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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出生於馬來西亞的導演蔡明亮前晚在大馬舉辦座談會，已「出櫃」的
他被問及同性戀議題時，他暗批外界小題大作。他笑言媒體都一直說他「出
櫃」，但所謂的櫃子是外界虛設的籠子。他坦承曾困擾過，但此刻都已經過去
了，並說：「因為我們別無選擇，惟有放手做自己就好。」

另外，他也透露父親、李康生和玄奘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3位男人。他強調，
李康生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因為李康生個性總是讓他想起父親，包括沉默
寡言、神秘、無話可說甚至難以溝通。不過，他認為，兩人已超越情侶關係，
並達到不離不棄的境界，是一份很深的因緣。若失去李康生，他坦承不會繼續
創作了。

香港文匯報訊 導演
鈕承澤構思8年、籌備
2年、耗資新台幣2.5億
元的《軍中樂園》，昨
日首度在媒體前播出22
分鐘畫面與正式預告
片，感受到當時阮經天
(小天)在接受海龍訓練
的艱辛。小天表示感觸
很深，拍《軍》片時其
中一幕要溺水的畫面，
對本身就很會游泳的他
而言，要先把自己放開

到不會游泳的狀態，之後下去游泳還真的被水嗆到，尤其當天拍攝還是寒流。
另外，片中小天說希望結婚後能生一男一女，現實生活中他和許瑋甯是否有結

婚打算？小天說：「我會有後續的打算，也快了，不想拖太久，更希望自己對婚
姻會從一而終，能生一男一女。」鈕承澤則大爆，小天和許瑋甯是以結婚為交往

前提，更話中有話說：「小天這幾年也變了，經過風風雨雨也開始忠貞。」

香港文匯報訊 楊千嬅新曲
《色惑》展現前所未的大膽艷
麗形象，新曲將於7月全亞洲
隆重推出。適逢明年踏入入行
20周年，一直希望為自己帶來
一革命性改變，挑戰自己作全
新嘗試，所以於新曲MV內展
現鮮有的野性媚惑形象。當中
千嬅穿上全球限量一件價值過
百萬港元的Burberry鱷魚皮紅
色大衣，絕色美豔登場。

蔡明亮
埋怨「出櫃」遭炒作

楊千嬅 打造絕色美豔

阮經天 直言快娶許瑋甯

香港文匯報訊「亞洲

舞王」羅志祥（小豬）

前天舉辦的《極限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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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來對歌迷極致貼心的羅志祥，
每次舉辦的活動，都可以感受

到小豬對各位歌迷朋友們的愛，心
疼排隊簽名的大家會受酷熱豔陽所
苦，他自掏腰包租了8台工業用電
扇，更安排了巨型冰牆上陣，雙管
齊下讓大家消暑，他更提醒歌迷不
要中暑。小豬感性道：「你對夢想
怎麼用『力』，就應該對愛你的
人，怎麼用『心』。」

小豬一現身簽售會，全場歌迷們
尖叫聲連連，舞台上特別準備「極
限骨牌」，除了表達小豬不斷推動
自己挑戰極限，這些極限中不只有
天生的才能。

抱恙表演忍咳嗽
小豬又透露最近深受感冒所苦，

已經感冒快一個多月，他表示，最

近表演除了載歌載舞還要忍咳嗽。
現場，歌迷們送上貼心準備的拼
圖，小豬也和主持人玩起拼圖比
賽，雖然速度不及主持人，但他二
話不說的當場背起女主持人，惹來
全場歌迷們尖叫聲連連。

Live DVD名為《極限拼圖》，想
要傳達的概念：「沒有天注定，只
有靠打拚！」人生一定要有夢想，
而夢想就像一張拼圖，永遠無法預
測下一塊小拼圖何時出現，也有
可能過程中你拼錯了，要花時間
重新再來，但記得只要不放棄
「拼」這個動作，就絕對有機會
「拼」出另一個可能，因此小豬
不放棄任何一個大小機會、不錯過
任何一個重要的人，出道至今都抱
持這樣的態度，一路攀爬到了今
天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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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藝
人白健恩（小白）昨日舉行生日
會，好友馮鎵瀠（Naomi）、張慧
雯等齊齊現身，Naomi就谷胸上
陣，更送了個香吻畀白健恩。小
白表示自己 7 月 14 日生日容易
記，收到好多朋友的祝福。而生
日願望是家人身體健康，事業更
上一層樓。問到可心急找另一
半？他自爆說：「我入行四年都
單身，曾經都有心儀對象，不過

傾傾吓變咗好朋友，而且我份人
好慢熱。（屋企人冇催？）阿哥
已經結婚，唔會煩我住。(收到咩
禮物?)最愛的是經理人送的袋子，
好靚、好啱出席隆重場合用。」

穿上白色低胸裝的露出黑bra的
Naomi表示呢套性感裝束，係同男
友拍拖時先會。日前Naomi在巴
士車廂幫手捉賊片段曝光，Naomi
話：「在安全情況下同另一男乘客
制服賊人，最終途人幫忙捉賊，想

講好危急情況打去999，竟然
叫再按 1 字，警方救唔到我
們，希望警方呢方面會有改善。」

Naomi向白健恩送吻
■《軍中樂園》導演鈕承澤與演員苗可麗、阮經天、王
柏傑一同合影。 中央社

■■小白舉行生日會上小白舉行生日會上，，好友馮鎵好友馮鎵
瀠瀠、、張慧雯等齊齊現身張慧雯等齊齊現身。。

■■谷胸上陣的谷胸上陣的NaomiNaomi送了送了
個香吻畀白健恩個香吻畀白健恩。。

■■羅志祥一現身簽售會羅志祥一現身簽售會，，全場全場
歌迷們尖叫聲連連歌迷們尖叫聲連連。。

■為免歌迷中暑，小豬自掏腰包，租
用電扇及巨型冰牆為大家解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廣州報道）廣東連
鎖經營協會日前發佈2013年度廣東連鎖50強
報告，去年廣東連鎖50強企業實現銷售規模增
長9.3%，在相關統計15年以來，首次出現銷
售增幅為個位數情況，百貨類企業銷售增長更
是創下歷史新低，但便利店仍保持較快發展，
居各業態之首。華潤創業旗下華潤萬家以1,004
億元（人民幣，下同）的銷售規模連續第四年
居於榜首，沃爾瑪和百麗國際分別以722億元
和362億元入圍前三。

華潤萬家蟬聯粵連鎖榜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實習記者 韋
夏寧山東報道）2014第三屆（濟南）韓國商品
博覽會於7月11日至13日在濟南舉辦。本屆展
會首次邀請韓國官方機構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
社合作辦展。據悉本屆博覽會有超過320餘家
韓國本土企業參展，展位達到540個，參展商
品超過30大類、近5000多種，韓國本土參展
商人數將超過1,000人。

本次展會匯聚幾千種最前沿、最具活力的韓
國高端時尚精品，包括食品飲品、美容護膚、
家居裝飾、服裝服飾、電子電器、旅遊商品等
眾多韓國特色商品。韓國農協也首次帶領旗下
70多家食品企業組團參展，韓國綠色地帶株式
會社、濟州建國自然 、米雪碾米機、OTS 3D
打印機等也首次進入中國市場。

韓商博覽逾320韓企參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東莞報道）東莞
企業又有一個融資平台。天津股權交易所
（以下簡稱「天交所」）近日在東莞設立運
營中心，將為東莞企業提供融資、交易、孵
化服務等。

天交所是經國務院批覆天津金融改革先行先
試而設立的「與A股市場、新三板市場配套補
充」的跨區域場外交易市場。據天交所東莞運
營中心介紹，新設立的運營中心天交所將為東
莞非上市公司進行股權定價，通過電子化交易
系統提供股權交易平台，實現股權流通。該運
營中心將整合東莞及其他地區的PE資金或其
他資金，定期舉辦企業融資洽談會，建立東莞
企業與PE資金的對接平台。此外，天交所將
與現有合作銀行共同制定東莞企業掛牌後的股
權質押融資細則，並開展與本地銀行的合作洽
談。

記者獲悉，天交所還將培育孵化上市後備
企業，通過市場融資、股權交易和制度規
範，促進掛牌公司熟悉資本市場規則，完善
公司治理結構，並向主板、創業板和境外證
券交易市場培育和輸送上市後備企業。

天交所東莞設運營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白林淼 浙江報道）浙江省商務廳日前發佈的《2013浙江省電子商

務發展報告》稱，去年浙江省電子商務交易總額突破1.6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

長約30%，佔全國1/6；全省實現網絡零售3,821億元，相當於全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的25%，總量佔全國五分之一；全省現有各類網店130多萬個，網絡零售額超億元企業

100多家。

《報告》顯示，截止2013年底，浙江省電子商
務產業基地有 86 個，入園企業 6,500 多

家，在建園區(樓宇)76家。浙江電商平台依然保持領
先優勢。據不完全統計，全國85%的網絡零售、70%
的跨境貿易和60%的B2B交易是在浙江的電子商務平
台上完成的。同時，該省縣域電子商務也領先全國。
根據全國各省市的縣域電子商務發展指數，浙江處於
全國6個梯隊中的第一梯隊。縣域網店約佔該省網店
總數 45%，縣域網購消費金額佔全省網購總額的
40%。

農產品網上零售近百億
隨網絡經濟的普及，浙江大量農產品也搭上網絡

快車。去年，該省農產品網上零售近100億元，約佔
全國的25%。在阿里巴巴發佈的全國20個淘寶村中，
有6個來自浙江；其中，僅麗水就有農村網店近5,000
餘家，年銷售額達20多億元。

服務收入800億增近50%
此外，該省電子商務在旅遊、社區服務、文化、醫

藥、出版等領域的應用也越來越廣，其快遞物流、信
息基礎建設、金融投融資等電商服務產業亦日益壯
大。據《報告》統計，目前浙江擁有各類電子商務服
務企業2,000多家，2013年實現服務收入800億元，同

比增長近50%。
《報告》指出，今後幾年，隨互聯網滲透率和移

動互聯的快速應用、網上支付的不斷普及、物流網絡
的覆蓋和配送服務的完善，以及雲計算和大數據的廣
泛應用，浙江電子商務將全面達到甚至超過歐美等先
進國家水平。

浙電商交易額佔內地1/6

■與電子商務相關的企業、機構不斷在浙江湧現。
白林淼攝 ■跨境電商正成為浙企競相追逐的目標。 白林淼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月展、
實習記者 李藝佳）由法拉利投資
集團投資的均龍財法拉利微光機
電（洛陽）百億產業基地項目日
前在河南省洛陽正式啟動。

建3集成電路廠
該項目位於洛陽市伊濱區，將

建設3座微光機電集成電路工藝硅
晶圓廠，建成投產後預計每年生
產8吋晶圓120萬片、微型傳感器
芯片 1,920 萬個、聚光斗芯片
8,400萬個、10瓦級大功率LED
光源模塊360萬個、以傳感器為核
心的電控模塊120萬個。屆時，洛

陽微光機電產能將位居全國第
一、世界第三。

該項目建成後，將填補目前內地
微光機電集成技術和工藝創新的空
白，開內地採用微光機電工藝設計
與批量生產微型傳感器的先河，改
變以傳感器為核心的電控模塊和聚
光斗型半導體照明集成模塊依靠海
外的現狀，有效地解決大功率半導
體照明發展所帶來的諸如聚光、散
熱、電子及微型系統集成等瓶頸問
題。除微光機電產業外，法拉利投
資集團還將在洛投資新材料線性發
動機項目並研發新一代環保汽車等
項目。

洛陽建微光機電基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臣 滁州報道）由安徽省

工商聯、滁州市政府共同主辦的「百家民企進皖
北—滁州行」活動日前在安徽省滁州市閉幕。本次
活動期間，共有18個項目現場簽約，總投資達71億
元（人民幣，下同）。

「百家民企進皖北」活動是安徽扶持該省皖北和
沿淮部分市縣加快發展的一項重要舉措。據安徽省
政協副主席、省工商聯主席李衛華介紹，「百家民
企進皖北」活動自2010年6月啟動，4年來，已先
後組織20批民營企業家、540多人次赴皖北考察，
並組織皖北各地赴沿海發達地區舉辦項目推介與交
流合作活動。截至目前，該省各地工商聯通過「百
家民企進皖北」平台，已組織民營企業在皖北簽約
項目共計207個，項目總投資額達1,820億元。

■「百家民企進皖北—滁州行」活動簽約
儀式現場。 趙臣攝

民企進皖北 簽資超1800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