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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张华玮） “现在有钱，

不代表以后有钱；现在有钱，都希望以后更

有钱。”这是目前大多数人的心态。

如果现在手上有一笔资金，到底如何

运用，才能在保障“未来”的情况下，使之不

断增值？安徽首届“中国铁建·国际城杯”

金融机构“理财之星”评选复赛在即。本次

大赛将通过最专业、最公正的评选，为您找

出安徽理财界精英中的精英，他们会给您

最经典的答案。

手握资金 教您怎么用

有这样一个家庭，同合肥目前大多数

家庭情况相仿。丈夫，某公司中层管理人

员，月收入5000元；妻子，从事办公室文秘

工作，月收入2000元；两人都办理了养老

和医疗保险；孩子目前在读高中。该家庭

月支出3000元，无房贷、车贷，有存款20

万元。

该家庭有2年后购车的打算，并要为

孩子积累上大学的费用，且需要为夫妻二

人制订养老金规划。参加本次活动，进入

复赛的一名理财师，综合考虑该家庭的财

务状况、理财目标、风险承受能力等，为其

提出理财建议。

教育基金方面，建议以保险公司的短

中期万能分红险种为主，在注重积累的过

程中配合未来小孩教育支出的灵活性。新

车购置方面，建议购买流动性较弱而收益

较好的理财产品，例如银行稳定理财投资

期限大概为两年的产品，与买车时间匹配，

并且收益相对较高。退休养老金方面，建

议将资产通过适当比例进行配置，配购长

期国债、短期货币基金、预留流动资金等。

如此理财建议，让这个家庭在不影响

生活条件的情况下，筹备到了购车资金，积

累了教育基金，并有相当的收益和存款。

像这么好的理财师，只是28位复赛参加者

中的一位。

下周开赛 证件本周可领

本次活动，由中国铁建房地产集团合

肥置业有限公司联合市场星报主办，新安

房产网、星空社区协办。复赛于12月14日

下午14点进行，从28名选手中选出10位

进军决赛。决赛于12月21日下午14点进

行，最终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

奖3名，鼓励奖4名。获奖者将颁发证书及

丰厚奖金。决赛当晚，还将举行颁奖晚宴。

复赛和决赛的地点，均在北二环路与

四里河路交叉口东800米中国铁建售楼部

二楼中铁会。目前，经过艰难的挑选和评

定，28位复赛选手名单已经全部产生（详见

下面的表格）。

各位参加复赛的选手，12月7日（本周

五）起，即可到北二环路与四里河路交叉口

东800米中国铁建售楼部一楼，领取参赛

证件。

精英赛事 经典项目匹配

坐拥合肥北二环森林板块的中国铁建

国际城，正可以享受进、退自如，“离尘不离

城”的生活。本次活动主办方，中国铁建房

地产集团合肥置业有限公司，于11月29日

首开的中国铁建·大湖公馆项目，更是把惬

意的美好生活，演绎到了极致。

2400米水岸线，30000亩湖面，理想化

的临湖而居；外立面简约现代，内室3.15米

挑高，户型为199至 212平方米四房至五

房，户户临水。五星级入户礼遇，配套集休

闲、运动为一体的坝下坡地公园，设置篮球

场、网球场和羽毛球场等运动场地，首层大

堂3.5米架空，配有客户休息等待区、水吧

区、商务区等，媲美五星级酒店大堂。

如此经典的项目，当然是投资理财的

绝佳选择。即便不为理财，只为投资生活，

这里也是不二选择。

“中国铁建·国际城杯”金融机构“理财

之星”复赛选手名单

安徽首届“中国铁建·国际城杯”金融机构“理财之星”评选复赛在即

从精英中找出精英

银行名称

工行省分行

农行省分行

交行省分行

招行合肥分行

招商证券

徽商银行

邮储银行

兴业银行

合肥分行

中信银行

合肥分行

东方证券

姓名

孙静芳 庄 艳

祝 春

李 梅 李 珉

林 潇 丁 蕾

陈建伟 代 雷

韩 寅 叶 鑫

程 艳 翟志芳

叶卓伟

葛 凡

胡济飞 李经坤

刘 俊 徐彬斌

杨 栋 郑文臣

彭天瑶 许宣毅

袁 媛 徐 勇

方莹莹 张 颖

汤 军

星报讯（记 者 董 艳 芬/文 黄 洋 洋/

图） 3188元能在合肥做什么？还一个月

房贷？买一部智能手机？如果你把它用到圣

诞节消费，只够吃一顿，而且还是一个人的

“餐标”。

上周末，合肥许多星级酒店都举行了圣

诞亮灯仪式，这也点燃了今年圣诞大餐的销

售。与往年两位一千多元的套餐价格相比，

今年星级酒店的圣诞大餐则按人头收费，记

者粗略估算了一下，最高每位收费3188元，

便宜的也要近千元。

圣诞晚餐最贵卖到3188元/人

今年酒店在圣诞大餐上玩起了“派对”，按

人头收费，最高“圣诞大餐”卖到3188元/人。

合肥新站区喜来登大酒店“圣诞屋”专区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该酒店的“圣诞晚餐”有三个价

位，分别是1900元/人、2688元/人、3188元/人。

“3188元不仅可以享用圣诞节晚餐，还包

括当晚豪华俱乐部套房住宿以及观看文艺演

出、参与抽奖等活动，目前已经有市民预订了。”

另外，皇冠假日酒店、天鹅湖大酒店等工

作人员也表示，圣诞节晚餐都是按人头来收

费的，基本上都在千元左右。

“圣诞大餐”变身客户“答谢会”

为何圣诞晚餐的价格那么贵?多家酒店

工作人员表示，一些晚餐入场券之所以卖得

很贵，主要是因为当晚会有文艺演出、魔术表

演、抽奖等活动。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圣诞大餐

的价格比平时的套餐要高，但每年这时候的

预订情况都很火爆，原因就在于多数都是团

体消费，这些企业所请的多是一些大客户及

其家人。

“一些大公司、大企业，一次买十几张餐

票或者干脆包场，用来款待大客户及其亲朋

好友，作为社交必备的一种‘感情投资’。”某

酒店负责人告诉记者。

10年前就被列入“保护名录”的黑山

猪，如今这些听音乐、吃五谷杂粮长大的猪

来到了省城合肥。笔者了解到，日前，安庆

六白猪进驻合家福马鞍山路店。

日前，程岭黑山猪销售现场，作为安徽

省唯一国家级珍稀保护品种“安庆六花七

星”猪从农村来到城里，进入合家福马鞍山

路店，引起了消费者强烈兴趣。

据工作人员介绍，六白猪因其头端、尾部及

四肢末端呈微白色，其余地方为黑色而得名。

据介绍，安庆六白猪早在2001年就被

省农委列入第一批“安徽省地方畜禽品种

保护名录”，2006年又被农业部确定为“国

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

据该项目相关负责人姚少松介绍，程

岭黑山猪生长在高达800米的深山上，养

殖环境优美，生长周期为300天以上，吃的

是五谷杂粮，喝的是从高山里引进的山泉

水，所谓养深山、经四季、食粗粮，饮山泉。

独特的养殖模式使猪肉口感肥而不腻、瘦

而不柴味更香。 何曙光

程岭黑山猪肉“闯荡”省城
10年前已被列入“保护名录”，目前进驻合家福马鞍山路店销售

马钢（合肥）
207亿元环保搬迁

星报讯（记者 宛月琴） 马钢最新公告显

示，公司近日收到安徽省发改委转发的批复，

批准关于旗下马钢(合肥)钢厂环保搬迁项目，

原则同意公司在安徽省缩减钢厂总规模的前

题下，实施马钢(合肥)钢厂环保搬迁项目。

马钢股份表示，项目总投资为207.88亿

元，其中建设投资187.22亿元，建设期利息

9.55亿元，铺底流动资金11.11亿元，其中企

业自有资金103.94亿元，占总投资的50%，

其余部分申请银行贷款。

项目实施后，公司本部年产生铁1355万

吨、钢1500万吨、钢材1408万吨，马钢(合肥)

钢厂具备年产255万吨钢材深加工能力。

2012年10月末，在南京举办的中国家

用电器技术大会上，格力刚刚推出的“全能

王”系列空调引起了与会各方的高度关

注。格力的划时代新品赢得了中国制冷行

业顶尖专家的高度赞扬。

据了解，虽然空调能效的概念已经广为

人知，但冬季空调制热能效和夏季空调制冷

能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目前市场

上商家宣传的空调能效，通常为空调的制冷

能效，而非空调的制热能效。以目前主流的

“热泵型”家用空调为例，当室外温度低于

0℃时，普通空调的供热量只能达到标准制

热能力的70%，而室外温度达到零下3℃，

供热量仅为30%左右。这也就是为何人们

长期质疑空调制暖性能不尽如人意的原因。

数据显示，格力“全能王”在-20℃的超

低温环境下，其制热量比普通空调最高提

升40%，出风口温度可达50℃，在-30℃工

况下也可以稳定制热；当环境温度为50℃

时，出风口温度可以低至13℃，其制冷量比

普通空调提升25%。“也就是说，从制冷和

制热两方面来说，该系列产品均突破了技

术瓶颈，实现了制冷范围上的‘全能’。”行

业专家表示。

据介绍，超低温制热和超高温制冷的

技术实现，得益于双缸变容变频压缩机的

使用，即在特殊环境下，全能王的压缩机也

可以通过双缸运行来实现二次压缩，增大

换热能力，稳定实现在特殊环境温度下的

制冷、制热需求。

据悉，该产品之所以备受专家青睐，是

因为在制冷制热这个空调产品的基本功上

实现“突破”之外，“全能王”系列产品在其

他功能上也实现了“全能突破”。该产品采

用大运动导风机构，实现了上下180°、左

右130°的全范围无盲区送风，而“无盲区

送风”产品目前在整个中国空调行业尚属

首例。同时，格力“全能王”还通过独有的

“地毯式”送风方式，有效利用热空气自动

上升的原理，使得房间整体温度分布均匀，

符合人体“暖从脚起”的健康理念。

此外，格力在行业内率先采用的PMV

尖端网络神经控制技术，通过一键智享功

能轻松实现人体最佳舒适状态，全方位打

造温度、湿度、风度的舒适体验。而在这一

系列功能突破之下，又把最低噪声降至18

分贝，达到行业最低。在节能方面，格力

“全能王”同样做到了极致，通过采用格力

核心科技的代表性技术“1赫兹变频”，实现

了仅为15瓦的最低运行功率。

在南京的2012年中国家用电器技术大

会上，多位行业专家评价称：“之前各空调制

冷专家制定的空调行业技术路线图，需要修

改了，因为格力这个划时代的产品，全方位

地突破了技术瓶颈，而这些技术瓶颈，在路

线图的规划之中，是要到2015年才解决的。

它让中国的空调技术领先了全球三年！”

让中国空调技术领先全球三年

格力“全能王”的“全能突破”
3188元
只够一人吃圣诞大餐
合肥酒店“圣诞”
走起“高端路线”

省城圣诞氛围渐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