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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珍 深圳報道）
由中國廣核集團、中國核工業集團和法國
電力公司（EDF）聯合舉辦的英國新建核
電項目中國供應鏈推介會日前在上海舉
行。東方電氣、上海電氣、哈爾濱電氣、
中國核工業建設集團、中鐵隧道集團、阿
海 琺 、 英 國 高 捷 達 工 程 公 司
（COSTAIN）等企業，以及來自國家能
源局、上海市核電辦、中國核能行業協
會、中國電力企業發展促進會、中電聯規
劃與統計信息部、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以
及中國核電技術裝備「走出去」產業聯盟
等政府和行業協會代表出席了推介會。

推動中國核電業「走出去」
為保障未來電力供應安全、支持向低碳
經濟轉型，英國政府提出在2030年前新建
8座核電站。其中Hinkley Point C作為第

一個新建核電項目，由EDF牽頭開發，建
設兩台單機容量為163萬千瓦的核電機
組。自2013年以來，由中國廣核集團牽
頭，中國核工業集團參與的中方聯合體(簡
稱「CJV」)與EDF就聯合開發英國核電市
場達成合作意向並簽署了英國新建核電工
業合作原則協議。雙方同意在Hinkley
Point C和後續項目建設中開展合作。為
推動中國供應鏈企業平等參與英國新建核
電市場，CJV牽頭持續推動中國供應鏈以
適當形式參與英國核電項目建設。
中國核電技術裝備「走出去」產業聯盟

首任輪值主席、中國廣核集團副總經理鄭
東山表示，作為參與建設英國核電項目的
中方牽頭方，中國廣核集團將聯合國內合
作夥伴，通過獨立投標或分包合作等模
式，持續推動中國供應鏈有效參與英國新
建核電市場。

廣西投洽會促桂農業現代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孫娟、
曾萍、唐琳 南
寧報道）中國農
業產業化龍頭企
業協會廣西投資
合作洽談會日前
在邕召開，廣西
壯族自治區主席
陳武出席大會並
表示，廣西是農
業大省，耕地面

積佔全國3.47%，居全國第14位，已經成為全國重要的農產品生產
基地，洽談會的舉行必將促進廣西農業加快發展，促進農民增收。
據了解，此次農業招商引資工作規模空前，從7月份開始，廣西
全區共匯總700多個農業招商引資項目，向全國相關企業拋出「繡
球」。目前，已有300多家區外企業表示有意向赴桂投資，其中包
括中國農業發展集團、中糧集團等行業巨頭。

近年來，廣西農業產業化實現了快速發展，但由於缺乏充足的
發展資金和先進經營管理理念，農業產業特而不優、大而不強。
洽談會組委會負責人介紹，廣西是全國知名的茶葉主產區，但由
於長期以來茶葉被外地茶商收購，加工成外地知名茶銷售，使得
自己沒有在全國叫得響的知名品牌，這也是廣西農業產品普遍面
臨的瓶頸。
對此，陳武表示，廣西具有沿海、沿邊、沿江區位優勢，在如今國
家打造西南中南新的戰略支點、北部灣經濟區、珠江—西江經濟帶等
多個發展戰略的基礎上，廣西將堅持「雙核驅動」的發展思路，進一
步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的發展，培育新型農業技術，發展適度規模農
業經濟，擴大開放合作，把廣西農業發展推向更高水平。

專家籲港澳企業來桂投資
近年來，隨着中國與東盟各國的不斷深化合作，越來越多的港澳

企業目光開始由歐洲轉移至東盟，紛紛赴桂投資。而以往工業、商
業、農業專業領域的投資限制逐漸被打破，不少工業、商業企業均
表示欲投資內地農業。全國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協會會長劉身利透
露，農業是朝陽產業，未來會有很好的發展。

核電行業滬辦推介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標普昨發表報告指，內地的汽
車融資證券化正在加速，主要由日漸增長的汽車需求和融資需
求所帶動。標普董事總經理及亞太區結構融資評級主管Vera
Chaplin在電話會議中表示，單在今年3月至8月期間，已產生6
單大宗交易，涉資120億人民幣，可見中國汽車證券化的市場
規模正在逐步擴大。

融資滲透率具擴大空間
Vera Chaplin認為，在內地汽車銷售增長迅速的背景下，有

利擴大汽車融資市場滲透率及汽車貸款，現時有關滲透率僅約
20%，遠低於西方的約70%。截至去年底內地汽車數量為1.27
億輛，每1,000人擁有少於100輛汽車，而其他已發展地區每
1,000人擁有逾500輛。雖然內地出台的汽車限購令及廢氣排放
標準管制減低市民購車意慾，不過，她認為中國汽車市場仍在
增長，市場上有不少更換新車及新買家。
她認為，環球證券化氣氛在改善，審核檔標準化和透明化，

市場更清楚其風險。以往證券發行商主要為外資汽車生產商在
內地的子公司，外商的參與能更引起外資對中國汽車證券化的
興趣。目前融資貸款仍佔相當一部分的汽車銷售，因此對融資
的需求也在持續。
報告中指出，雖然全球經濟放緩，汽車資產抵押證券卻表現

良好，違約率較低。標普暫未看到內地汽車貸款證券化存在明
顯的風險。但是，內地經濟過往一直以高速增長，投資者需注
意現時經濟減速所帶來的影響。

標普：內地汽車證券化加速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聯與東方航空集團昨日簽署戰略合作協
議，雙方約定在綜合支付解決方案、品牌營銷、發卡及國際業
務等領域開展全面合作，並宣布推出全球首個空地互聯雲支付
平台，支持在飛行途中用銀聯卡實時交易。

支持飛行途中實時交易
新聞稿稱，該平台實現了銀聯跨行轉接網絡與機艙空地互聯衛

星通訊網絡相連接，解決了以往機上支付必須落地後聯網才能傳
輸處理交易數據的行業難題，大大提升了行業資金安全和結算效
率。乘客通過機載娛樂和服務界面，選定商品或服務後，即可用
銀聯卡實時付款，包括購買空中商場商品、機上升艙、付費餐飲
等。目前東航引進的波音777-300ER寬體客機已搭載雲支付平
台，並在內地航線率先開展試點。未來該服務還將推廣到東航國
際航線和覆蓋更多機型。

銀聯東航推空地互聯支付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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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滬深兩市
主板昨縮量探低回升，上證綜指最低探至2,401點，
午後受創業板走強影響再度回升，收盤報2,426點，
漲幅0.27%，成交1,796億元（人民幣，下同）；深
證成指收報8,212點，漲幅0.16%，成交1,790億
元；創業板指報1,533點，漲幅1.35%。
兩市昨天小幅高開，在短暫上衝之後回落，成交

萎縮，調整跡象明顯。盤面上，板塊漲多跌少。半
新股強勢依舊，國產軟件、核電、網絡安全板塊等
緊隨其後。連續大漲的自貿區、絲綢之路概念股回
調明顯。兩市共34個股漲停1股跌停；共流入資金
127億元，其中滬市流入64億元，深市流入63億
元。

國策支持 軟件股受捧
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加強重點領域知識產權執

法，大力打擊各種侵權行為，將惡意侵權納入社會
信用體系。推進軟件正版化。受消息提振，計算機
國產軟件和信息安全相關概念股漲幅居前，立思
辰、長亮科技、長城開發漲停，超圖軟件、華宇軟
件、信威集團漲超6%。保險股全線下跌，板塊跌近
1%領跌。半新股持續強勢，板塊漲幅近4%，連續
兩天領漲兩市。

分析師：宜衝高減倉
長城證券分析師向正富認為，上證綜指回踩到

2,401點後逐步回升，連跌4天的銀行股也有企穩跡
象，兩市成交量明顯萎縮。周五若銀行股發威，或
再次挑戰在本輪反彈以來的最大心理關口2,450點，
但由於指數調整不充分，再次衝高是減倉的機會。

快遞業招兵買馬應對「雙11」

去年深圳網購消費力全國第三，
電子商務交易額高達6,000多億

元人民幣 (下同)。今年的「雙十
一」，包括順風、郵政EMS、中通和
申通等快遞公司紛紛籌備增加人手、
車輛甚至貨運飛機等。
中通速遞羅湖中心負責人陳小姐告
訴記者，他們已將羅湖部分片區的人
手增加了一倍，由以前的30人增至
60多人，新增的人手除了大部分是快
遞員之外，也包括業務操作和後勤人
員。運送快件的車輛也由以前的一輛
升至3輛；快遞員工資也有所上調，
但她未有透露具體的幅度。 韻達一
門店負責人稱目前已多招收近40%員
工，以應對快件暴增。

順豐航機規模增至36架
順豐速運深圳公司透露，今年「雙
十一」前他們第5架B737-300全貨機
投入使用，目前順豐航空機隊規模已
達36架。「雙十一」期間順豐航空下
屬36架全貨機每日可發運貨量1,800

噸，另外通過正常航班腹倉運輸「雙
十一」期間預計每日最大可發貨
3,850噸。期間，順豐計劃在公路運
輸方面新增約800條直發線路，在快
件高峰期間日均新增投入車輛5000
台，實現1100噸/日的運力。

深快件量下周料增5成
深圳市郵政管理局預測，11月11
至16日期間，深圳全市快件業務量將
突破4,000萬件，比去年同期增長近
五成；最高日處理量預計將達到750
萬件，同比增長36.4%。該公司也採
取了多項措施保證「雙十一」快件正
常遞送，包括通過增加運輸車輛、加
快郵件運輸頻率等，保證全市各網點
收寄的郵件能及時轉運到處理中心處
理；增加投遞人員，靈活安排作業組
織以確保郵件準時投遞等。

穗快遞公司急聘兼職
在廣州，多家快遞公司大量招聘兼

職快遞員以應對即將到來的物流高

峰。記者近日在58同城、智聯招聘、
趕集網等專業求職網站看到，網站上
出現了許多快遞公司急招兼職快遞員
的招聘信息，其中不乏順風、圓通、
申通等大公司。兼職中開出的時薪從
10到20元不等，每天工作時間8至10
小時；除快遞員外，打包員、分揀、
裝車等崗位也有很大需求。
然而，記者隨機撥打了申通、圓通

等幾家快遞公司的兼職聯繫電話，負
責人都是在簡單介紹了兼職情況後，
就提供一個集合地點和時間，要求記
者到指定地點統一集合後參加面試詳
細了解情況，當記者強調時薪收入是
否同招聘信息上所寫一樣時，負責人

卻未正面回答。
相比一些小型快遞公司含糊不清的

兼職信息，順風物流在網上提供了較
詳細的招聘信息。在了解情況後，記
者來到招聘現場，但發現十分冷清，
幾乎沒有人前來應聘兼職，桌上已填
寫好的兼職簡歷表也僅有十幾張。記
者向工作人員表示自己想參加「雙十
一」之後的一周左右時間兼職，工作
人員叫記者填完簡歷表後具體情況等
通知即可。韻達快遞的快遞員小胡告
訴記者，該公司按照目前的物流量分
析，還沒有開始大規模招聘兼職人
員，而網上的一些相關招聘信息則是
常年掛着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帥誠 深圳、廣州報道）業內

人士預計，今年「雙十一」全國將有高達5億多快件需派送，

較去年同期增六成多。隨着「雙十一」的臨近，與電商聯繫緊

密的快遞行業也隨之忙碌起來。多家快遞公司正積極增加人手

和交通工具，總部設在深圳的順豐甚至新增貨運飛機應付貨運

需求。

浙樓市光棍節促銷湊熱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方怡 寧波報道） 臨近
「雙十一」，不少樓盤近期推出了「雙十一」促銷
優惠，浙江寧波部分樓盤推出特價房、認購優惠。
據悉，寧波各樓盤的促銷優惠力度各不相同。寧

波萬科旗下七大樓盤都進行「雙十一」促銷，其中
萬科城在活動期間認購85、100平方米戶型，可享
受額外優惠1.1萬元(人民幣，下同)，認購125、
138、242平方米戶型，可享額外優惠2.2萬元；萬
科．金色城市，推出「雙十一」當天認購享車位優
惠。此外，寧波的寧興嘉利．玫瑰園推出30套特價
房源，在原有優惠基礎上可享受再減400元/平方米
的優惠。
據萬科城的一名客戶經理介紹，剛需客戶對於價

格比較敏感，優惠活動反應比較熱烈，有客戶已決
定周末來售樓處看看，也有客戶過來下單了。但也
一些中高檔樓盤的客戶經理表示，「雙十一」的優

惠相比與動輒上兩三百萬的房子，對購房者吸引力
不夠。

遠地網售25項目近萬套住宅
同時，遠洋地產(3377)宣布，首度與京東金融聯
手，在互聯網金融平台下開展關於房產產品的眾籌
項目，於11月11日至12月初將推出25個項目近萬
套住宅，涉及項目遍及北京、大連、上海、天津、
杭州、武漢等12個城市。
業內人士表示，主流開發商大都介入了「雙十
一」節日營銷，也促使部分開發商跟進。但各個開
發商由於出發點和期望值不同，「雙十一」的促銷
力度也不同。面對互聯網的衝擊，開發商也想利用
「雙十一」購物節，把關注點轉移到樓市中來。
「如果可以抓住這樣一個消費節點，對樓市還是有
所提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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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包裝將推移動購物平台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偉聰）臨近內地「雙十一」
電商節，阿里巴巴在杭州的
總部變得非常熱鬧，昨日就
有網民拍攝到萬人迷碧咸現
身杭州阿里巴巴園區，在阿
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帶領
下參觀園區。據聞，碧咸此
行是為「雙十一」助陣，參
加酒類活動。
碧咸一身西服，在馬雲帶
領下參觀園區，兩人會面的
照片迅速在網上瘋傳，網民
稱這次是「首帥」會「首
富」。

擬天貓推威士忌品牌
據新浪體育稱，碧咸此行是為「雙十一」助陣，以及和
馬雲一起參加阿里員工大會。有知情人士透露，碧咸此行
是參加「雙十一」酒類活動。在該酒水品牌的天貓店，澎
湃新聞記者查到，的確有一個活動與碧咸有關，拍中酒水
者，11月可與他合照。
自在美國上市後，阿里進一步國際化，而今年「雙十

一」更首次推全球化戰略，有網友就爆料指，阿里巴巴希
望請碧咸為淘寶作代言，碧咸此次到訪與該合作有關。而
外界亦猜測，碧咸到了杭州、見過馬雲，是否意味着他會
與阿里巴巴談合作，相信找到碧咸代言或進行更深度的合
作，對於阿里巴巴開拓全球市場是不小的幫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中國包裝
集團(0572)主席兼執行董事陳懷德昨於股
東會後透露，擬最快本月底推出自家移
動購物平台，借助陳氏個人持有、於內
地從事直銷的富迪之逾1,000萬會員資
源，料新平台「最多2個、3個月就能回
本」。不過，該公司股價昨一度大瀉
15.4%至0.99港元，收報1.14港元，較前
一交易日跌2.56%。

初期銷售自家女性品牌
新建的移動銷售平台投資額約400萬至
500萬元，其中約100萬至200萬元用於
製作平台，其餘用作流動現金。平台初
期以銷售自家品牌女性產品為主，產品
平均售價約100至200元，相對富迪現有
會員每月人均500至1,000元的消費力，
「定價好吸引」。
陳氏強調，富佑從事手機移動購物，
與電商企業淘寶「完全唔同」，並稱未
來唯一能打敗電商的只有手機移動購
物，而公司得益於富迪的超過1,000萬直
銷會員，「基礎較其他同類公司好」。
陳氏指，推廣經費主要通過騰訊(0700)

旗下微信朋友圈營銷，鼓勵會員分享產

品。例如向前
100 名點擊者
免費送唇膏，
吸引幾十萬人
點擊，「以後
賣什麼放進去
就 水 到 渠 成
了」。其他還
包括「積分換
禮品」等。
平台銷售的產品由第三方製造，陳氏

不排除日後自建廠房生產，或將富迪擁
有的部分直銷產品注入上市公司。至於
公司股價近日大幅波動，行政總裁蕭潤
發回應，股價波動屬市況，公司無意回
購股份。

易名中國富佑攻電商
另外，因應公司前主席何健宏之抵押

並未有經董事會及股東通過，在徵詢法
律意見後，蕭潤發認為有關問題是何氏
之私人擔保問題，對公司無影響，公司
現已罷免他的職務，同時保留事後追究
權利。公司昨日股東會通過易名「中國
富佑集團」，主攻移動電商業務。

■據深圳市郵政管理局預測，11月11至16日期間，深圳全市快件業務量將
突破4,000萬件，比去年同期增近5成。 資料圖片

■寧波萬科城通過海報、電話等方式進行「雙十
一」促銷宣傳。 周方怡攝

■碧咸到訪阿里巴巴集團，
馬雲親自迎接。 網上圖片

■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與中國農業產業化龍頭企
業協會進行合作簽約。 唐琳攝

■中國包裝集團主席兼
執董陳懷德。 張易攝

■海口某證券交易大廳的股民關注大盤走勢。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