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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出席論壇抱怨「無飯開」

貴州茅台拍賣依然火紅
貴州日前舉行陳年茅台酒專場拍賣會，共150個標的

500瓶陳年茅台酒參與拍賣，總成交金額920萬元人民
幣，成交率達94%。拍賣會吸引了來自北京、瀋陽、上
海、海南等200多名茅台酒收藏愛好者。

相較於最近內地茅台拍賣漸理性的市場情況，這次
拍賣會上從第一個標底上世紀80年代出產的五星茅台
酒開始就競爭激烈：先是3瓶特供五星牌貴州茅台酒，
從最初的10萬元上漲到15萬元。而一瓶上世紀50年代
出廠的黃釉瓶五星茅台酒則以47萬元奪得本場拍賣會
的「標王」稱號。

■實習記者 王嫻 貴陽報道

內地調控力度沒
有放鬆跡象，「頭
腦靈活」的中國人
總能想到各種方法
規避，如北京早前
出台限購令，非北
京居民須有五年社
保納稅證明方可買
房，但內地微博近
日傳聞，由於持有

《北京市工作居住
證》者，視同擁有
北京市戶籍，首套

購房可不受政策影響，因此該證又被稱為「北京
購房綠卡」。

有求，即有供，有不法代辦人員發現此一新財
路，號稱可以「每本五萬元」的價格出售此證，
更號稱「可防偽」，消息一出，微博即時瘋傳此
一信息，更調侃指，「一個限購令，肥了許多
人」。華遠老總任志強亦稱「限出了一條新財
路。」

根據北京市人事局08年公布的《北京市工作居
住證》待遇顯示，持證者「可在本市行政區域內
購買商品房、批准上市的已購公房和存量房；按
有關規定購買經濟適用住房」，只是未知在更多
限購政策出台後，有關規定是否有改變。

■記者 趙建強

網易日前
在大連舉辦
了「2011網
易達沃斯之
夜」論壇，
I M F 副 總
裁、原人民
銀行副行長
朱民(見圖)、

渣打銀行亞洲區總經濟師關家明、遠東控股集團董
事局主席蔣錫培、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經濟課

題組研究員孫時聯、熙可集團首席執行官朱演銘和
大連銀行行長王勁平6位嘉賓就這些焦點話題展開智
慧激盪。

夏季達沃斯年會舉辦期間，各位經濟界新領軍者
不僅被邀請在達沃斯主會場內論道經濟，連休息時
間都常被拉住做採訪和參加論壇，某五星酒店的分
論壇竟然持續到晚上11時多，與會人員仍然戀戀不
捨，不願離開。朱民參加晚上8時開始的網易達沃斯
之夜論壇時，仍未有空進餐，在演講台上向與會來
賓笑稱「不公平」。

■記者 齊曉玫、毛絮薇

交通銀行日前推出3D網上銀行系統，為內地銀行

業首家3D網上銀行。用戶通過交行網站下載3D網銀

客戶端後，即可登錄3D網上銀行。

該系統通過3D技術，以銀行業務為基礎，虛擬出

逼真的網絡銀行環境。客戶可「身臨其境」地辦理

查詢、轉賬、理財和貴金屬產品購買等網上銀行業

務。
交行3D網銀目前包括大廳、新產品體驗區、轉賬

交易區、財富管理中心、貴金屬交易區五大功能
區，每個區域功能明確、各具特色，如貴金屬交易
區可360度立體展示實物黃金。而且3D網銀具互動
性，客戶可向3D線上客服諮詢各種業務，也可與同
一場景中來自各地的其他用戶互動交流。

交行信息技術管理部總經理麻德瓊介紹，傳統的
菜單式網銀有許多專業名詞，客戶有時不易理解，
3D網銀完全是直觀體驗和展示，客戶更易操作。下
一階段，交行3D網銀將完善金融社區功能，開發網
上商城3D展示等。未來兩年，交行的電子銀行服務
業務比例將提高到70%以上。

在對11間香港中小型企2年多時間的調
查中，有公司在下一代接班之後，第一
代仍參與公司管理。李達義呼籲，父輩
們宜放開管理權這個「玩具」，把管理真
正交到新一代手上。

交棒準備 宜早不宜遲
調查又發現，家族企業中，願意接班

的下一代主要有以下特點：他們和父親
的關係良好，而且對父親的生意產生興

趣，早在讀書時期就趁暑假到公司學
習。李達義建議，父輩若想子女配合公
司理念，家長應早在成長階段便與他們
多作溝通，甚至可以讓其到公司做暑期
工。他認為，捷榮集團是一個成功的例
子。

太子回朝 太師好重要
現今的富二代、富三代都有大學學

歷，有些子女並不想承繼父業，希望往

自己的專業發展。李達義認為，讓子女
先到外學習是很好的，當他們回到公司
做「太子」時，「太師小組」就擔當重
要輔導角色。但若子女抗拒或無能力接
管公司，物色家族以外人員或親戚來管
治，只要配合清晰法律，就能相得益

彰。但若多名子女「回朝」，手足之間思
想取得共識及分工合作都很重要。

至於有說「富不過三代」，李達義認
為，「富」若指管理權，確實很少能過
三代；但若指財富，要「富」及三代的
則大有人在。

本港富豪以至中小企業的家族商業王國不少正面對傳承困難，家

族式管理的企業往往因無法處理繼承問題，缺乏人才接管生意或有

內部管理爭鬥等令商業王國出現危機。國際專業發展聯盟副主席李

達義建議，最好花5至10年來完成企業的「接力」，期間要選擇接班

人、處理家人親戚和老臣子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詩韻信貸評級、QFII
等，這些財經術語，
相信本報讀者不會陌
生。

但是各位讀者是否說得出QDII、QFII以至於
最新的小QFII的分別呢？

《通識字典：金融篇》收錄多個常見的財經名
詞，當中包括其出處、事例。例如近期常見的

「投資相連壽險計劃」、港府近年致力發展的「伊
斯蘭金融」，書中都有章節介紹。

又例如「大奇蹟日」的出處，讀者又是否知道
呢？被形容在大幅V彈的「大奇蹟日」，是出自
1992年的香港電視劇《大時代》，劇中鄭少秋飾

演的丁蟹與方展博（劉青
雲飾）對決，本來 指由
11,300點跌至9,050點，但
丁蟹成功將 指拉升至
13,000點收市，劇中稱為

「大奇蹟日」。由於《大時
代》一劇大受歡迎，所以
自此這個名詞不脛而走。

《通識字典：金融篇》
不只是寫給學生的讀物，
相信各位財經老手亦可從
中溫故知新。 ■葉卓偉

交行網上開3D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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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達 義 建
議，家族生意
若 想 子 女 繼
承，家長應讓
第二代讀書時
期就趁暑假到
公司學習，使
他們對生意產
生興趣。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黃詩韻 攝

■北京市工作居住證。
網上圖片

■書名：通識字典：
金融篇

■出版社：圓桌精英
■主編：朱浩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在微
博持續火熱之際，近期多家互聯網公司搶灘淘
金「輕博客」這一介於博客與微博之間的網絡
服務新產品。鳳凰新媒體15日在北京正式推出
全新輕博客產品「鳳凰快博」，這是其今年5月
登陸紐交所後推出的首款互動類產品。

具創作能力傳播更快捷
鳳凰新媒體執行副總裁王育林稱，上市後的

鳳凰新媒體仍然圍繞新媒體這一核心，為用戶
提供越來越完善的全媒體服務。而作為上市後
的首款互動類產品，鳳凰快博的發佈標誌 鳳
凰新媒體向網絡社會化媒體邁進了一步，「希
望憑借快博具備的傳播和自我運營能力，能夠
成為用戶真正的自媒體」。

據王育林介紹，鳳凰快博是傳統博客的升級
產品。之所以被定義為快博，是因其創作、傳
播都更為快捷。相比博客等傳統產品，快博更
能迎合互聯網用戶的使用習慣和互聯網的發展
趨勢。

「微博具備巨大快速的傳播能量，卻不具備
與之相匹配的內容創作的能力；博客可以承載
高質量的內容，但其互動性又不盡如人意」，
王育林稱「鳳凰快博」正是兩者互補的新產
品。

目前，鳳凰快博支持圖片、文字、視頻等多
種信息發佈形式，網友可就自己感興趣的各個
領域，如攝影、音樂、電影、家居、旅行等進
行內容發佈，參與討論，以此建立並發展起來
的興趣社交。

13市謀建東北無障礙旅遊區
除項目洽談簽約外，旅遊節還舉辦了旅遊展洽、環

渤海港口城市旅遊合作組織年會、東北東部旅遊合作
論壇、中外旅行商走進丹東、虎山行——萬里長城東
端起點百米長卷萬人簽名等系列活動。在「東北東部
旅遊合作論壇」上，13個城市的旅遊局長齊聚丹東探
討整合資源，共建東北地區無障礙旅遊區。在「環渤
海港口城市旅遊合作組織年會」上，（16+4）市的旅
遊局長共商環渤海旅遊發展大計。

遊客急增 丹東旅遊收入勁升
據了解，2010年，丹東市接待國內旅遊者2,200萬人

次，同比增長16%；旅遊總收入205.3億元，同比增長
20%。與2005年相比，接待國內旅遊者增長185%，接

待入境旅遊者增長211%，旅遊總收入增長289%。丹東
已成為全國重要的旅遊城市之一。

自1992年第一家外資企業進駐丹東以來，已有30多
個國家和地區的2,000多家企業落戶丹東，投資商紛紛
表示對鴨綠江旅遊的未來充滿信心。

丹東市委書記戴玉林表示，丹東臨江靠海，與朝鮮
隔江相望，是充滿生機活力的投資寶地，將秉承「資
源共享、優勢互補、市場互動、合作共贏」的理念，
誠邀天下客商，讓鴨綠江旅遊成為東北投資的新熱
點。

臨江靠海沿邊城市 獨具魅力
丹東市沿鴨綠江而建，是我國唯一一個同時臨江、

靠海、沿邊（與朝鮮隔江相望）的城市，這使丹東的
鴨綠江旅遊充滿了神秘感和獨特的魅力。

朝鮮戰爭期間被美軍炸斷的鴨綠江斷橋成為愛國主
義教育基地，在它旁邊修建的新橋是中朝貿易的唯一
陸路通道，而下游靠近入海口處的丹東新區正在建設
中的新鴨綠江大橋將使丹東真正成為中朝貿易的橋頭
堡。明長城的東端起點虎山長城已成為鴨綠江旅遊的
著名景區，長城腳下是與朝鮮一步之隔的中朝「一步
跨」景點。

鴨綠江下游的河口景區有「塞外江南」美譽，這裡
是國家燕紅桃試驗和生產基地，還有丹東地區規模最
大的朝鮮族民俗村，這裡氣候宜人，被譽為「北方夏
威夷」。丹東境內還蘊藏 豐富的溫泉資源。

丹東鴨綠江旅遊成新熱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雪帆 瀋陽報道）

丹東正在成為東北地區投資的新熱點。

「2011中國．鴨綠江國際旅遊節」日前在丹東

舉行，期間舉辦的經貿洽談會上，有旅遊、

房地產、娛樂、清潔能源、食品加工等總投

資額18.7億美元的38個合作項目簽約，其中

外資項目19個，總投資額15億美元；

外貿項目19個，成交額3.8億美元。

京CBD核心區
2015年地下全部連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曉靜 北京報道）2011

年北京CBD商務節暨世界CBD聯盟年會15日在京
開幕。記者從會上了解到，佔地30公頃的CBD核
心區已進入全面建設階段，屆時，其地下空間將
全部連通，工程預計於2015年完成。

按照規劃，CBD核心區內共有18棟樓宇，多個
樓宇樓高超過100米，未來這組建築物將成為首
都的地標性建築群。

地下公共空間達51萬平米
尤為新奇的是，CBD核心區對地下空間和公共

空間的利用。據工作人員講解，CBD核心區地下
空間共分5層，其中地下一層高8米，為商業用
途；地下二層高5.5米，為部分商業和停車場；
地下三、四、五層均高3.6米，分佈停車位、人
防工程和機房。

CBD核心區地下公共空間具有51萬平方米規
模，集交通、市政配套和應急防災於一身。未來
人們在核心區內通過地下可抵達任意一座樓宇，
大大減少地面交通壓力，可謂全面貫通。

據悉，CBD核心區的建設將在2015年全部完
工，未來將有90餘家企業入駐，預計CBD核心區
未來年均稅收將超過500億元。

逾500米高北京第一樓開建
此外，記者從會上了解到，同樣位於CBD核心

區，樓高逾500米的北京第一樓將於19日正式開
建，因這座建築的外形酷似中國傳統禮器尊，因
此被稱為「中國尊」，其地上118層，地下6層，
預計5年建成，是世界上第一個在需要防禦地震
烈度為8級的地區建設的500米以上的超高層建
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詠荃、實習生 劉文芳 鄭州報道）在最新
公佈的2011年中國企業500強名單中，15家河南企業入圍，比上年
減少一家，其中新進2家，淘汰3家，但總數位列中部六省之首，入
圍企業依然集中在煤炭、電力、煙草、製造業等方面。

煤化集團排58位 豫企最前
排名最靠前的豫企是剛進入世界500強的河南煤業化工集團，其

以2010年營業收入1,469.9085億元排名第58位，刷新河南省企業入
圍名次記錄；中國平煤神馬能源化工集團以2010年營業收入
1066.2320億元排名第74位。

此外，入圍500強的豫企還有雙彙集團（166位）、安鋼集團（192
位）、河南中煙（279位）、金龍銅管（323位）、義煤集團（339
位）、萬基控股（343位）、神火集團（346位）、鄭煤集團（374
位）、豫聯能源（387位）、伊川電力（401位）、宇通集團（445
位）、許繼集團（484位）、豫光金鉛（487位）。

「鳳凰快博」搶輕博客市場

■國家旅遊局副局長劉金平(左)、丹東市委書記戴玉
林(中)、遼寧省旅遊局副局長應中元共同為旅遊節啟
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符曉寧 攝

■遼寧省副省長邴志剛在「2011中國．丹東鴨綠江
國際旅遊節」大型焰火晚會上向中外來賓祝酒。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雪帆 攝

15豫企列中企500強 中部居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林婉琪 澳門報道) 澳門

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

今 年 榮 獲 由 《 旅 訊 》

(TravelWeekly China) 每

年頒發、萬眾期待的

「最佳五星級酒店獎」。

這是澳門威尼斯人首次

勇奪此項殊榮。

《旅訊》 的「中國

旅遊業界獎」致力於表彰中國旅遊、會議及獎勵旅

遊行業不斷輩出的最優秀企業。

■澳門威尼斯人銷售及
業務經理孫啟文代表公
司領獎。

澳門威尼斯人膺酒店業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