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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辭去 隆地產（0101）

執董一職過檔至南華置地

（8155）做執董兼副主席的

高伯遒，以往好少見傳媒，

未知是否過檔後新人事新作

風，低調慣的高氏昨就會見

傳媒兼講 新動向。是次過

檔升職兼加薪，未來自然要

「交足功課」。高氏今番過檔

目標就希望可於3年後幫南

置由創業板轉主板，兼助公

司市值愈做愈大。

集中二三線城投地

對於想愈做愈大甚至轉

板，以往做開內地項目的高

氏，明言轉投南置同樣集中

內地，更充當鋪橋搭路角

色，期望未來可助南置促進

內地項目或投地工作。現時

公司於瀋陽的綜合項目中環

廣場，分兩期發展，南面部

分投資約15億元，已開始招

商，預期明年中開業。現時

和地方政府在接洽不少項

目，只是仍處初步階段，未

可公布。但由於一線城市拿

地較困難，未來會集中於內

地二、三線城市。

無懼瀋商場倒閉潮

對於有指瀋陽商場已氾濫

成災，更現倒閉潮，高氏就

好有自信，皆因以往於舊公

司項目都做「人 追唔到，諗唔到」的事

情，連商場廁所設計都比同業優勝，故未

來優良設計亦會套用在新項目上。他打比

喻指，瀋陽就似90年代的上海，商場確是

多了點，但隨經濟發展可自然消化。雖然

內地房地產調控較多，但中國本身屬計劃

經濟，需慢慢發展成熟，故宜看長遠發

展。除非是大型項目，否則內地項目均獨

力發展。

高伯遒之前以「其決定投放更多時間從

事其私人事宜」為由離開舊公司，市場都

想知私事是啥？原來他這幾個月到處旅遊

兼到外國探兩位公子，實行做個自由人，

更去足四次英國和老友見面。他指，難得

可充電幾個月，初初回到工作崗位都怕不

習慣，但好快又上

手，難怪昨會見傳

媒時狀態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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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鋁西非項目
估值155億

央行赴深調研互聯網金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中國

鋁業（2600）對其在西非Simandou鐵礦
石項持有三分之二的股份，作出20億美
元（約155.09億港元）的估價，較2012
年底的賬面價值高出73%。公司預計到
2023年Simandou項目將進入滿載生產。
公司在今年9月同意，將其在長期延後
的Simandou項目的持股轉讓給母公司中
國鋁業公司。該項目涉及的礦場、鐵路
和港口項目預計總共將耗資200億美
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知情人士透露，央行近日赴深圳招行、平

保和騰訊調研互聯網金融，14日赴騰訊與

馬化騰及其財付通高層調研，並有網絡貸

款和創投公司高層參與。

阿里巴巴、騰訊等均欲設互聯網銀行，

而阿里巴巴、騰訊和平保已合資成立網絡

保險公司眾安在線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互聯網金融正風生水起，並衝擊傳統

的銀行和保險業務。為了促進金融業健康

發展和推動金融業創新，央行近日組織考

察團赴深圳調研。據知情人士透露，繼8

月份調研之後，央行再次開啟對互聯網金

融的調研工作，近日由央行帶頭，涉及多

個部門一同在深圳開了調研會，知情人透

露共5家單位進行了匯報，還到騰訊、招

行、平安等企業實地考察。記者獲悉，央

行調研隊一行14日赴騰訊深圳總部，與騰

訊董事長馬化騰，以及騰訊旗下財付通總

經理等高層會談。

深交所積極發展網絡金融

與此同時，深交所總經理宋麗萍最近也

呼籲促進互聯網金融發展。她指深交所也

在積極觀察和實踐，除了考慮用大數據技

術解決在市場培育、市場監管中遇到的問

題外，在9月中深交所迎來了阿里巴巴的

兩隻小額貸款資產證券化產品的掛牌，在

交易所的產品線上實現了與互聯網金融業

界的第一次合作。

從今後發展趨勢看，互聯網金融能走到

哪一步，仍然需要靠實踐來回答，現在我

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應該是為它的發

展提供足夠空間。包括《證券法》的修

訂，也有必要考慮到「眾籌」等互聯網金

融模式的特點。

機構倡額外自願供款可扣稅鼓勵儲蓄

調查：61%人退休儲備不足

新任行政總裁馮裕祺昨表示，打工仔儲備不足已響
起警號，認為打工仔應多做工夫了解自己的退休

需要。並建議積金局考慮額外自願性供款可扣稅，以提
升打工仔儲蓄意慾。

理想退休儲備減50萬

調查顯示，受訪者的理想退休平均年齡由去年59.4歲
微升至60.8歲，理想退休儲備金額中位數則減少50.2萬元
至553.7萬元。而受訪者希望退休後每月可花的生活費中
位數，由去年近1.3萬元降至約1.16萬元；現時為退休儲
備所作每月儲蓄或投資，亦由4,485元降至3,535元，但調
查未有研究箇中原因。

馮裕祺表示，71%受訪者沒有作強積金自願性供款，
主要原因包括「寧願將錢放在儲蓄戶口」及「其他投資
的回報更佳」，分別有34%及31%受訪者表示有關意見，
有22%則表示「不太懂投資，不想花時間在基金投資」。
但問及假設額外自願性供款可扣稅，有65%未有作自願
性供款的受訪者表示會考慮作額外供款，故認為有關當
局可考慮有關受訪者意見，鼓勵打工仔增加儲蓄。

ECA複雜 僅7%曾轉會

強積金半自由行（ECA）實施近1年，表示聽過並了解
其意思的受訪者由去年31%上升至43%，但只有7%受訪
者表示已轉換或正在轉換強積金服務供應商。而表示不
會轉會及沒有想過轉會的受訪者更較去年大幅上升。馮
裕祺表示，受訪者表明不會轉會，主要由於認為轉換程
序複雜、滿意現時強積金公司及不知如何入手。然而，
曾轉會的受訪者當中，約80%表示轉換表格不難填及轉
換過程順利，反映打工仔對轉會的滿意程度高。據積金
局統計，整體已轉會的打工仔有3.6%。

此外，約800名曾轉工的受訪者當中，有37%未有整合
個人賬戶。馮裕祺指，積金局繼3月後，已於9月開市致
函18萬成員及附上整合申請表，方便成員整合賬戶。而
公司亦在1月開始主動致電有關強積金成員協助整合，截
至8月共接觸逾2萬名成員，當中13%已成功整合賬戶。

伴侶問「私己」多報細數

調查亦發現，超過6成男士受訪者表示有「私己錢」，

若被伴侶問及有多少「私己錢」，有51%受訪者表示會
「報細數」，另有4%男士會「報大數」。然而當有一筆橫
財時，有56%男士表示會分一半甚至大部分給伴侶，6%
男士則表示不會與伴侶分享，主要由於認為「這是我的
錢」及「橫財越少人知道越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友邦信託（AIA MPF）昨公布理想退休生活調查結果，1,214名

受訪打工仔當中，有63%表示沒有信心達到理想退休生活目標，較去年同期調查上升6個百分點；

按受訪者資料精算後，發現有61%受訪者儲備不足，亦較去年上升6個百分點，相信主要原因與受

訪者現時每月撥作儲蓄或投資金額下降有關。

■馮裕祺認為，打工仔應多了解自己的退休需要。

陳遠威 攝

6:00 都市方程式
6:25 瞬間看地球
6:30 香港早晨
8:55 瞬間看地球
9:00 交易現場
9:45 金曲挑戰站
9:50 快樂長門人

10:00 倚天屠龍記
10:30 審死官
11:30 宣傳易 及 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陀槍師姐
12:40 宣傳易
12:45 交易現場
1:00 午間新聞
1:15 瞬間看地球
1:20 左右紅藍綠
1:25 都市閒情
2:10 宣傳易
2:15 今日VIP
2:40 霎時感動
2:45 游劍江湖
3:50 旋風四驅王 及 交易現場
4:20 放學ICU 
5:20 紙箱戰機W 
5:50 財經新聞
5:55 同撈同煲 及 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新聞透視
7:30 東張西望
8:00 愛．回家
8:30 巨輪
9:30 法外風雲

10:30 最佳女主角
11:00 晚間新聞
11:35 新聞檔案
11:40 天氣報告 及

瞬間看地球
11:50 娛樂頭條
12:00 今日財經
12:10 宣傳易
12:15 刑警
1:20 宣傳易
1:25 今日VIP

6:00 把酒當歌
6:30 亞洲早晨
8:35 ATV焦點
8:45 國際財經視野
9:15 理財博客之即市錦囊

10:15 通識小學堂
10:45 iFit@tv
10:50 ATV每日一歌
11:00 我來自潮州
12:00 ATV2013感動香港周人物推

選
12:25 當年今日
12:30 十二點半新聞／經濟快訊／

天氣報告
1:00 理財博客之投資多面睇
2:25 iFit@tv
2:30 把酒當歌
3:00 左右紅藍綠
3:05 ATV2013感動香港周人物推

選
3:20 ATV每日一歌
3:30 ATV粵曲會知音：林家聲戲

寶承傳系列
4:00 通識小學堂
4:30 Tomica Hero搜救戰隊
5:00 爆球HIT！轟烈彈珠人
5:30 星動亞洲 / 當年今日
6:00 六點鐘新聞
6:35 ATV焦點
6:45 經濟快訊
6:50 體育快訊
6:55 天氣報告
7:00 議事論事 / iFit@tv
7:30 亞洲政策組 - 港人不能治港? 
8:00 星動亞洲
8:30 婆婆來了
9:00 秦直道 結局篇
9:30 六合彩
9:35 秦直道 結局篇

10:00 國際財經視野 / 當年今日
10:30 夜間新聞
10:55 ATV焦點 / 馬上全接觸
11:00 把酒當歌

6:00 Bloomberg財經第一線
7:00 Bloomberg財經第一線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9:00 教育電視

10:00 金融行情
10:30 交易現場
11:00 金融行情
11:30 交易現場
11:32 金融行情
12:00 CCTV News - 直播
1:00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
2:03 金融行情
3:58 交易現場
4:00 湖上小天地
4:30 小鎮「動」起來！
5:00 小王子
5:30 少年勇將之終極異形 (II)
6:00 普通話新聞
6:15 普通話財經報道
6:20 普通話天氣報告 及 普通話

新聞檔案
6:25 財經消息
6:35 世界足球天地線
7:00 鏗鏘集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
7:50 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Lonely Planet 全美國家公園遊
8:30 出位餐廳
8:55 FIFA 世少盃 2013 揭幕戰

– 巴西 對 斯洛伐克
11:00 環球金融速遞
11:05 港生活．港享受
11:35 財經速遞
11:40 晚間新聞
11:55 瞬間看地球
12:00 人在野周末狂熱
1:00 慾海浮生
2:20 音樂熱點
2:30 Bloomberg財經第一線
5:00 台灣無 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7:10 五虎將之決裂
9:15 富貴黃金屋

11:00 競雄女俠 秋瑾
1:20 天若有情II
3:05 逃學威龍 2
5:05 單身部落
6:50 龍在邊緣
8:55 十萬火急

11:00 喜劇之王
12:50 強姦2-制服誘惑
2:45 乾柴烈火
4:50 至尊無上II之永霸天下

9:00 快樂漢語
9:15 大劇場 愛就愛到底

10:00 中國新聞
10:10 時段導視
10:12 大劇場 愛就愛到底
10:58 請您欣賞 世界自然遺產-黃

龍．牟尼溝
10:59 時段導視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11:25 時段導視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00 華人世界
1:20 快樂驛站
1:30 走遍中國
2:00 中國新聞
2:12 電視劇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2
2:57 電視劇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2
3:45 電視劇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2
4:30 中文國際頻道特別節目 中

國古樹
4:40 中文國際頻道特別節目 百

集大型系列片「客家足跡
行」

5:00 中國新聞
5:10 時段導視
5:15 遠方的家
6:00 中國新聞
6:15 中國文藝
6:45 國寶檔案
7:00 中國新聞
7:15 雙語劇場 光榮大地
8:00 走遍中國
8:30 海峽兩岸
9:00 中國新聞
9:30 今日關注

10:00 體育在線
10:45 快樂漢語
11:00 今日亞洲
11:26 遠方的家
12:11 中國文藝
12:41 國寶檔案
12:56 時段導視
1:00 中國新聞

6:00 Music 120 
7:00 新聞早點 -中國新聞報道
7:30 文化報道
8:00 時事縱橫
8:30 時事內幕追擊
9:00 瘋狂馬特
9:30 消防員阿森

10:00 中央電視台新聞 - 直播：
綜合新聞

10:30 文化報道
11:00 綜合新聞
11:30 看中國
12:00 自然
12:3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Music 120 
3:00 教育電視
4:00 我係阿發仔
4:30 奇幻寶貝
5:00 動物通通識
5:30 亞視普通話新聞
5:48 經濟快訊
5:55 天氣報告
6:00 中國新聞報道
6:25 韓國勁歌傳真
7:25 財經匯報
7:30 新聞及天氣報告
8:00 全球化雜誌
8:30 雙雄搭橋 - 中印互補
9:00 世代相傳 - 聆聽山嶺的音

訊
10:00 Warner Music Power

Station 
10:05 奇拉拉布：鄉村奧林匹克
11:00 夜間新聞
11:20 世代相傳 - 聆聽山嶺的音

訊
12:2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雙雄搭橋 - 中印互補
1:20 全球化雜誌
1:50 奇拉拉布：鄉村奧林匹克
2:50 Music 120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無翡翠台 亞視本港台

無劇集台

無明珠台 亞視國際台

6:00 體育王
6: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8:00 協會盃網球賽決賽 捷克

對 塞爾維亞
10:00 體育王
10: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12:00 體育王
12: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多哈站
2:00 體育王
2: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4:00 體育王
4:30 協會盃網球賽決賽 捷克

對 塞爾維亞
6:30 體育王
7: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8: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多哈站

10:00 體育王
10: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12:00 體育王
12:30 協會盃網球賽決賽 捷克

對 塞爾維亞
2:30 體育王
3: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4: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多哈站

有線電影1台

今日電視節目表

9:00 粉愛粉愛你
10:00 拜托機長
11:05 美人龍湯
12:00 女管家三田
1:00 粉愛粉愛你
2:00 美人龍湯
2:45 拜托機長
4:00 女管家三田
5:00 粉愛粉愛你
5:45 拜托機長
7:00 美人龍湯
8:00 女管家三田
9:00 粉愛粉愛你
9:45 拜托機長

11:00 女管家三田
12:00 美人龍湯
1:00 拜托機長
2:15 粉愛粉愛你

(節目內容如有更改，以電視台臨時公佈為準。) (星期四)2013年10月17日

有線體育台J2數碼頻道

9:00 自由發揮旅行團
10:00 兩個爸爸
11:00 80後環遊世界
12:00 姊妹淘
12:30 Big Boys Club  
1:00 善良的男人
2:00 狙魔人VII  
3:00 藝宅門
3:15 流行別注
3:45 讀上癮
3:50 世界正美麗
4:45 飲食男女
5:15 姊妹淘
5:45 藝宅門
5:55 忍者小靈精
6:25 向銀河開球
7:00 娛樂新聞報道
7:30 兩個爸爸
8:30 台灣第一等
9:30 覓食天下

10:00 姊妹淘
10:30 善良的男人

9:03 一套導視
9:07 天天飲食
9:22 一套導視
9:27 電視劇 神秘人質

10:17 電視劇 神秘人質
11:07 電視劇 風雲之十 洋場
11:54 一套導視
12:00 新聞30分
12:30 一套導視
12:35 今日說法
1:10 一套導視
1:13 電視劇 愛情面前誰怕誰
1:59 一套導視
2:04 電視劇 愛情面前誰怕誰
2:50 一套導視
2:55 電視劇 愛情面前誰怕誰
3:41 一套導視
3:46 電視劇 愛情面前誰怕誰
4:32 一套導視
4:36 生活提示
4:44 一套導視
4:47 第一動畫樂園
6:56 一套導視
7:00 新聞聯播
7:31 天氣預報
7:39 焦點訪談
7:59 一套導視
8:03 精彩一刻
8:07 特別節目 中國漢字聽寫大會
9:50 一套導視

10:00 晚間新聞
10:34 一套導視
10:37 特別節目 開講啦
11:26 請您欣賞
11:28 一套導視
11:34 特別節目 2013一起聊聊
12:14 一套導視
12:21 特別節目
1:59 一套導視
2:03 動物世界
2:33 一套導視
2:37 特別節目 2013一起聊聊
3:17 人與自然

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