正在牽頭一個財團，要以87億美元
將中國生活信息網站公司58同城
（WUBA.N）私有化。
即使不算進58同城私有化的案

子，根據Dealogic資料，今年以來

亞太私募基金已經完成價值220億
美元的收購案，比去年同期增加
22%。相較之下，全球收購案金額
為1,550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大減
38%。
基金募得但尚未使用的資金創紀

錄高點，市場上仍不乏債務，而許
多企業正陷入混亂，這成了投資的
誘人時機。的確，投資大亨巴菲特
就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高峰時
期精明地大舉押注高盛（GS.N）
及通用電氣（GE.N）。

成功基金可獲更大話語權
不過要忍住一時也有不錯的理

由 。 根 據 顧 問 公 司 Bain &
Company 的說法，一些「成功
的」基金在 2008 年做的交易不
多，但在2009年再度開始投資。
Bain & Company對於基金成功的
定義，是在2008年至2014年間籌
得的資本至少較前七年增加超過

20%。能夠籌得資金通常意味着
回報良好，這些成功的基金公司
在2008年做的收購較前一年少了
38%。
危機過後籌資下滑超過20%以

上的業者則是反向操作。他們在
2008年加速收購，較2007年的交
易量多了34%。知名的糟糕交易
包括CVC（CVC.AX）加倍押注
澳洲 Nine Entertainment （NEC.
AX）。該公司最終必須減計18億
美元的股本，這在當時創下亞太
地區股本損失的最高紀錄。
根據Bain & Company的說法，
成功的基金在收購時也會取得更
大控制權，這在事態走偏時將賦
予他們更大的話語權，同時也可
以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守住現有資
產。如果上一次危機可以為鑒，
那麼亞洲的交易者可能衝過頭
了。 ■路透熱點透視專欄作家

Alec Macfarlane

5G月費套餐推出後，本港市場似乎反應不大，加上新冠疫情影響，5G

手機也沒能迎來自己的春天。不過隨着疫情好轉，5G新手機又將陸續在第

三季上市，幾家有5G牌照的電訊商立刻推出不同的新機上台計劃吸客，中

移動香港有多款「零機價」上台計劃，香港電訊旗下csl.也有全港最平的

5G手機小米10 Lite。電訊商都希望借5G手機優惠，補救上半年的損失，

你又有否興趣？

55 零零機機價價GG
上上台台攻攻略略

■5G新手機陸
續上市，幾家有
5G牌照的電訊
商均推出新機上
台計劃吸客。

資料圖片

■各大手機品牌爭相搶佔5G市場，HTC近日也推
出了首款5G手機U20 5G。 資料圖片

■以港幣計U20 5G並無太大競爭力，畢竟
OPPO等國產機有足夠的價格優勢。

隨着醫學進步，即使是第三或第四期癌症的患
者，只要盡快接受治療，對症下藥，也一樣有機
會戰勝病魔、重拾健康。不過，問題是治療癌症
的費用高昂，加上康復的進度難以預測，即使是
患者已投保危疾保險並獲得一筆過的賠償，但也
會擔心在長期作戰下終有一日會耗盡「彈藥」，
然而市面上一般危疾保險大多設有三年癌症等候
期，這或令病人在全力治療及兼顧生活開支方面
顯得兩難。
現時有些危疾保險除設有一筆過的賠償外，更會
提供持續性經濟支援，每月向確診患癌症的受保人
發放相當於保額的5%之賠償金額，最多可長達4
年。這種持續癌症保險賠償有助針對復發高峰期，
等候期亦大大縮短至一年半，如受保人於一年半後
病情持續，即可選擇收取為癌症治療發放的長期經
濟支援。

持續賠償代替收入
然而，有些癌症初期均沒有明顯跡象，確診時可
能為時已晚。例如，近5成的大腸癌患者確診時已
是第三或第四期，癌症的腫瘤體積往往已經很大，
難以完全透過手術切除，或需要較長時間接受持續

治療，醫療成本可能會更高。而且一旦確診為第三
或第四期癌症，就更加需要與時間競賽，盡快接受
合適的治療方案。
即使只是一年半的等候期，對晚期癌症患者而言

也是遙不可及，既要為身體健康而擔憂，同時也怕
因長期抗癌會令收入無以為繼。因此，市場上有些
危疾保障計劃特別針對第三或四期癌症病人，讓他
們無需等候，便能即時得到持續癌症保險賠償，可
作為治療及康復期間的收入替代或補貼，無需再懼
怕醫療費會耗光一筆過的賠償。
除了上述提及無需等候期外，這些計劃更擴大了

一些慢性疾病併發症保障 ，例如由糖尿病併發症
引致的單腳截除、腎臟病變，以及痛風性關節炎引
致的早期腎衰竭等非嚴重疾病，都在受保範圍之
內。
在人生的路上，我們難免會受到疾病的威脅，擁

有一份全面的危疾保險能幫助應付突如其來的挑
戰，助你好好照顧自己及家人。
■AXA安盛首席人壽保險業務及市場拓展總監
左偉豪

註：保險產品的賠償須受有關保單的條款及不保
事項限制。

中移動香港表示，即日起新上台客
戶選用指定「5G服務計劃」，可

配搭不同服務月費套餐，享受不同手
機型號「免費」機價，包括Samsung
Galaxy S20 系列或 HUAWEI P40 系
列。
例如以預繳4,800元來計，每月498
元可享「零機價」選購HUAWEI P40
128GB（建議零售價4,988元）；每月
598 元，「零機價」選購 Samsung
Galaxy S20 128GB（建議零售價6,988
元）或HUAWEI P40 Pro 256GB（建
議零售價6,988元）；每月698元，則
能「零機價」選購 Samsung Galaxy
S20＋128GB（建議零售價7,988元）。

中移動多重禮品搶客
為了再推5G新機，中移動香港以多

重禮品吸引客戶。若以零元機價選購
Samsung Galaxy S20系列，可獲額外
10,000 MyLink積分（兌換100元電子
繳費券）、Samsung Galaxy Buds無線
耳機、流動充電器等。以零元選購
HUAWEI P40 Pro 256GB 則可獲贈
HUAWEI FreeBuds 3 （ 價值 1,399
元 ） ， 還 送 免 費 1 年 HUAWEI
CLOUD 50GB雲端儲存服務。

中移動「5G服務計劃」也推出了一
系列5G優惠，包括20GB大灣區數據
及500分鐘通話分鐘，可在大灣區免費
任聽來電；享優越價 798 元，購買
「ONE Home 智能家居 5G 專享組
合」，包括月球燈、可視門鈴、萬能
遙控器及智能拖板等。

csl.免費換領小米10 Lite
csl.則率先開售入門級5G手機小米

10 Lite，包括6＋128GB及8＋256GB
兩款可選，價格為2,499元和2,999元。
據悉，小米 10 Lite採用最新的高通
765G處理器，藉內置的5G數據器，即
可連上香港5G網絡。且兩款都同樣配
備4,800萬像素的AI四鏡頭，攝像功能
非常卓越。
由即日起至6月29日，新上台或現

有csl.及1010客戶續約指定5G SIM服
務計劃，即可免費搶先得到小米10
Lite 5G手機，不過名額僅為500個。
記者查閱發現，若以csl.月費套餐來
看，需滿足24個月合約期，且購買
398 元/80GB、 498 元/150GB 或 598
元/300GB，才可免費參與換領的活
動。csl.稱每月剩餘數據用量也能儲
起，靈活管理數據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