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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桂麗、實習記者 王宇軒、劉暢

青島報道）青島世界園藝博覽會進入倒計時一周年，大會宣
布2014世園會將首次實現港澳台同時參展，屆時港澳台展園將設立在
世園會的中華園園區內，實現世園會的「中華大團圓」。香港展園大體
分為郊野公園區、濕地公園區等幾個分區；澳門展園鋼結構已經開始
動工，其葡式牆壁已見雛形；台灣展園設定了「蘭色騎跡」的主題，
以台灣名花蝴蝶蘭為主要元素，遊人在園內通過騎自行車感受「台灣
情懷」。

■責任編輯：鄭慧欣　■版面設計：美術部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關於其
家鄉山東高密對「紅高粱」進行

旅遊開發的消息不斷。此次當地政府首
次以文化產業項目的形式向社會公佈這
一消息。據濰坊市文化產業宣傳冊顯
示，紅高粱民俗村總佔地面積300畝，
投資2.4億元。項目選址在姜莊鎮，將分
成兩期建成。建設區內除展示地方民藝
民俗外，還將借助莫言、張藝謀、鞏俐
等名人的影響，打造「紅高粱影視基地」
等旅遊景點。

在本屆文展會上，「莫言」成為最
熱門的主題概念。在高密市的展區
內，一套以三百年樹齡的金絲楠木老
料打造的明式書箱作為裝飾的莫言文
集，標價高達16,880元。出版方告訴記
者，瑞典皇家科學院收藏的莫言文集
就是這套書。

濰坊展「紅高粱」泥塑

此外濰坊當地泥塑藝術家以「紅高粱」
為主題創作的一組長40多米、寬4米的
泥塑作品也在文展會上展出，這組作品
有400多個穿 舊式衣服的人物，以及
房屋、車馬等，表現了莫言筆下高密東
北鄉的風土人情。本屆文展會開幕前正

逢雅安蘆山地震，參會的來自內地及港
澳台的20多位畫家還特別舉行了賑災筆
會，他們現場創作的幾十幅作品將全部
捐獻給地震災區。

■在文展會上展出的「紅高粱」主題泥塑。 本報山東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秋英、朱娟

洛陽報道）由商務部、河南省政府主
辦，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中部六
省商務廳、河南省發展改革委、洛陽
市政府承辦的「可持續發展市長論壇
——2013市長與跨國公司對話會」將

於下月19日在十三朝古都河南洛陽市舉辦。
作為第八屆中國中部投資貿易博覽會的重

要專題活動之一，本屆市長論壇以「四化融
合、轉型發展」為主題，圍繞「四化融合，
再造增長引擎」和「轉型發展，革新城市功
能」兩大主線，擬從產業方向和城市功能兩
方面入手，探討在城鎮化為載體、四化融合
發展的全新發展格局下，如何釋放內需潛
力、統籌城鄉發展、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的戰略目標。

20餘家跨國公司參會
洛陽市商務局稱，截至目前，已有30餘個

城市的市長確認參會，其中，中原經濟區城
市佔15個；20餘家跨國公司報名參會，包括
西門子、微軟、百勝、沃爾瑪等；美國商
會、歐盟商會、美中貿易投資總商會、香港
總商會、澳門中華總商會等商協會亦將組織
會員企業參加論壇。

中國中部投資貿易博覽會是中部六省大規
模、高規格的區域性經貿活動，自2006年第
一屆舉辦以來，每年舉辦一次，已連續舉辦
七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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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莫言故鄉建紅高粱村
投資2.4億 集傳承民藝與旅遊於一身

青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實習記者 張曉燕 廈門報道）中
國首屆西洋藝術品保稅拍賣會21
日在廈門保稅區舉行，成交率僅
23%，顯示內地藏家對西洋古董
藝術品還是持謹慎態度。

保稅拍賣是指在沒有完稅的情
況下，藝術品放在保稅區，國外
買家拍得拍品後不用繳稅，內地
買家拍下後如需要取走則按規定
繳納稅款，若不取走保稅區可以
暫為保管也不需要繳稅。

當日拍賣會共展出360件西洋古
董藝術品，包括產自英國、法
國、荷蘭等國的傢具、銀器、版
畫等，來自福建、北京、山東及
海外等60多名藝術品藏家參與了
當日的競拍，最後實際拍出83
件，成交率為23%，成交總金額
為975.1425萬元（人民幣，下
同）。叫價最高的拍品乃一對路易

十六風格珍罕鎏金銅腿等檀面圓
桌，被來自北京的步姓買主以200
萬元競得。

儘管首拍「遇冷」，執拍的北
京華辰拍賣有限公司董事長甘學
軍仍表示「預料中」，他稱近年西
洋古董藝術品收藏雖逐漸受到內
地藏家關注，但對其收藏價值的
認知還不清晰，市場前景判斷依
據較模糊。

洋古董保稅拍賣試水
成交率僅兩成

香港文

匯 報 訊

（記者 沈夢珊 上

海報道）中共中

央批准：李希任

上 海 市 委 副 書

記，應勇任上海

市委常委，免去

殷一璀上海市委

副書記、常委職

務。另據上海法

院網消息，應勇

任 上 海 市 委 常

委、組織部長。

李希接替殷一璀
任上海市委副書記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顧一丹 廣州報道）廣州市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日前發佈
稱，廣州市養老金調整額將於本
月24日到賬，調整後廣州企業離
退休人員月人均養老金達到2,833
元（人民幣，下同），較調整前增
219元，增幅約8.38%，調整將惠
及3萬企業離退休人員。

人社局養老處表示，這一增幅
水平在全省僅次於深圳，在全國
也處於第二。在全國五個國家中
心城市，北京、上海、廣州、重

慶、天津中，位列第一。為什麼
會比深圳低，主要是深圳養老金
的繳費人數多而領取待遇的人數
相對較少。

人社局的數字顯示，廣州市養
老基金累計結餘超過300億，完全
能夠支撐。按照這一方式運行的
話，廣州市會在2029年出現當期
收不抵支，到2040年則會頂不
住。因為支出部分受到限制無法
節省，廣州將努力在增收上想辦
法，盡量將赤字的發生往後推，
越遲越好。

李希小檔案
李希，男，1956年10月

生，漢族，甘肅兩當人，中
共黨員，1975年7月參加工作，大學，工商管理碩
士。現任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上海市委常委、
組織部部長，市委黨校校長。

曾任：甘肅省委組織部正處級組織員、省委知
識分子工作辦公室副主任、省委組織部黨政幹部
處處長，蘭州市西固區委書記、蘭州市委常委、
組織部部長、市委副書記，張掖地委書記、市委
書記，省委秘書長兼省直機關工委書記，陝西省
委常委、秘書長、延安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
主任等職。

十七屆、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

■一對路易十六風格珍罕鎏金銅

腿等檀面圓桌以200萬元成交。

■2013市長與跨國公司對話會在中國中部投

資貿易博覽會期間舉行。圖為第二屆中博會

的中央展區。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岳、朱

世強，實習記者 薛璞 蘭州報道）

作為國家級「華夏文明傳承創新
區」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甘肅
省全力打造的「敦煌畫派」日前
正式啟動。按照方案，「敦煌畫
派」以敦煌壁畫藝術為本源、以
弘揚敦煌藝術為目標，至2016
年，將有約百人的具備較強臨摹
和原創能力的美術家隊伍誕生，
累計創作出千幅具有較高藝術水
準的「敦煌畫派」新作。

按照方案確定的目標，至2016
年，形成以「老中青三代同堂」

（即老中青美術家）、「院校會三
力並舉」（即專業畫院、美術院校
和各級美協）、「省內省外和國際
三方合作」（即省內、省外、國外

美術機構和美術家）為骨幹的力
量；在國內外舉辦「敦煌畫派」
美術作品展覽，使「敦煌畫派」
走出國門；撰寫一百篇關於敦煌
藝術和「敦煌畫派」研究的具有
較高理論水平的文章等。

依托莫高窟
打造「敦煌畫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永傑

南陽報道）黃金有價玉無價，指
的是玉器收藏價值很難確認，玉
的好壞認定很難統一。對於專業
的金融機構，黃金可以作為抵押
物，而玉則不能。不過，記者近
日在採訪河南省鎮平縣寶玉石協
會會長、神鷹玉文化產業發展有
限公司董事長李傑時意外地發
現，在南陽通過玉器抵押貸款已
成為現實。

那麼這種以玉抵押貸款的模式
是怎樣實現的呢？李傑本人也是
一位玉雕大師，與玉打交道半輩
子，他深知玉雕文化行業的發展

也在不同程度上取決於經濟基
礎，也就是錢的問題，為了能夠
解決金融瓶頸讓玉雕文化產業發
展的更好，他便產生了以玉抵押
貸款的想法。李傑經過與銀行的
協商最終達成了這樣的協議—凡
以玉器抵押貸款的抵押物首先要
經過鎮平縣寶玉珠寶評估公司組
織的專家鑒定估價，然後再由協
會和主要成員聯名擔保回購，銀
行再以評估價的50%放貸給貸款
人。這樣即解決了融資人的資金
問題，也解決了銀行的後顧之
憂。就這樣全國第一個以玉抵押
貸款的模式產生了。

世園會實現「中華大團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深圳汽車保有量
在全國排名第二，猛增的機動車也成為PM2.5最大排放源。

隨 深圳近年來空氣污染日益嚴重，深圳市人居委已擬定了《空氣環
境污染應急預案》，待深圳市政府批准後實施。記者獲悉，有關措施堪
稱史上最嚴，嚴重污染時將在全市限行機動車，停駛黃標車。同時，
關閉揚塵嚴重的建築工地和污染排放大的工業企業。

深圳

嚴重污染時擬限行機動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同玉 哈爾濱報道）哈爾濱市
政府與白俄羅斯經濟部、中白工業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近日共同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擬在位於白俄羅斯的中國－白俄羅斯工
業園區內建設哈爾濱工業園項目。哈爾濱市入園企業可享受白俄羅斯
政府明確的相關優惠政策，其中包括優先選擇用地位置和用地面積的
權利，並可借此開拓歐洲和俄羅斯等國市場。

哈爾濱

哈市擬在白俄建工業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霍蓉 昆明報道）中國第一流的外國
文化節中法文化之春重頭戲《直覺的瞬間：馬克．呂布攝影

回顧展》、《柯達克羅姆的中國1973－1980 布魯諾．巴貝攝影展》日前
在雲南省博物館舉辦。參展兩位攝影師與中國淵源甚深，呂布被稱作

「最了解中國人的法國攝影家」，是上世紀50年代首位獲准進入中國拍
攝的西方攝影師，多次受周恩來總理之邀來華。而巴貝是世界知名圖
片社瑪格南頂級攝影師，本次展出的是他1973年、1980年兩次到訪中
國時所拍照片。

雲南

法國攝影師點亮中法文化之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實習記者 閆靜茹 銀川報

道）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政府法制辦公室日前在《土地管
理法》、《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基礎上，起草制定《國有
土地上房屋徵收簡化工作流程及示範文本》、《集體土地徵收簡易流程
及示範文本》，細化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和集體土地徵收的工作流
程，從前期工作、徵收決定、徵收實施、徵收後續等階段，對當地土
地徵用工作作出了文字上的規範。該舉措對當地土地建設和外地企業
來到當地創業都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寧夏

中衛市出台集體土地徵收政策

2013年大理三月街民族

節在雲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古城外開幕。本屆三月街將進行賽馬

大會、民族民間歌手比賽、環洱海自行車賽等系列活動。 新華社

大理 三月街民族節開幕

中 國 新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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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玉抵押貸款
南陽創先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于永傑 濰坊報道）記者從濰坊市第六屆文化

藝術展示交易會上獲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家鄉山東高密已經

決定建設一處「紅高粱民俗村」，選址姜莊鎮，總佔地面積300畝，投

資2.4億元人民幣。該民俗村將借莫言作品及其改編同名電影《紅高

粱》，建成集地方民間藝術、餐飲住宿、觀光旅遊度假於一體的民間藝

術傳承保護基地和旅遊基地。

河南

甘肅

廣州養老金結餘超30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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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高窟內，敦煌研究院保護

人員（左）正在向一名遊客講解

如何修復壁畫。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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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在斯德哥爾摩大學出席活動。

江西景德鎮古窯
躋身國家5A級景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融雪、通訊員　李群芳

江西報道）位於景德鎮市

陶瓷大道的景德鎮古窯民

俗博覽區日前通過全國旅

遊景區質量等級評定委員

會評定，被正式批准為

「國家5A級旅遊景區」，成為江西

省第6個5A級景區，也是全國首個

以陶瓷文化為主題的5A級景區。

「北看帝王故宮，南看瓷都古

窯。」景德鎮被稱為「中國瓷

都」，自唐代，景德鎮瓷器就貢於

朝。「白如玉，明如鏡，薄如

紙，聲如磬」的景德鎮瓷器行於

九域，施及外洋，享譽全球。

自2009年起開始，景德鎮古窯

民俗博覽區系列復燒工程，景德

鎮製瓷歷史上體積最大、名聲赫

赫的清代鎮窯在古窯復燒成功，

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柴燒瓷窯」，

從而被列入健力士世界紀錄。此

後，明代葫蘆窯、元代饅頭窯、

宋代龍窯相繼復燒成功。而景區

內的陶瓷民俗展示區以十二棟

明、清時期古建築為中心，包含

了陶瓷民俗陳列、天后宮、瓷碑

長廊、水上舞台瓷樂演奏等景

觀。業界人士稱，由復燒燃起的

古窯文化熱遍及海內外，為景德

鎮瓷都地位的無可撼動提供了一

個新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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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在景德鎮古窯民俗博覽區

觀看清代鎮窯復燒儀式。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