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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影1台無綫翡翠台

6:30 香港早晨
7:25 新聞檔案
7:30 2014 FIFA 巴西世界

盃 – 早晨戰報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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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血劍
10:30 包青天之開封奇案
11:30 宣傳易 及 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天涯俠醫
12:40 宣傳易
12:45 交易現場
1:00 午間新聞
1:15 瞬間看地球 及 新聞檔案
1:20 左右紅藍綠
1:25 2014 FIFA 巴西世界

盃 – 午間匯報
1:55 都市閒情
2:40 宣傳易
2:45 交易現場
2:50 今日VIP
3:20 女王辦公室
3:50 爆丸IV 及 交易現場
4:20 放學ICU
5:20 高達創戰者
5:50 財經新聞
5:55 十兄弟 及 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屢見奇工 及 2014 FIFA

巴西世界盃 – 森巴速遞
7:30 東張西望
8:00 愛．回家 及 2014 FIFA

巴西世界盃 – 森巴速遞
及 西遊記 . 講呢啲

8:30 西遊記
9:30 點金勝手

10:30 2014 FIFA 巴西世界
盃 – 黃金戰報

11:00 晚間新聞

無綫明珠台

6:00 金融概要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2014 FIFA 巴西世界

盃 – 明珠早晨戰報
8:3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9:00 CCTV News -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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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積保你大 (II)
4:30 小鎮「動」起來！
5:00 叢林小戰士
5:30 健康新人類
6:00 普通話新聞
6:10 普通話財經報道 及 普

通話天氣報告
6:20 普通話新聞檔案
6:25 財經消息
6:30 2014 FIFA 巴西世界

盃 - 明珠森巴速遞
6:35 世界足球狂熱
6:55 明珠檔案
7:25 2014 FIFA 巴西世界

盃 - 明珠森巴速遞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
7:50 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2014 FIFA 巴西世界

盃 – 明珠黃金戰報
8:30 花都迷城 及 2014

FIFA 巴西世界盃 - 明
珠森巴速遞

9:35 新福爾摩斯 (III)
10:30 環球金融速遞
10:35 新福爾摩斯 (III)
11:35 財經速遞
11:40 晚間新聞
11:55 瞬間看地球

鳳凰衛視中文台亞視本港台

6:00 平約瑟牧師 - 新造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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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溫)
10:45 iFit@tv
10:50 ATV 每日一歌
11:00 亞視經典回味: 浮生六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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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下午茶
3:00 左右紅藍綠
3:05 把酒當歌
3:35 法內情2002
4:00 通識小學堂
4:30 戰鬥王之颶風戰魂
5:00 徹之進 (重溫)
5:30 亞洲政策組 – 香港有

問題?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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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個救港的少年
7:30 瑞蓮
8:30 我和殭屍有個約會 / 殭

屍重生
9:30 亞洲政策組 – 香港有

問題?
10:00 國際財經視野
10:25 當年今日
10:30 夜間新聞
10:55 ATV焦點 / 馬上全接

觸
11:10 把酒當歌
11:40 ATV 每日一歌
11:50 早着先機
1:05 亞洲政策組 – 香港有

問題?

6:00 Music 120
7:00 新聞早點 - 中國新聞報

道
7:30 文化報道
8:00 尋找他鄉的故事
8:30 日之達人
9:00 精靈一族
9:30 花貓大冒險

10:00 中央電視台新聞 - 直播:
綜合新聞

10:30 東方
11:00 綜合新聞
11:30 旅遊指南
12:00 自然
12:3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Music 120
3:00 我係阿發仔
3:30 奇幻尋寶記
4:00 小寶哥
4:30 開心寶寶遊樂園
5:00 天然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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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舞台
6:55 日之達人
7:25 財經匯報
7:30 新聞及天氣報告
8:00 汽車情報
8:30 星級名廚
9:00 探索腦世界

10:00 科技最前線
11:00 夜間新聞
11:20 七大洋之謎
11:50 汽車情報
12:2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探索腦世界
1:50 星光伴我行
2:50 Music 120

亞視國際台

9:00 寰宇大戰略
9:45 點滴鳳凰人

10:00 全媒體週刊
10:55 名士風流
11:00 大政商道
11:30 社會正能量
11:55 大外交新思維
12:00 鳳凰午間特快
12:25 鳳凰氣象站
12:30 有報天天讀
12:55 今日視點
1:00 鏘鏘三人行
1:25 騰飛中國
1:30 名人面對面
2:00 我們一起走過
2:45 點滴鳳凰人
3:00 資訊快遞
3:25 星光大劇院
3:45 社會正能量
4:15 世界看中國
4:20 鳳凰大視野
5:00 大外交新思維
5:05 金曲點播
5:10 開卷八分鐘
5:20 心相隨
5:25 有報天天讀
5:55 健康新概念
6:00 娛樂大風暴
6:20 文明啟示錄
6:25 全媒體全時空
7:00 完全時尚手冊
7:20 地球宣言
7:25 鳳凰觀天下
7:50 今日視點
7:55 與夢想同行
8:00 鳳凰大視野
8:30 騰飛中國
8:35 鳳凰焦點關注
8:55 名言啟示錄
9:00 時事直通車

10:00 鳳凰衝擊播
10:30 心相隨
10:35 鳳凰全球連線
10:57 名士風流
11:00 時事開講

6:35 情意拳拳
8:35 保持通話

10:50 我左眼見到鬼
12:50 契媽唔易做
2:45 撲克王
5:05 赤裸特工
6:55 花好月圓
9:00 我家有一隻河東獅

11:00 C+偵探
1:05 賭俠
3:15 一個好爸爸
5:35 精武家庭

有線體育台

6:00 FIBA 籃球世界
6: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新加

坡站
8:00 英格蘭超級桌球聯賽

10:00 FIBA 籃球世界
10:30 世界男子職業網球巡迴

賽-卡塔爾公開賽
12: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新加

坡站
2:00 FIBA 籃球世界
2:30 世界田徑挑戰賽 - 柏林

站
3:30 英格蘭超級桌球聯賽
5:30 FIBA 籃球世界
6:00 世界男子職業網球巡迴

賽-卡塔爾公開賽
8:00 FIBA 籃球世界
8: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新加

坡站
10:00 體育王
10:30 FIBA 籃球世界
11: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12:30 體育王
1:00 英格蘭超級桌球聯賽
3:00 體育王
3: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6:00 朝聞天下
8:33 電視劇 花木蘭傳奇
9:27 電視劇 花木蘭傳奇

10:13 請您欣賞
10:16 電視劇 花木蘭傳奇
11:06 電視劇 花木蘭傳奇
12:00 新聞30分
12:35 今日說法
1:13 大劇場 遠遠的愛
2:04 大劇場 遠遠的愛
2:54 大劇場 遠遠的愛
3:43 人與自然
4:10 天天飲食
4:31 生活提示
4:42 第一動畫樂園
7:00 新聞聯播
7:31 天氣預報
7:39 焦點訪談
8:04 前情提要
8:06 電視劇 十送紅軍
8:58 前情提要
9:02 電視劇 十送紅軍

10:00 晚間新聞
10:32 電視劇 精忠岳飛
11:19 電視劇 精忠岳飛
12:07 2013中國味道
1:04 國際藝苑
1:54 精彩一刻
2:12 電視劇 火線三兄弟
2:58 電視劇 火線三兄弟
3:44 請您欣賞
3:45 電視劇 火線三兄弟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6:00 中國新聞
6:13 遠方的家
7:00 中國新聞
7:28 海峽兩岸
8:00 中國新聞
9:00 流行無限

10:00 中國新聞
10:12 雙語劇場 生死依托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00 華人世界
1:30 走遍中國
2:00 中國新聞
2:15 快樂驛站
2:30 雙語劇場 江山
3:15 雙語劇場 江山
4:03 雙語劇場 江山
4:50 天天飲食
5:00 中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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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評論部特別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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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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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中國新聞
1:15 百家講壇
2:00 新聞聯播
2:30 華人世界
3:00 中國新聞
3:15 文明之旅

雲南要素交易所中西部居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施倩 浙江報道）寧波「兩會兩展」日前落
幕，此次活動吸引超過4.5萬名境內外嘉賓、客商，其中來自65個國家和
地區的境外客商達1.5萬餘名。其間，寧波和中東歐國家商協會商務合作
大會共簽訂15個雙邊合作協議，倡議並發佈了《寧波共同聲明》，並設
立了寧波與中東歐16+1寧波聯絡處。

簽重大項目37個涉1669億
在「對話：跨國投資與合作—重大投資項目簽約儀式」上，共簽約重大

投資項目37個，總投資1,669億人民幣，其中外資項目22個，總投資182.4
億美元，協議外資38億美元；內資項目15個，總投資529億人民幣。

「兩會兩展」期間，寧波市與羅馬尼亞克盧日納波卡市、保加利亞瓦爾
納市等11個中東歐城市共同發表了《中國寧波—中東歐城市友好合作宣
言》，新簽訂建立友好城市協議6個，簽署經貿教育交流備忘錄3個。中國
寧波—中東歐國家商協會商務合作大會共簽訂15個雙邊合作協議，倡議並
發佈了《寧波共同聲明》，設立了寧波與中東歐16+1寧波聯絡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白林淼、通訊員潘穎穎溫州報道）日
前，溫州市政府常務會議審議並原則通過藍海股份（甌飛股）
一期募集方案，計劃定向增資擴股8萬股，每股為1萬元人民幣
(下同)，計劃籌集資金8億元(人民幣，下同)。溫州金融辦相關負
責人透露，此次藍海股份的募集，類似於市政債的「雛形」，
為接下來進入實質準備階段的市政債發行探路。

探路發行「市政債」
溫州甌飛圍墾工程是目前全國單體面積最大的圍墾工程，其

圍墾面積相當於現在溫州城區。此前，溫州為解決市域鐵路S1
線、濱江金融街等重大工程建設的資金所需，借金改紅利推出
向民間募集資金的「幸福股份」。

據了解，此次專用於甌飛一期圍墾工程建設的藍海股份（甌
飛股）通過增資擴股，定向（溫州市範圍包括縣市區）籌集股
本，旨在吸引國有資本、企業資本和個人資本共同參與甌飛工
程建設，尤其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進入市重點圍墾項目建設，
解決圍墾工程建設資金瓶頸問題。認購期限初定為3個月。

根據募集方案，一般企業股股東認購股份數不得少於1,000
股，即出資不少於1,000萬元，最高不超過5,000股。個人投資
者認購份額以1股為起點，最高不超過500股，也就是說，自然
人的投資門檻最低1萬元，最高不超過5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天嬰 天
津報道）新希望集團、天津開發區
（泰達）及農業銀行天津分行日前
簽署協議，前者注資1億元人民幣
(下同)成立服務於農牧業的商業保
理公司，農行提供10億元授信支
持。企業、政府、銀行三方聯手，
嘗試破解「三農」貸款難題。

嘗試破解「三農」貸款難
長期以來，中國農村經濟發展受

制於相對落後的金融服務，涉農貸
款方式亟待創新。新希望集團董事
長劉永好表示，經過資源整合，商
業保理公司將為農牧產業鏈及相關
中小微企業提供有針對性的綜合金
融服務，期待產生更多社會效益與
經濟價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許娣聞南京報道）第四屆「轉型升級．
香港博覽」日前在南京國際博覽中心舉行。本次活動由香港貿
易發展局和江蘇省、南京市共同主辦，預計有約200家香港企
業和1萬名江蘇企業人士現場對接，博覽重點推介各類有助企
業轉型升級的設計及市場推廣、管理及科技創新服務，推動蘇
港兩地企業合作共拓商機。

望蘇港加強服務業合作
香港貿發局總裁林天福在開幕論壇上表示，博覽是今年2月

成立「蘇港合作聯席會議機制」以來，貿發局在江蘇舉辦的首
項活動。期望江蘇企業藉此加深了解香港服務業獨特優勢，並
和香港服務企業建立長期夥伴合作關係。也期望更多香港服務
企業落戶江蘇不同城市，協助企業轉型升級，並加快這裡現代
服務業的發展。

雲南19家交易場所註冊資本為7億元(人民
幣，下同)，2013年為實體經濟導入的民

間資本超過120億元，部分交易場所已經進入
中國乃至世界的領先位置。

去年引入民資逾120億
此次泛亞金融合作暨BCIM要素市場經濟峰

會圍繞如何建立為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提供
可持續性、市場化的國際融資機制，探討孟中
印緬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自由貿易園區建
設融資方案，探討建立昆明泛亞交易所的可行
性，探討以市場化方式實現雲南與南亞國家交
易所之間的聯通和產品互認。

中國—東盟商務理事會執行理事長許寧寧
說，BCIM經濟走廊貫穿了東北亞、東南亞、

南亞，中國與孟加拉國、印度、緬甸是重要的
經濟合作夥伴，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建設不僅有
利於四國共同的經濟增長，而且符合當今世界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勢頭。

助促進泛亞產融合作
中國與東南亞、南亞國家之間應該進一步加強產

融合作，金融界、實業界要積極進行產融對接。
南亞交易所聯盟、孟加拉達卡交易所、吉大

港交易所、巴基斯坦拉合爾交易所、斯里蘭卡
科倫坡交易所、馬爾代夫交易所、不丹皇家交
易所、泰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緬甸東方銀行等
機構的代表和中國政府部門、金融機構、行業
組織的代表以及專家學者參與此次會議。

4.5萬客商聚寧波「兩會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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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此前推出的「幸福股份」備受市民歡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艷娟 昆明報

道）雲南省金融辦主任劉光溪在日前舉

辦的泛亞金融開放合作暨BCIM要素市

場經濟峰會上表示，目前，雲南省共有

19家各類要素交易場所，數量居中西

部第一位，交易品種涉及有色金屬、黑

色金屬、貴金屬、三七、天麻、橡膠、

白糖、珠寶玉石等雲南特色產業。

■泛亞金融開放合作暨BCIM要素市場經濟峰會現場。 李艷娟攝

「轉型升級香港博覽」南京舉行

■一萬五千隻黃鴨亮相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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