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0 責任編輯：黃雲濤 2012年4月29日(星期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馬琳　北京

報道）為期6天的第二屆北京國際電影節昨
天落下帷幕。本屆電影節共有4,000餘名國內
外嘉賓參加，640家影視機構參與洽商，簽
約金額總計達52.73億元人民幣，創內地電影
節展交易額之最。據電影節組委會秘書長李
春良表示，目前電影節組委會正在推進設置
評獎環節，或可在明年的第三屆北京國際電
影節上推出。

參與民眾達百萬人次
電影節組委會常務副秘書長、北京市廣播

電影電視劇副局長龐薇昨天下午對媒體通
報，第二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精心組織了7大
主體活動，6大相關活動，27項具體活動，
實現了從第一屆高端起步到第二屆跨越提升

的新發展：一是出席國內外嘉賓4,000多人，
比第一屆翻番；二是走紅毯中外著名嘉賓達
到300多人，比第一屆翻了一番多；三是參
與洽商影視機構數達到640家，比第一屆翻
了近一番；四是簽約交易額達到52.73億元，
比第一屆翻了近一番；五是共有246家中外
媒體、901名記者註冊報道，註冊記者數比
第一屆翻了近一番；六是電影節場地面積達
到7.7萬平米，比第一屆擴大了3倍；七是群
眾參與人次從第一屆的10萬人次增長到百萬
人次；八是上千家海內外主流媒體和重點網
站將目光投向北京、投向北京國際電影節，
給予充分報道、廣泛讚譽。

成內地最大電影市場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副市長

魯煒在晚間舉行的電影節閉幕式上表示，
本屆電影節實現了世界電影在北京電影節
上寬領域、高頻次、全方位的深入交流，
演出活動精彩紛呈、展映放映佳片不斷、
論壇講座高端權威、電影洽商交易再創中
國電影節展交易額新高，成為中國內地最
大電影交易市場，掀開了中外電影交流交
易的新篇章。
在昨天與閉幕式同場進行的電影音樂會

上，來自英國皇家愛樂樂團百人大型交響樂
團演奏了中外經典電影音樂《英雄》、《拉
茲之歌》、《集結號》、《泰坦尼克號》以及
奧運歌曲《我和你》，展示世界經典電影藝
術和中國電影的獨特魅力。
第二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由國家廣電總局和

北京市政府聯合主辦，包括開幕式、北京展
映、電影魅力、北京論壇、北京電影洽商、
電影嘉年華、電影音樂會、閉幕式等主體活
動，不但讓中外電影人士獲益匪淺，也讓製
作公司滿載而歸。

據中國慈善榜辦公室介紹，在今年慈善排行榜榜
單的605家企業中，入榜慈善家有231位，更包

括5位彩民，其中去年浙江5.65億元彩票大獎得主，
以,2000萬的捐款額列彩民捐贈首位。這些慈善家合計
捐贈79.99億元（不含物品捐贈），捐贈過億的慈善家
和慈善企業達31個，合計捐贈總額超96億元。

上榜外企達70家
在605家上榜的企業中，民營企業有392家，捐贈總

額為54.4778億元；上榜國有企業128家，捐贈總額
32.2432億元，遠遠少於民營企業，另有70家上榜的外
資企業。
尤值得關注的是，此次榜單捐贈過億元的企業共計

22家，慈善家1,000萬（含）以上捐贈共96筆，捐贈筆
數均超往年，而在22家捐贈超過億元的企業中，有15
家民企，6家國企，1家外企，民企佔比亦最大。
對此，中國扶貧基金會相關負責人丁亞東表示，民

營企業近年參與公益事業日趨強勁，目前已逐步成為
社會捐贈的主要力量，而實力雄厚的國企在慈善意識

方面尚待提高。

高校獲捐款23億
榜單公佈的資料亦顯示，在自然災害少發的年份，

教育領域仍是企業、個人捐贈款的主要流向，而高校
成為教育領域主要接收方，接收捐贈約23億，其中校
慶捐贈接收9億元，而中小學等基礎教育階段獲得的
資金總額不到投向高等教育的捐贈總量的1/3。
此外，在今年的榜單上，還有一個針對明星慈善行

為的慈善榜，共100位明星上榜。

曹德旺蟬聯首善
內地著名民營企業家、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因股

捐人民幣35億元成立河仁慈善基金會再次榮獲「中國
首善」稱號。對此，曹德旺表現一貫的淡然，他重申
自己做慈善是基於一種共享的心態，不看重稱謂，也
不需要出名。曹德旺說：「社會給予我很多，我應該
回報社會。我捐出的不是那點錢，是捐出我對祖國、
人民、員工和社會各界一片深情的心意和心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中國氣象局新聞發言人陳振林28日在北京
舉行的發佈會上表示，五一假日期間，南
方多降雨，江南、華南有中到大雨，部分
地區有暴雨，不利於民眾出行。
陳振林表示，未來10天，影響中國的冷

空氣比較弱，氣溫較常年偏高，偏高約1
攝氏度左右，雲南南部偏高2到4攝氏度。
整體來說，南方大部分地方多陰雨天氣，
5月2日之前，江淮、江南、華南、西南地
區有強降雨，累計25到60毫米，其中江
南、華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區有80到150毫

米，2日之後有分散性的降雨，明顯減
弱。
在北方，假期第一天（4月29日），大部

地區以多雲天氣為主，比較適合出行，但
新疆北部和西部有小到中雨。4月30日至5
月1日，新疆北部、西北地區東部、華北、
黃淮、東北大部分地區有小雨，其中華北
地區南部、黃淮等地有中雨，對出行有一
定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自2008年起施行
《職工帶薪休假條例》，帶薪休假是法律賦
予勞動者的權利。調查顯示，只有不足三
成「上班族」可享受到這一待遇，超過四
成人對自己休假狀況感到不滿或無奈，由
此引發有關延長春節假期、增加法定假日
的呼聲逐漸增多。

據新華網報道，中國實施《職工帶薪年
休假條例》已進入第五個年頭。一些「有
假難休」的勞動者呼籲，希望「帶薪休假」
能夠惠及更多的職工群體。

專家倡建監督維權機制
北京市藍鵬律師事務所楊乃超律師認

為，中國勞動力結構性過剩，就業難在一
些行業比較突出，令一些勞動者寧願放棄
休假也不願丟掉工作。
從僅三成受訪者享受帶薪休假，到某知

名企業讓員工簽署「奮鬥書」，稱自願放
棄帶薪休假，再到時有曝出的白領過勞
死、職場抑鬱症，一個個數字和事件的背

後是對生命質量的警示，更是對帶薪休假
落實難癥結的拷問。
專家指出，進一步落實帶薪休假，需要

用工單位、勞動監察部門、工會和員工等
方面的共同努力。首先，要建立相應的監
督和維權機制。其次，工會方面要加強對
職工帶薪休假權益的保障。

■第二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組委會昨日舉行閉幕新聞發佈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琳 攝

北京國際電影節落幕 簽約52.73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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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捐54億 善款超國企
中國慈善榜揭曉 捐贈多流向教育領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報道）「2012中國慈善排行榜」發佈典禮日前在京舉行，

上榜的605家企業合計捐贈104.47億元（人民幣，下同），當中民企達392家，超過國企，捐贈

總額為54.4778億元。榜單資料顯示，百億捐贈多流向教育領域，當中高校則成為教育領域的

主要接收方。

上班族帶薪享年假 不足三成

南方多雨 五一假期不利出行

第八屆中國國際動漫節杭州開幕
據中央電視台報道 「貴州茅台」作為

中國最著名的白酒品牌之一，一直受消
費者青睞，以茅台最暢銷的53度飛天為
例，售價最低也要1,500元一瓶。而茅台
酒不菲的價格，也讓售假者爭相仿冒。
中央電視台記者最近在貴州茅台鎮採訪
時發現，即使在茅台酒的故鄉——貴州茅
台鎮上，假茅台也是隨處可見。
貴州省茅台鎮，面積87平方公里，分

佈 大大小小幾百家酒廠，著名的茅台
酒廠也在其中。緊鄰茅台酒廠大門的右
邊，是遠近聞名的白酒一條街。這條街
上有上百家商舖，雖然這些商舖表面上
都經營自己生產的散裝酒，或者自己的
品牌酒，但記者走訪了幾家店舖卻發
現，這裡到處都可以買到茅台酒，這酒
是真的嗎？

5家舖4家賣假茅台
記者在茅台鎮白酒一條街隨機走訪了5

家商舖，就有4家在賣假茅台，由此可見
茅台鎮上假茅台氾濫的程度。而在採訪
中，這些造假的商販還承諾記者，買假
茅台，還可以有多種組合，既可以選擇
真瓶假酒，也可以選假瓶假酒，甚至還
可以直接買瓶子，至於這裡面的酒是什
麼程度的，就要看您出的價了。

香港文

匯 報 訊

（記者 潘

恆、實習

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為期6天的第八屆中國國際動漫節
於4月28日至5月3日在杭州舉行，
來自香港、日本、美國、英國等
61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前來參展
和交流。本屆動漫節以「動漫我
的城市，動漫我的生活」為主
題，將舉辦包括會展、論壇、賽
事、活動四大板塊在內共計50多
個項目。

美猴獎升級金猴獎
陪伴動漫節共同成長的「美猴

獎」專業大賽升格為「金猴獎」
大賽。本屆大賽共收到來自中
國、美國、法國、英國、日本、
阿根廷以及港澳台等20個國家和
地區共計1,160件參賽作品，其

中，境外參賽作品佔總量的
30%。今年還首次與英國大使館
文化處合作，專門設立「英國大
學生動畫短片獎」，進一步助推賽
事國際化程度。
本屆動畫片交易會吸引了上百

家企業機構前來參會，交易作品
超過100部，其中30%以上獲得全
國少兒節目精品獎等國家級榮
譽，購片商陣容包括北京卡酷、
上海炫動等五大卡通衛視在內的
數十家國內電視頻道，以及來自
美國、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家和
地區的幾十家境外採購商。

動漫拍賣精彩紛呈
去年，首屆中國名家漫畫拍賣

會創下了1,180萬元的成交額和
100%的成交率，今年動漫節上，
名家漫畫拍賣會共收集了224個標
的，包括著名漫畫家豐子愷、華
君武、關良、黃玉郎、朱德庸等
的漫畫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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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哲 天津報道）

記者從濱海新區國資委獲悉，今年一季
度濱海新區國有企業呈現出「資產總量
穩步增長、主業收入大幅增加、生產經
營穩定順暢、社會效益貢獻突出」的良
好態勢。
據統計，今年1季度，濱海國企資產總

額達到了7401億元，同比增長15%，佔天
津市比重27.9%。其中泰達控股、濱海建
投、天保控股、海泰控股四大集團4889億
元，同比增長11.8%，佔全區66.1%；資
產總額超10億元的獨立法人企業有73家，
資產總額超百億的有22家，四大集團和天
津開發區國資公司5家企業集團資產總額
都超過了500億元。

泰達百強企業收入超5千億
另悉，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簡稱「泰

達」）產值過億元的企業已達到278家，百
億級企業達12家，佔據濱海新區百億級企
業總量的半壁江山。本年度上榜的泰達百
強企業共實現主營業務收入5556.8億元，
比2010年度增長27.9%。
今年1季度，泰達經濟發展保持平穩較

快態勢，生產總值實現498.9億元，可比
增長21.8%；工業總產值達到1697.2億
元，增長22.2%；財政收入完成126.0億
元，增長26.8%；出口完成52.0億美元，
增長28.5%；實際使用外資12.8億美元，
增長15.5%。

濱海國企經濟指標穩步增長

濱海北塘古鎮「五一」開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哲 天津報道）

記者4月26日從濱海新區北塘經濟區獲
悉，「五一」小長假期間，在舊址復建的
北塘古鎮將正式開市迎客，「2012北塘古
鎮風情旅遊節」同期開幕。
據了解，北塘舊址始建於明初1403

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歷史，是濱海
新區唯一的地域性傳統歷史文化風貌
區。
項目重現了歷史上北塘的多處主要建

築，包括炮台城池、鳳凰街、沽酒巷、戲
樓、書院及廟宇等，並依照北塘舊址「街
坊巷里」的空間肌理，實施整體街區規
劃，力圖重現昔日北塘「海防重鎮」及
「興盛商埠」的整體風貌，堪稱「鮮活的
中國明清古建築博物館」。
此外，北塘古鎮在原有傳統建築風貌的

基礎上，植入了現代商業功能， 力實現
600年古鎮風貌與現代城市中心的有機交
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