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溧优购”正式“上线”
溧阳首家微信购物平台———本报讯 日前，溧阳第一家

本土微信购物平台“溧优购”正
式上线运行，市民可以通过搜索
微信公众号“LY-gou”来获取丰
富的购物信息，足不出户便能买
到产自溧阳的特色商品。

据“溧优购”的负责人介绍，
目前该平台设有“买土特产”、
“每日良品”和“我要合作”这三

大板块。点击“淘最溧阳”，粉丝
可以看到各类产自溧阳的特色
商品，为了方便粉丝购买，该板
块不仅会呈现这些商品详细的
图片、文字信息，还会提供每一
个商品的购买链接。与“买土特
产”只提供本土特色商品不同，
“每日良品”则是网罗国内外所
有新奇好物的资讯板块，粉丝每
天都可以通过该板块欣赏到一
件创意商品；“我要合作”板块则
是为了方便想要与该平台合作
的商家所设，以不断丰富在该平
台所售的商品种类。
“我们以后还会定期开展投

票活动，让粉丝自己选出心目
中好吃、好玩的溧阳特色产品、
特色餐厅等等。也会根据粉丝
的投票、反馈，定期发布一些榜

单供受众参考。”该平台负责人
告诉记者，他希望今后“溧优
购”能够成为市民们在溧阳的
消费指南。“也希望粉丝在使用
过我们的平台后，与我们交流
使用心得，多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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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付最低降至四成
江苏二套房贷款

人行南京分行11日在官网上公布江苏二套房贷最新
标准，按照“因地施策，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的差别化
原则，明确了13个省辖市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其中南京、
苏州降至四点五成，其余地市降至四成。

具体标准为：对拥有1套住房且相应购房贷款未结清的
居民家庭，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购买普通自住房的，南京、苏州两市的最低首付比例分别由
70%、60%统一降至45%，其他11市的最低首付比例由60%
降至40%。贷款利率仍按不低于基准利率1.1倍执行。

由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牵头成立的江苏省金融机构执
行房贷政策自律机制经多次商议，于10日确定了执行人民
银行、住建部、银监会《关于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银发〔2015〕98号）的实施方案，并制定出上述方案。
江苏辖内各金融机构即日起可依照执行。而在上述方案基
础上，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可根据每个借款人（客户）的具体
信用状况等因素，确定各自的首付比例和利率水平。

此次落地政策特别强调，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可根据每
个借款人的具体信用状况等因素，确定各自的首付比例和
利率水平，这也表明各家银行在执行中会存在个体差异。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此次江苏执行二套房首付比例
最低降至四成，预计将直接带动刚需及改善性需求明显
提升。 据新华社

苹果手表能否激活可穿戴设备市场？
苹果手表（AppleWatch）来

了。4月10日正式接受网上订购的
苹果首款智能手表，迅速成为消费
电子圈关注焦点。从目前情况看，
苹果手表已在不少地方受到热
捧，在一些城市，苹果店里挤满试
戴人群，有的苹果店门口甚至排
起长队。

一些从事同类产品生产的企业
则在期待，苹果产品能激活一直不
温不火的可穿戴设备市场。在汇聚
数千家电子厂商的环球资源春季电
子展上，众多从事智能手表生产的
企业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苹果手表面世，或将培养起人们
使用智能手表的消费习惯。
“苹果进入这一市场，对我

们来说并非‘狼来了’，反而可能
带动智能手表的消费潮流。”已
在智能手表市场摸爬近三年的
深圳汉科电子公司销售总监周
湘蓉的一席话，在从业者中颇具
代表性。

而趁着这股东风，一些原本
不做智能手表的企业也开始进军
这一市场。一家此前做智能手机
的广东企业在此番环球资源春季
电子展上一口气推出十余款智能

手表，无论是外观设计还是功能配
置，都与苹果产品颇为相似。

过往一两年，业界对可穿戴设
备关注度不断上升，一些知名机构
也接连发布预测看好成长前景，但
实际市场却不温不火，实际销量并
没有呈现出爆发式增长。
“三星、索尼都出过智能手表产

品，但都没有实质性带热市场。”周
湘蓉说。业界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智能手环以及手表的全球出货量
不过几千万只，而同期智能手机出
货量则是十亿计的规模。

在持续观察消费电子市场的

环球资源电子组总裁黄谭伟看来，
智能可穿戴设备依然面临续航时
间短、系统碎片化、数据整合少等
瓶颈问题。

在业内人士看来，苹果能否
顺利突破这些瓶颈，是接下来苹
果手表销售能否持续火热，甚至
成功激活整个可穿戴设备市场的
关键所在。

记者走访环球资源电子展发
现，在围绕苹果手表提供周边产品
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的电子设备
厂商屈指可数。黄谭伟告诉记者，
据环球资源调研，起码有30%的国

内电子设备厂商有心开拓苹果手
表周边产品市场，但在前景还不明
确的情况下，不敢贸然进入，“他们
还在等”。
“苹果手表初期一定会吸引大

批粉丝购买，但这股火能不能持续？
还是等市场给出答案吧。”一家深圳
电子设备企业负责人说。

据新华社

A股“一人一户”解禁影响几何？

从13日起，如果投资者对证券公
司的服务或佣金不满意，不必再费尽
周折转户了，只需要到别的证券公司
新开一个账户即可。A股“一人一户”
全面解禁，这将给投资者带来更多的
选择权，增加A股开户吸引力，并倒
逼证券公司降低佣金，提升服务。

开户数有望大幅增长

根据中国结算12日晚间发布
的证券账户业务指南（修订版），同
一投资者最多可以申请开立20个A
股账户、封闭式基金账户。分析人士
预计，此举便利投资者，在市场行情
向好的背景下，有望带来开户数的
大幅增长。

放开“一人一户”限制是证券账
户整合工作的一部分。根据中国结
算的整合方案，每位投资者将拥有
一个总账户和若干子账户。一码通
总账户下的子账户包括人民币普通
股票账户（A股账户）、人民币特种

股票账户（B股账户）、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账户（股转系
统账户）、封闭式基金账户、开放
式基金账户以及根据业务需要设
立的其他证券账户。

在证券账户整合之前，每个股
民表面上只有一个证券账户，但是
在这一个股市账户的背后，默默
地承受了7个收费项目。“整合后，
收费项目由原来的7项调整到只

收取开户费一项，开户费收费标准统
一并大幅降低，降幅达56%。”中国结
算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券商佣金大战在即

“一人一户”解禁给投资者带来
开户便利的同时，也将直接冲击券
商的业务模式。“最直接的影响就是
佣金大战。”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

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说。
新规刚刚发布，一些券商营业

部的工作人员就已经感到了压力。
“竞争肯定会加剧，拼手续费在所难
免，而且要有更多的市场化手段进
行营销，从过去开发客户转变为挽
留客户。”某证券公司北京营业部的
一位客户经理说。

不过，在财经评论人士皮海洲
看来，现在佣金已经比较低了，降低
佣金对吸引新客户来说比较有利，
对老客户没什么吸引力。“短期内佣
金率可能会有调整，从万分之八下
降到万分之五比较靠谱，但难有大
的调整空间。”

实际上，近两年来，随着互联网
证券的发展，网上开户的佣金率已
经降到万分之三以下。中国证券业
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共有55家证券
公司获准开展互联网证券业务试
点。但是，由于不够便捷，网上开户
尚未普及。

按照之前的规定，投资者如果
对券商的服务不满意，必须进行转
户，而这是一个相当麻烦的过程。
“可现在，哪家券商的服务好就在哪
家的账户上面多交易点。”英大证券
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说，这对券商

的要求更高了。

监管必须跟进

新规则之下，投资者账户将发
生较大变化，有人担心：这会不会带
来监管难题？会否加大利用所掌控
的不同账户操作套利的空间？

对此，李大霄认为，不管你是在
多少个券商开户，但最终还是托管
到中国结算，中国结算后台对投资
者的持有交易情况仍是一目了然。
这不同于海外包括香港市场，他们
都是托管在券商手上，彼此之间都
有信息不对称的情况。“A股多开户
带来的对倒风险几乎没有。”

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一人多户
仍将带来一些新情况，需要监管政
策的跟进调整。有市场人士指出，比
如，按照现在的信息披露规则，单个
账户持有某上市公司的股票比例超
过5%，就有义务披露，但如果同一
投资者的账户分散在不同券商，谁
将为此负责？
“作为证券账户管理机构，中

国结算将进一步支持场内场外市
场业务创新。”中国结算董事长周
明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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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禁市值达725亿元
本周两市限售股

根据沪深交易所安排，本交易周（4月13日至17日）两
市将有14家公司共计130.2亿解禁股上市流通，解禁市值达
到725亿元，为年内偏高水平。

据西南证券统计，本周两市解禁股数共计130.2亿股，
占未解禁限售A股的2.75%。其中，沪市6.81亿股，深市
123.42亿股；以4月10日收盘价为标准计算的市值为725.41
亿元，为2015年偏高水平，其中，沪市4家公司为104.81亿
元，深市10家公司为620.6亿元。

沪市4家公司中，隆基股份在4月13日将有0.84亿股限
售股解禁上市，按照4月10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53.2亿
元，为本周沪市解禁市值最大公司；解禁市值排第二、三的是
日照港和和邦股份，解禁市值分别为26.83亿元、15.71亿元。

深市10家公司中，京东方A的限售股将于4月15日解
禁，解禁数量11.85亿股，按照4月10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
为502.34亿元，是本周深市解禁市值最大公司；解禁市值排
第二、三的是奥马电器和康达新材，解禁市值分别为27.04
亿元、25.84亿元。

此次解禁后，沪市将有日照港，深市将有奥马电器、康
达新材成为新增的全流通公司。 据新华社

高山出好茶 好茶在高山
———访江苏松岭头生态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卞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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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白茶% 农产品地理标志被农

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确定

为首批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

示范样板创建试点#成为江苏省

唯一入选的项目&根据农业部的

要求#溧阳划定了总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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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的天目湖白茶保护区#

并公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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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获得 $天目湖白

茶%地理标志许可使用权的茶叶

企业&眼下正是新茶上市#即日

起#$聚焦溧阳% 将开设专栏#专

题报道这
#(

家茶企# 了解地方

品牌企业背后的故事&

在溧阳南部山区的深山中，有
一座海拔457米的高山———松岭头，
山腰上有一家茶叶基地，“松岭头白
茶”由此得名。这里山峰环立、中藏湿
地，常年灵雾润泽、四季碧绿，经过20
多年的培育，已拥有茶园600多亩，年
产白茶达3000多公斤。经有关部门
检测，该基地生产的茶叶中氨基酸含
量为6.25-9%，比普通茶高2倍以上，
而土壤含硒量则高达1.09mg/kg，
是名副其实的富硒茶。

凭借出众的品质和良好的
口碑，“松岭头白茶”相继荣获
上海国际茶文化节金奖、江苏
省陆羽杯特等奖，并跻身“天目
湖白茶”地理标志许可使用单
位行列。

日前，记者慕名来到了松岭
头白茶基地，见到了正在组织工
人采茶的松岭头白茶有限公司董
事长卞永前。卞永前向记者介绍
说：“当时选这块山地来种茶就是
看重它远离城市和现代工业，土
壤、空气、水源不曾受过污染。我
们现在看到的茶园是在原始生态
雨林中开垦出来的，并且与山下
村民的其他茶园及农作物等完全
没有交叉，可以说20余年来，我
仅仅对这块山地做了一件事：开
垦荒地，种植茶树，再慢慢地等茶
树成长。走进这片茶园，你根本见
不到化肥、农药、除草剂与激素，因
为这里的种茶人爱茶树如爱人。”

记者从溧阳市农林局了解
到，按照《天目湖白茶农产品地理
标志使用管理规则》的规定，获得
天目湖白茶地理标志许可使用权
的产品必须通过绿色或有机食
品质量认证。对此，卞永前有自

己的理解：既然获得了这个荣誉，
那就得从各个方面严格按照地理
标志的要求来做，要让品茶者一喝
就知道是天目湖白茶，要做到这一
点，就需要天目湖白茶企业共同维
护好“天目湖白茶”这个品牌，尤其
是自己作为天目湖白茶种植的第
一人，理应带好头，做好示范。

据卞永前介绍，在茶园经营管
理上，他一直坚持不使用杀虫剂与
除草剂，待杂草实在需要处理时，就
以手工的方式拔除；如果需要施肥，
就施有机肥，如羊粪等；如果需要治

虫，就以太阳杀虫灯、占虫黄板灭虫。
人工除草、施肥成本高，且持续周期
短，而化学除草成本低且周期长，但
卞永前却认为：“茶园中的每一株茶
树与每一个昆虫，都是茶园中的成
员，我完整沿袭了台湾人打理茶园的
天然生态模式，通过让茶园中的每株
茶树朝餐云雾、日吸阳光、夜饮山泉
的方式，实现了‘从茶树到茶杯’纯天
然、绿色无污染的理想。”也正是由于
这个原因，多年来，“松岭头”白茶虽
然价格比普通茶高很多，但仍供不应
求，目前已销往北京、上海、南京、苏

州、无锡、常州、连云港、广德等地。
惜别茶园，记者跟随卞永前来

到了制茶车间，顿时缕缕茶香暗暗
袭来。卞永前笑着说：“这两天在大
批量采茶，现在采下来的鲜叶还不
是最香的，等炒茶的时候茶香会更
加浓郁，来尝尝我们的新茶。”卞永
前往杯中放入一撮刚制好的茶叶，
然后注入少许开水，在茶叶欲展未
展时，再冲进滚烫的开水，手起手落
间，碗中茶叶纷纷起舞涌向水面，很
快涌向水面的嫩芽很快又根根直
立，继而徐徐下沉，茶汤清亮，众多
展开的茶叶竖立于杯底，嫩芽上有
茸茸细毫。记者将茶杯凑近，一缕茶
香扑鼻而来，慢慢喝上一小口，入口
略有一丝苦涩，继而满口清香，并带
一丝甘甜。
“高山出好茶，好茶在高山。”这

是记者在体验走访过后，对松岭头
高山茶园的切身感受。采访结束
时，记者似乎有些理解卞永前心中
的种茶之道：也许他是想借这片纯
天然绿色无污染的茶园，来表达一
种飘逸潇洒、悠然自得的生活情
趣；也许他是想用一款极品的好茶，
来表达一种志在高山、志在流水的
人生境界。 宋林珍 张旭

地址：溧阳南山竹海风景区
电话：#'$"#*)*'''

集中发放63名农民工欠薪
溧阳法律援助中心———

本报讯 日前，溧阳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集中为63
名农民工发放追回的欠薪，领到最大欠薪数额6万元的席卫
平非常激动：“多亏了法律援助中心，要不然我们的血汗钱真不
知道该怎么拿回！”发放现场，农民工代表还向溧阳市司法局、
溧阳市人民法院、溧阳市法律援助中心赠送了三面锦旗。

据了解，自2002年7月开始，来自安徽省的鲍中俊等18
人和溧阳市的彭雄华等45人陆续前往溧阳市某公司工作。
自2012年起，该公司出现经营困难，2013年开始，工人的工
资便没了着落。2014年4月，工人们罢工要求公司支付拖欠
工资，但公司均以各种理由推脱，不予支付。付出的劳动得
不到回报，情绪激动的工人开始围堵公司，并向常州、溧阳
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得知这一情况后，溧阳市人民政府当即联系该市法律
援助中心，该中心工作人员主动、及时介入调解。法律援助
中心工作人员先稳定了工人们的情绪，并以最快的速度指
派了两位资深律师
参与办理此案，同
时开通绿色通道，
第一时间启动法律
援助程序。在法律
援助中心和律师的
多方努力下，欠薪
公司在2014年8月
14日与工人们达成
调解协议，最终于
2015年4月9日执
行款153.4631万元
全部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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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业务技能
“大比武”

溧阳市纪委开展———

本报讯 为切实加强纪检监察系
统干部队伍能力建设，全面提高纪检
监察业务工作水平，近日，溧阳市纪委
开展了纪检监察系统八项业务技能
“大比武”活动，对纪检干部知识结构
中存在的一些共性欠缺问题和业务工
作中的薄弱环节进行查漏补缺。

据悉，此次“大比武”活动从3月
份开始，至10月底结束，参加对象为
溧阳市纪检监察系统在职干部，共设
置信息宣传撰写、廉政杂文写作、制
作PPT课件、应知应会基本知识测试、
纪检监察案件办理、党政纪案件审
理、信访举报处理、网络舆情应对处
置等8个专项。比武采用闭卷考试、电
脑操作、情景设计、现场模拟和业务
评比等方式灵活进行。!杜惠 冯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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