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玲傑 合肥報
道）隨移動互聯網化的進程，傳統銀行
業加快互聯網金融佈局步伐，推出無實體
網點的純網絡直銷銀行成為傳統銀行的選
擇。據了解，自2014年起，內地超過15家
銀行陸續加入直銷銀行的行列，徽商銀行
(3698)推出的直銷銀行「徽常有財」近日正
式上線。

據了解，目前互聯網直銷銀行廣受關
注，其定位一直是各大銀行直銷銀行的重
要規劃之一，例如徽商銀行推出的「徽常
有財」則定位為「忙、潮、精」人群，讓
生活節奏快，希望按照自己時間安排辦理
銀行業務的投資者，隨時隨地通過互聯網
電子設備，精準的選擇自己需要的理財產
品。

據悉，此次徽商銀行推出的上線一期產
品，主推一分起存、隨存隨取的類餘額寶產
品「聚寶盆」，風險小、購買門檻低且可以
無金額限制的實時贖回。同時，「徽常有
財」後續將推出化零為整、積少成多的「存
錢罐」人民幣儲蓄增值系列；期限靈活的
「搖錢樹」高收益理財系列；便捷快速的
「錢貸子」消費貸款系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俊峰 廣州報
道）廣東省統計局日前發布信息顯示，去年
廣東 GDP（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
7.8%，未能完成8.5%的預期增長目標，但
高出了全國0.4個百分點，人均GDP也首次
超過1萬美元。7.8%為廣東1988年以來26

年裡最低GDP增速，專家指出廣東在新常
態下經濟發展換入中高速檔位。
有關數據顯示，2014年廣東實現地區生

產總值67,792.24億元(人民幣，下同)，按
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8%。分季度
看，一季度同比增長7.2%，二季度增長

7.8%，三季度增長 7.7%，四季度增長
8.2%。去年廣東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
全年固定資產投資25,928.09億元，同比名
義增長15.9%，增速同比回落2.4個百分
點，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8,471.15億
元。

粵去年GDP增速26年最低

徽商銀行直銷銀行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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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明 天津報
道）在近日舉行的天津開發區2015年工
作會議上，管委會負責人首次透露，一
汽大眾華北生產基地確認落戶天津泰
達，總投資25億美元，2018年投產，將
成為天津最大的外資先進製造業項目。
2014年7月7日，在李克強總理和德

國總理默克爾的見證下，中國一汽公司
與德國大眾公司在北京簽署了《關於建
立一汽大眾新生產基地聯合聲明》。聲
明表示，將依次在青島和天津建立一汽
大眾華東、華北新生產基地，以滿足產
能和市場需要。泰達負責人表示，一汽
大眾華北新生產基地將延伸汽車和零部
件產業鏈、壯大產業集群，增強綜合實
力和發展潛力，使天津建成一個擁有多
國別、多品牌、多品種，包括多個自主
品牌和合資品牌在內的世界級和國家級
汽車產業基地。

■2014年7月，李克強總理和德國總理
默克爾共同見證一汽與大眾在北京簽署
《聯合聲明》。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敏合肥報道）安徽省合肥
海關日前發布最新統計數據，2014年安徽省進出口
總值3,027億元(人民幣，下同)，比上年增長7.1%。
其中，出口1,934.8億元，增長10.2%；進口1,092.2
億元，增長1.9%。安徽省進出口、出口、進口值分
別排名全國第14位、15位、16位，增速分別高於全
國4.8個、5.3個、2.5個百分點。

石家莊辦全球冀商領袖峰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石家莊報道）為整合全
球冀商資源，為冀商服務，提升冀商形象。近日，首
屆全球冀商領袖峰會在河北石家莊舉辦。河北省工業
經濟聯合會黨組書記、秘書長陳建民在會上表示，冀
商「闖天下」與「強河北」的有機結合，為實現河北
創新發展、綠色崛起作出了重大貢獻。

中廣核總資產逾3900億
據了解，截至2014年底，中廣核總

資產超過3900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增長24%；在運裝機容量達
到2,334萬千瓦，同比增長37%。

安全運行業績總體良好
核電安全向為公眾最為關心話題。據
中廣核核電運營事業部總經理蘇聖兵介
紹，2014年中廣核核電安全運行業績總
體良好，大亞灣核電基地六台成熟機組

57%的WANO（世界核運營者協會）指
標進入世界前1/10的優秀水平，近幾年
新投產的5台新機組53%的WANO指標
進入世界前1/4的先進水平。全球64台
同類型機組連續安全運行天數的第一名
仍然位於大亞灣核電基地。
在工程建設方面，據中廣核核電工程

事業部副總經理夏林泉介紹，2014年中
廣核實現3台核電機組商運，創造了內
地核電批量化投產新紀錄。

旗下三大板塊實現上市
2014年10月，中廣核旗下的中國廣核

美亞電力控股(1811)在香港上市；12
月，中國廣核電力(1816)又在香港上市，

成為全球目前唯一純核能發電的大型上
市公司和中國核電第一股。加上此前在
港上市的中廣核礦業(1164)，中廣核的核
電、核燃料、非核清潔能源三大業務板
塊已實現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珍 深圳報道） 中國廣核集團日前在深圳
舉行2015年度新聞發布會，中廣核新聞發言人胡光耀在會上說，
2014年全年中廣核清潔能源上網電量超過980億千瓦時，比上年增
長30.5%；其中核電上網電量734億千瓦時，約佔中廣核總上網電
量的75%；非核新能源上網電量248億千瓦時，約佔中廣核總上網
電量的25%。

■■中廣核中廣核20152015年度新聞發布會現場年度新聞發布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巧 重
慶報道）第十四屆中國西部(重
慶)國際農產品交易會日前落下帷
幕。據組委會數據顯示，在4天
時間裡，到現場選購年貨的市民
共達37.2萬人次，現場銷售農產
品3.2億元(人民幣，下同)，累計
簽訂購銷協議88.7億元，簽訂投
資協議153.2億元。
據悉，本屆西部農交會參展企

業達2,100餘家，展示展銷農產
品品種6300餘個，其中來自泰

國、巴基斯坦、哈薩克斯坦、馬來西亞等境外企業60多家。

川廣安9項目攬金53億
農交會期間，重慶潼南縣現場日均簽訂了千萬元以上的蔬菜訂單；雲陽黃石鎮黃

石村果園生產的晚熟柑橘和外地商家完成洽談簽約價值1,500萬元、總量達1,500噸
的產品將銷往泰國；江津的遠洋花生銷售超過4.5噸，四川廣安成功簽約9個農業項
目，攬金52.8億元。此外，青海高原牛奶、山西小米、廣安鹽皮蛋、畢節竹蓀等產
品也大受青睞，銷量喜人。
此外，農交會期間還舉行了農產品貿易洽談、外地優質農產品公用品牌推介等一

系列活動。沃爾瑪、家樂福、麥德龍、永輝、重百等300餘家大型連鎖超市、採購
商、經銷商到會洽談、採購。

■農交會閉幕前一天，一醃臘製品攤主奮力吆喝
打折產品。

江汽第五代純電動車將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合肥報道）

2015年環巢湖大道綠色遊活動—新能
源汽車市民體驗暨環巢湖騎行活動日前
啟動。
當天，最新一代的江淮第五代純電

動車舉行了首次市民體驗活動，60輛
新車開上環巢湖大道。預計這款汽車
將在今年4月份正式上市。
江淮iEV5續航里程超過200公里，最

高車速可達每小時120公里。產品價格還
沒有公布，但江汽股份公司副總經理嚴
剛說，新能源轎車並不貴，且駕駛成本
更低。

每公里僅需電費7分錢
根據官方估算，該車每公里僅需

0.07元人民幣電費，與同級燃油車相
比每百公里至少可省50元人民幣。

前海深港酒檢中心通過驗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

道）記者日前從深圳檢驗檢疫局獲
悉，深圳市首家專業酒類檢驗實驗室
「前海深港國際酒類檢驗中心」已通
過深圳檢驗檢疫局組織的驗收。未
來， 深港兩地市民可使用手機等移動
互聯網設備，在網絡上快速查詢餐桌
上每一瓶葡萄酒的產品質量信息和溯
源信息。
前海深港國際酒類檢驗中心於2014

年8月15日啟動建設工作，在短短5個

月的時間內完成了從實驗室選址、圖
紙設計、工程招標、裝修建設、調試
驗收等全部建設任務，開創了實驗室
建設的「前海速度」，高質量、高標
準地完成了項目建設任務。
據悉，該中心是集技術支撐、標

準研究、人才培訓、政策諮詢、文
化交流、形象展示為一體的綜合性
技術平台，將為前海灣保稅港區和
深圳市的國際酒類貿易提供有力技
術支撐。

西部農交會簽153億投資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建麗，實習記者 圖們內蒙古報道）近幾年，隨城市規
模快速擴大，呼和浩特城市佈局和產業發展的矛盾日益嚴重，其中有污水和氣味排
放的主要是阜豐味精、齊魯製藥和一家小型再生紙廠等一大批企業被裹在了城市
中，對全市環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日前，記者從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十四屆人民
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記者見面會上了解到，2015年要對生物發酵企業進行徹底的整
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琳、蔣邵安廣西報道）記者從1月23日召開的廣西2014年
全區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上了解到，2014年全年全區生產總值（GDP）
15,672.97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8.5%。其中，第一
產業增加值2,412.21 億元，比上年增長3.8%；第二產業增加值7,335.60億元，增長
10.1%；第三產業增加值5,925.16億元，增長8.1%。三次產業增加值佔全區生產總值
的比重分別為15.4%、46.8%和37.8%，三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6.4%、
60.2%和33.4%。廣西壯族自治區統計局局長楊和榮介紹，2014年廣西經濟運行情況
總體平穩，穩中向好，在工業生產和外貿進出口方面增長速度較快，並且亮點紛
呈。

廣西去年GDP增長8.5%

呼市擬整改生物發酵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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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視國際台

9:00 寰宇大戰略
9:45 點滴鳳凰人
10:10 金曲點播
10:15 笑逐言開
11:00 大政商道
11:30 社會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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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騰飛中國
1:40 名人面對面
2:05 我們一起走過
2:50 金曲點播
2:55 金曲點播
3:00 資訊快遞
3:25 星光大劇院
3:50 社會正能量
4:15 鳳凰大視野
4:50 名言啟示錄
4:55 金曲點播
5:00 完全時尚手冊
5:25 金曲點播
5:30 有報天天讀
5:55 健康新概念
6:00 全媒體大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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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5 鳳凰全球連線
11:00 鏘鏘三人行
11:30 健康新概念
11:35 完全時尚手冊
12:00 鳳凰子夜快車
12:30 與夢想同行
12:35 全媒體大開講
1:55 金曲點播

6:00 父親的背影
7:30 黃金交叉
9:45 父親的背影
11:30 黃金交叉
2:00 螺絲小姐要出嫁
2:45 我的幽靈媽媽 (大結局)
3:45 不良笑花
4:45 瑪麗外宿中
6:00 螺絲小姐要出嫁
6:45 我的幽靈媽媽 (大結局)
7:45 花美男蔬菜店
9:00 螺絲小姐要出嫁
10:00 我的幽靈媽媽 (大結局)
11:00 瑪麗外宿中
12:15 不良笑花
1:15 花美男蔬菜店
2:30 螺絲小姐要出嫁
3:30 我的幽靈媽媽 (大結局)
4:30 不良笑花
5:30 瑪麗外宿中

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9:02 人與自然
9:29 精彩一刻
9:40 電視劇 大漠蒼狼
10:26 電視劇 大漠蒼狼
11:12 電視劇 大漠蒼狼
11:58 導視
12:00 新聞30分
12:30 導視
12:31 今日說法
12:59 導視
1:01 電視劇 花木蘭傳奇
1:47 電視劇 花木蘭傳奇
2:33 電視劇 花木蘭傳奇
3:19 電視劇 花木蘭傳奇
4:05 導視
4:07 動物世界
4:37 生活提示
4:41 導視
4:43 第一動畫樂園
6:58 導視
7:00 新聞聯播
7:30 公益宣傳短片
7:31 天氣預報
7:36 公益宣傳短片
7:40 焦點訪談
7:56 公益宣傳短片
8:00 前情提要
8:00 電視劇 鋒刃
8:46 前情提要
8:47 電視劇 鋒刃
9:33 人與自然
10:00 晚間新聞
10:30 導視
10:32 動物世界
11:02 導視
11:03 電視劇 大戲法
11:48 導視
11:50 電視劇 大戲法
12:36 導視
12:38 中華民族
12:58 導視
1:00 人口
1:20 導視
1:22 國際藝苑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9:00 流行無限
9:55 中文國際
10:00 中國新聞
10:10 中文國際
10:12 雙語劇場 我是特種兵之

利刃出鞘
10:57 中文國際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11:25 中文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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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天天飲食
2:22 中文國際
2:27 雙語劇場 幸福來敲門
3:12 雙語劇場 幸福來敲門
4:00 中國新聞
4:10 中文國際
4:15 雙語劇場 幸福來敲門10/

33
5:00 中國新聞
5:10 中文國際
5:15 遠方的家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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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特種兵之

利刃出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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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華人資訊
11:00 今日亞洲
11:26 遠方的家2015
12:11 中國文藝
12:41 國寶檔案
12:56 中文國際
1:00 中國新聞

煲劇1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