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鋰電巨頭百億資金進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逍 綜合報道）江西（宜春）鋰電新能

源產業合作推進會暨中國（宜春）鋰電產業高峰論壇近日在江西
省宜春舉行。松下、西門子、通用等世界500強企業代表以及該
領域內的專家學者參加是次推進會，現場簽約項目15個，簽約金
額達135.5億元人民幣。
據悉，簽約項目涉及電池級碳酸鋰、正極材料、負極材料、隔
膜、鋰電子電池、鋰電生產設備、鋰電新能源車等鋰電新能源行
業關鍵領域。
江西省工信委主任吳曉軍說：「此次推進會，就是要牢牢把握
鋰電產業發展趨勢，擴大各方交流，共商發展大計。」他還介
紹，宜春享有「亞洲鋰都」的美譽，資源豐富，又是長三角、珠
三角和閩東南地區的共同腹地，區域優勢明顯。

海信7產品獲「能效之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冉 濟南報道）工信部近日在官方網站

上公示《「能效之星」產品目錄（2013）》，其中，消費類產品
共評出50款「能效之星」，海信、創維、長虹、美的、美菱等知
名企業均有產品入選，海信（Hisense）有包括電視、冰箱、洗衣
機在內的7款產品獲評「能效之星」，成為「摘星」最多的品
牌。
本次「能效之星」評選綜合考量產品在能效、安全環保、質
量、普及率、經濟性、舒適性等方面的多項指標。50款消費類
「能效之星」來自電視、空調、冰箱、洗衣機、熱水器、計算機
六大家電品類，遴選嚴格，競爭激烈，部分品類如洗衣機僅有海
信與惠而浦兩個品牌入圍。

曹妃甸港吞吐超2億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石家莊報道）河北唐山曹妃甸港區

首10個月吞吐量突破2億噸，同比增長28%。其中煤炭運輸
6,396萬噸，同比增長54.3%，並超過去年全年發送量。曹妃甸海
事處共辦理船舶簽證35,978艘次，進出口岸查驗2,159艘次。
曹妃甸港區自2005年12月通航以來，貨物吞吐量始終保持較
快增長勢頭。從2006年全年吞吐量1,000萬噸到今年前十個月突
破2億噸，曹妃甸港區年均增產率高達64%，增幅位居全球十大
港口之首。
據預測，按照目前的走勢，今年曹妃甸港區全年吞吐量將達到
2.4億噸，同比增長20.8%。

廣東舉辦道教文化節

國家宗教事務局副局長蔣堅永，
廣東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林

雄，廣東省副省長招玉芳，省委統戰
部副部長、省民族宗教委主任陳小
山，省旅遊局局長楊榮森，惠州市委
書記陳奕威，市長麥教猛，中國道教
協會副會長、省道教協會會長賴保榮
以及來自海內外的高道大德，旅遊界
專家學者，俄羅斯、泰國、德國、加
拿大和內蒙古、香港、澳門、台灣等
地旅行社代表、全國各地的百名攝影
家及媒體記者等近3,000人參加啟動
儀式。

惠州旅遊節活動啟動
蔣堅永表示，希望道教界大力弘揚

道教文化，努力提升道教文化品味，
主動關切社會發展問題，積極回應時
代發展要求，進一步彰顯優秀道教文
化的時代價值，為構建和諧社會、建
設美麗中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羅浮山遊客中心啟用
本次系列活動以「道教養生、美麗

惠州、福地羅浮」為活動主題。包括
羅浮山風景區遊客中心啟用儀式、廣
東道教學院籌建辦揭牌儀式、「美麗
惠州·幸福家園」書畫攝影展、《山
水釀惠州》宣傳冊首發儀式、祈福法
會、「道教文化與旅遊」研討會、惠
州旅遊推介會、愛心中醫義診、山呼

海應看惠州－全國百名攝影家和粵港
澳主流媒體及旅行商惠州采風踩線等
系列活動。
「道教文化與旅遊」研討會邀請

全國知名旅遊學者、養生專家論

道，為羅浮山養生祈神福文化旅遊
產業發展把脈支招。「惠州旅遊推
介」環節，將邀請在國內享有盛譽
的著名學者作為神秘嘉賓出場，與
來賓精彩互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麗齡 惠州報道）由廣東省民族宗教

事務委員會、廣東省旅遊局、惠州市政府、廣東省道教協會共

同主辦，惠州市民族宗教事務局、惠州市旅遊局、博羅縣人民

政府、惠州市道教協會承辦的2013廣東道教文化節暨第七屆

惠州國際（休閒養生）旅遊節系列活動啟動儀式日前在惠州羅

浮山舉行。

招行OPPO合推手機銀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招商銀行近日率先攜手內地著名手機品牌
OPPO進行深度合作，推出手機銀行業務，
為用戶提供移動互聯網金融支付和充值等業
務
OPPO在其全新旗艦智能機型N1確認與招

行就NFC支付達成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招行
攜手中移動率先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基於
SWP-SIM卡模式的「中移動招行手機錢包」
的手機支付產品，在此基礎上，招行與OP-
PO達成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其合作成果即實
現以手機NFC功能與銀行卡結合的「手機錢
包」。招行手機錢包支持1,000元人民幣以內
的小額脫機交易，消費時不用輸密碼，不用
簽字，把手機在支持閃付的POS機上「嘀」
一下即可完成交易。手機錢包內的資金使用
完畢後可反覆進行充值。境內所有支持非接
觸支付的閃付POS機，都可以使用OPPO
N1中的招行手機錢包完成支付。

咸陽30億建千畝茯茶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娟、張仕珍 咸陽報道）
中國咸陽茯茶產業發展峰會暨涇陽茯茶產業園奠基
活動日前在陝西省咸陽舉行。據了解，咸陽未來將
投資30億元（人民幣，下同）在涇陽縣打造1,300
畝茯茶產業園。
咸陽茯茶歷史源遠流長，涇陽是中國茯茶加工製
作的發源地，有近千年的歷史。目前，咸陽市有

茯茶加工企業35家，茯茶產業生產、研發、銷售等
從業人員4,600多人。目前已初步建成涇渭茯茶、怡
澤茯茶、涇磚茶業、涇陽茯磚、高香茶業等一批龍
頭企業。全市生產能力已達1.5萬噸，銷往廣東、上
海、新疆、西藏、內蒙古等地，而美國、日本、俄
羅斯及西亞等國際市場已初步打開。
為推動茯茶產業健康發展，今年咸陽市政府制定

出台茯茶產業發展規劃，以振興咸陽茯茶產業為重
點，提出「兩園兩街一中心」發展構想：兩園為咸
陽茯茶文化科技產業園、涇陽茯茶產業園；兩街為
咸陽茯茶文化商業街、涇陽茯茶文化步行街；一中
心為西北茯茶貿易物流信息中心。

5年規劃創1萬就業機會
規劃提出用5年時間，實現年加工茶葉5萬噸，綜

合產值50億元，新增就業1萬人；打造國家級茯茶
龍頭企業2家、省級茯茶龍頭企業3家；銷售額超億
元茯茶企業4家、銷售額超5,000萬元茯茶企業5
家。 ■曹妃甸港。 記者張帆 攝

■涇陽茯茶產業園奠基儀式現場。 記者張仕珍 攝

■■祈福大法會現場祈福大法會現場。。

2013華辰秋季拍賣
會在北京舉行，此
預展中備受矚目的

江青攝影作品《廬山仙人
洞》亮相，經過多輪的競
價後，被買家以34萬元人
民幣競得，是起拍價的28
倍。《廬》是江青1961年
跟隨毛澤東在廬山召開工
作會議期間拍攝，這張照片獲得毛澤東賦詩一首：「暮色蒼茫看勁
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中新社

《廬山仙人洞》亮相
71歲寇學東被學子稱為

「學霸爺爺」，67歲已通過自
考拿到武漢大學法律本科文

憑。寇學東今年打算報考武大法律
研究生，得知2014年取消「年齡一
般不超過40歲」的報名限制後喜出
望外，但俄語成為另一問題。他特
意去詢問，對於老人報考是否有
「降分政策」，但答覆是對所有考生
一視同仁。於是他打算惡補一年俄
語，明年再報考。 ■《長江日報》

71歲「學霸爺爺」報考研究生
湖
北

北
京

■左圖為江青拍攝於1961年的攝影作品

《廬山仙人洞》。 中新社

■七旬老人寇學東在教室和年輕

人一起上課。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傅

龍金 南平報道）福建建陽
陶藝師黃美金在當地舉行

的第七屆海峽茶博會上展出其
百次出窯的唯一一件建盞精
品，估價約680萬元人民幣。建
盞是宋代的皇室鬥茶器具，產
自福建的建窯。建窯在宋代時
為著名瓷窯之一，以今福建省
南平市建陽為代表。窯址在建
陽水吉鎮，以產黑瓷而著稱。

建陽建盞估價680萬
福
建

■百次出窯的唯一建盞精品，估價約

680萬人民幣。 本報記者傅龍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青霞 長沙報道）湖南

衡陽一位市民日前在湘

江釣上一條重達45斤的

「河老虎」，令人稱奇。黃

先生於當天中午在湘江

邊釣魚，在釣友的協助

下，足足用了30分鐘，

才將這條河老虎拖上

岸。在湘江邊垂釣了十

幾年的劉師傅指，一般

河老虎也就3、4斤重，

最大也就20斤左右，這

麼大都是第一次見。

湘男釣45斤「河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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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流星雨之王」

美譽的獅子座流星
雨是今年11月天文
現象重點之一。預
報顯示，今年的獅
子座流星雨預計將
出現兩次「極大
期」，分別在香港時
間17日18時和18日0
時，有興趣的公眾
可嘗試觀賞。有天文學家指，獅子座流星雨的母體彗星為「坦普
爾－塔特爾」彗星，每33年繞太陽公轉一圈，為獅子座流星群補
充一次大量的碎塊、顆粒及塵埃。近年來的觀測表明，獅子座流
星雨爆發時常見特別明亮的火流星，流星在夜空中拖 長尾巴。

接近滿月不利觀測

天文教育專家趙之珩指，2001年獅子座流星雨曾有暴雨量級的
爆發，但近些年獅子座流星雨沉寂下來，ZHR（極大期時假設輻
射點位於天頂的每小時流量）只有20顆上下。流星雨的輻射點位
於獅子座頭部，在11月中旬要到午夜時分才會升起，獅子座流星
雨要等到後半夜才能看到。因此，今年的「極大時間」並不太適
宜觀測，且月相接近滿月，會對觀測帶來嚴重影響。 ■新華社

張曉勇高考考獲538分，1991年以長沙縣理
科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清華大學生物科學

與技術專業，1996年以優秀成績畢業。現在他
卻是長沙馬王堆陶瓷市場的一名普通保安，每
天的工作就是在小區內巡視。每天早上8點趕到
辦公室，一個月休息4天，月底領取2000多元的
工資。對於小區裡有個清華大學畢業的保安，
張曉勇剛來的時候，成為大家茶餘飯後的話
題，但日子一長也就不稀奇。

夢想磨滅多年已習慣

他原來的夢想是立志在生物領域發展。大學
畢業時剛巧國家實行「雙軌」制度，國家對大
學生進行分配，但分配的地點和工作不由自己
選擇。張曉勇決定去廣州一家中外合資日化企
業，以為可以從事產品研發，沒有辜負理想。
可惜事與願違，張曉勇被分配到了客服部。他
指開始兩年還期盼能回到研發崗位，後來發現
公司的研發重點在國外，轉到研發崗位的可能
性幾乎為零。
張曉勇在廣州漂泊幾年，沒有成家立業，最後

決定還是回家照顧患病的父親，在馬王堆陶瓷市
場當上了保安。7年前，張曉勇結了婚，如今小
孩也6歲了。他時常想起小時候的一幕，有次吃
完飯後他拿碗筷去洗，沒想母親奪過碗並把它摔

在地上說：「大男人應該志在四方，不在鍋碗瓢
盆。」對於自己的工作經歷，張曉勇指曾經的夢
想磨滅了這麼多年，一切都應該習慣。

缺席同學會17年

但他也坦言，1996年畢業後17年來，他從沒
有參加過大學同學會。因為同學們問起什麼
來，他真不知道該怎麼說。畢業後他只去過一
次北京看好友兼同學，對方問起工作情況，張
曉勇下意識地撒謊，說在長沙搞房產，是中產
階級。

清華畢業生甘當保安

照顧父母

一個學業成績優異，又是清華大學的

畢業生，張曉勇5年前回到長沙芙蓉區

火星街道興和社區成為一名保安，為了

就近照顧年邁的父母。當年剛畢業的張

曉勇抱有夢想，立志在生物領域發展，

可惜事與願違。他指自己不是懷才不

遇，「只是當夢想與現實發生激烈碰撞

時，選擇安於現狀。」

■《三湘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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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保安的張曉勇，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小

區內巡視。 網上圖片

■張曉勇照顧父母。 網上圖片

■張曉勇清華大學的畢業證書。 網上圖片

為只 ■獅子座流星雨方位示意圖。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