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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建忠 福州報道）福建省
高級人民法院近日披露，2012年以來，福建民間借
貸案件收結案數量大幅攀升，躍升為當地民商事第
一大案件類型。據該院統計，2012年1月至2015年
7月，福建各級法院結案標的總額共達1,027.61億元
（人民幣，下同）。
福建省高院公佈的統計數字顯示，2012年、2013

年、2014年，法院新收一審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分別
為49,741件、57,182件、74,907件，結案標的總額
分別為203.84億元、271.00億元、333.48億元。
此外，今年前7月，福建民間借貸糾紛案收結案
數量及規模再度上揚。法院新收一審民間借貸糾紛
案件64,870件，同比上升47.32%，結案標的總額
219.29億元，同比上升46.62%。

閩首7月民間借貸案增47%
快訊神神州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內地大型
公益活動第四屆「幫好人萬里行」代表團歷34天時
間，日前順利平安返回廣州，共計行程1.75萬公
里，慰問好人148位，資助捐款30.15萬元人民幣，
活動期間中國好人網與多地市文明辦簽約，係內地
民間公益組織首次與政府機構簽約。
據了解，本屆「幫好人萬里行」活動是由中國好

人網發起，多省文明辦聯合主辦，廣東文明辦和廣
州市第75中學協辦，該活動組委會規格在內地民間
公益組織與政府合作中是最高的。
活動分為4個代表團，分別途經廣東、湖南、湖
北等12個省份，總行程1.75萬公里也為歷屆活動中
最遠慰問的148人中，有93位為抗戰老兵。中國好
人網創辦人談方教授表示，在活動行程中，中國好
人網先後與湖北省殘疾人基金會、河南開封市、洛
陽市、三門峽市文明辦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同時
也開創了內地民間公益組織與政府機構簽訂戰略合
作協議的先例。廣州市第七十五中學校長陳印貴也
表示，該校參與活動的五位學生代表也將活動經歷
拍成微電影，將在學校公開放映。

「幫好人萬里行」慰問148好人

■「幫好人萬里行」活動車隊回到廣州。記者帥誠 攝

香港文匯報訊 在寧夏銀川市清湖苑
標準化菜市場，市民馬鳳梅將剛稱好的
羊肉拿到結算櫃枱不遠處的一台立式查
詢機前，輸入了價籤上一組由20位數字
組成的追溯碼，這塊羊肉的上游養殖基
地、屠宰地、批發商、零售商等信息便
顯示在屏幕上。

迅速查出食安問題
據新華社報道，在清湖苑標準化菜市

場，多數蔬菜和鮮肉都帶着「身份

證」，上面記錄着肉菜從產地到零售各
個環節的信息。在食品安全日益受到重
視的當下，探索建立肉菜流通追溯體系
成了中國多地政府共同努力的方向。在
此之前，杭州、重慶、貴陽等地已初步
建立起肉類蔬菜流通追溯體系。
據銀川市商務局市場體系建設處工作

人員江洋介紹，肉菜流通追溯體系中每
個環節的商戶都有一張肉菜流通服務
卡，當產品向下游流通時，各個環節的
信息會通過刷卡的方式逐步記錄到系統

中。
「實現可溯源有利於消費者知情消

費。肉菜一旦出現食品安全等問題，可
以通過追溯系統迅速查出問題所在。相
關部門也可以準確召回有問題的商
品。」江洋說，成熟的流通追溯體系可
以實現「生產有記錄、信息可查詢、流
向可跟蹤、責任可追究、產品可召
回」，實現全鏈條可溯源、可追責。
建設肉菜流通追溯體系的目標是構建

一張覆蓋全國的食品安全網絡，實現從

田間地頭到端上餐桌的全程可溯源。

助農民拓銷售渠道
「不僅如此，在中國電子商務快速發

展的背景下，逐步完善肉菜等產品的流
通追溯體系並將之應用在農村電商平
台，可以有效保證網上出售農產品的品
質，從而幫助農民通過網絡開拓銷售渠
道，推動農村電商發展。」寧夏回族自
治區商務廳電子商務與服務貿易處副處
長喬軍說。

多地擬建肉菜流通追溯體系

津一房一價處置受損民居
官方明確三種方式：收購修復退房

綜合內地媒體報道，天津濱海新區
房屋管理局29日下發《關於天津

港8．12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居民嚴
重受損住宅處置方式的說明》，其中明
確，濱海新區政府將按照市場化原則，
遵照相關法律的規定，在聽取各方面意
見的基礎上，確定受事故影響嚴重的小
區受損住宅處置方式，一房一價。具體
處置分為三種方式：

按照就高原則確定價格
一，收購方式。居民自願出售受損住

宅的，由地產企業社會責任聯盟成員進
行收購。根據住宅事故前市場評估價或
居民購房合同價，按照就高的原則確定
價格。在價格之外綜合考慮各種因素，
由代償部門另行給予一定比例的賠償。
二，修復賠償方式。由政府部門組織

對受損住宅門窗及公共部門進行免費修

復。根據住宅事故前市場評估價或居民
購房合同價，按照就高的原則確定價
格。以此價格為基數，綜合考慮各種因
素，由代償部門給予一定比例的賠償。
三，已售未交付住宅處置方式。既可

繼續執行合同，也可採取退房方式，均
按合同額給予一定比例過渡安置費。
對於受損住宅室內財產損失，由雙方

認可的第三方評估機構評估，另行賠
償。濱海新區房屋管理局受濱海新區政
府指定對上述所涉賠償款項先行代償，
並有權向責任主體追償。

遇難者增至150人
據悉，其它小區如有因事故受損嚴重

的住宅，經過評估確定後，也可按上述
方式進行處置。如雙方就住宅賠償事宜
進行協商未達成一致，住宅權利人可通
過司法途徑解決。

此外，從事故現場新聞中心得到消
息，截至8月30日下午3時，共發現遇
難者人數150人，已確認身份150人。
失聯者人數23人。
遇難者150人中，公安消防人員23

人，天津港消防人員 69人，民警 10
人，其他人員48人。失聯人員23人，
包括公安消防人員1人，天津港消防人
員11人，民警1人，其他人員10人。住
院治療人數367人，其中危重症5人，

重症15人，累計出院431人。

新區中小學今日如期開課
另據濱海新區教體委副主任方華介

紹，海濱新區300餘所中小學30日已全
部完成報到註冊工作，31日準時開學。
16所受損幼兒園和學校都修繕完畢。新
區還通過市內六區學校安置、新區統籌
安置和外地生源返鄉三種方式，對160
多名因事故受損學生進行妥善安置。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

天津港「8．12」特別

重大火災爆炸事故造成的居民住宅不同程度受損，濱海新區房屋管理

局已制定處置方式，將在一房一價基礎上，按照收購、修復、退房三

種方式處置。此外，據事故現場新聞中心消息，截至8月30日下午3

時，共發現遇難者人數150人，已確認身份150人，失聯者人數23人。

■天津濱海新區部分樓房受爆炸波及損毀嚴重。 網上圖片

天 津 大 爆 炸

星期一、三、五刊出

三和國際集團董事長張華是孔聖堂的召集者和出資
人，十幾年來他堅持對儒家文化的弘揚。他先後為

儒家文化事業傳播出資逾4,000萬元，資助孔聖堂的日
常活動，包括開設「少年儒學班」、禮樂隊、布道、講
經、開辦儒學論壇等，弘揚儒家傳統禮儀和文化，受眾
逾1,000萬人。多年來的堅持源自於對儒家文化的信
奉，而張華最初對儒家文化的認同源於企業經營過程中
的困境。

骨幹齊離職 企業幾癱瘓
1985年，張華和2個朋友從香港來到深圳創業，成立

了一間以代工為主要業務的合資公司，從事化妝品等產
品的包裝生產。經營了一年多後，不斷的虧損導致其他
兩人撤資，張華將企業全部承包下來準備改革。經過半
年多的摸索，張華將特種印刷設備的銷售作為企業的主
營業務。他先後引進了國際知名品牌的印刷設備，將國
外先進的絲網印刷技術引進國內。3年的時間，企業有
了起色，逐漸進入上升期。但此時，因缺乏科學管理，
企業潛藏的危機逐漸顯現，1993年和2005年遭遇的兩次
危機讓企業瀕臨破產。
1993年，30多位營銷骨幹突然間集體離職讓三和幾乎

陷於癱瘓。「1993年，正是公司向內地省份擴張之時。
全公司六成以上銷售業績靠浙江杭州、四川成都和河北
石家莊的辦事處。不料營銷總監聯合這三個辦事處的所
有營銷人員集體離職，重組了一家企業和三和公司打擂
台。」所幸企業憑着以往與穩定客戶的誠信合作，贏得
了信任，一批老客戶的訂單仍然留在了三和，這才讓企

業度過了最困難的時期。2005年，企業又一次重蹈覆
轍，面臨了同上次一樣的危機。
兩次危機也讓張華深深感覺到需要增強人才對企業的

認同程度。他認為，兩次危機源於企業沒有統一的價值
觀，員工沒有形成對企業認同，僅憑借利益關係無法維
持企業和員工之間相對穩定的關係。此時，張華開始反
思自己的管理模式。「員工來自五湖四海，在深圳闖
蕩，很多人無法穩定，缺乏統一的價值觀和目標。而公
司多年來對員工本人的生活和發展關注度不夠。」

倡儒家文化 聚企業人心
面對企業遭遇的困境，張華開始尋求改變企業管理方
式的新機遇，這時他接觸到了儒商管理學。儒學的「仁
愛精神」和「以德教化」的方式，讓張華找到了解決企
業困境的方法。他深知，「王道的管理模式才是真正中
國式管理模式，以仁慈之心、以德行去管理就是王道。
真正的管理不是制度的管理，而是真正要管到人心。只
有用以德服人的王道，才能最終感化組織內的成員自覺

遵守規章制度。」張華說，中國人的企業就要善於從儒
家傳統文化中提煉出重要的管理元素，運用到企業制度
的設計中去。
隨後，張華對自己的商業模式、企業管理和員工激勵

等機制作出了重大調整。張華將自己的企業定位為「印
刷顧問式系統服務商」，商業模式從最初的「設備代
理」變為「為客戶定製」。針對每一個客戶需求，公司
都會讓項目經理、客戶顧問和工程師組成一個服務團
隊，為客戶解決所有難題。
企業還從儒家文化中提煉出自己的價值觀「誠信共贏

感恩」，員工有了統一的價值觀，對儒家文化的認同也
增加了歸屬感。公司改變了自身的激勵機制，專門成立
了「三和家族事業委員會」，了解員工的家庭困難並捐
資幫助，讓更多優秀員工從企業發展中獲得自身的發
展，在深圳「有車、有房、有幸福家庭和事業擔當」。
三和集團的員工從最初創業的10多人，擴大到了現在
300多人的穩定團隊，企業凝聚力增強。企業的獲益也
讓他更加堅持對儒家文化的弘揚和回饋社會的決心。

港商引儒家管理 企業轉型成功
以仁愛增強凝聚力 回饋社會慈善助學

11月1日，深圳又將迎來一年一度的孔子文

化節，這是民間最大規模的祭孔活動。活動舉

辦5年以來影響了上百萬人對傳統文化的重新

認知，引導人們懂得忠孝感恩，誠信仁愛。傳

統文化回歸的背後，是港商張華多年來的堅

持。他出資成立了孔聖堂，是內地最大的儒家

現代道場。多年來對儒家文化的堅持也讓他收

穫了成功和幸福，在企業遭遇困境時，儒家文

化幫助他成功改變企業管理模式，使企業實現

轉型。以仁愛的精神關心員工，增強了企業凝

聚力，企業的成功也讓他更好地回饋社會，慈

善助學幫助了更多貧困學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謝白清、何花深圳報道

儒家文化促港人認同內地
■■港商張華港商張華。。
記者何花記者何花攝攝

■■深圳孔子文化深圳孔子文化
節節。。 本報深圳傳真本報深圳傳真

■■張華捐資在深圳大學設立張華捐資在深圳大學設立
獎學金獎學金。。 本報深圳傳真本報深圳傳真

企業發展壯大後，張華多年來堅持
公益，慈善助學。他先後捐資逾百萬
在深圳大學國學班設立獎學金，在廣
東河源等地捐建希望小學，資助貧困
學生。
今年5月，深圳大學文學院剛剛舉辦

了「三和仁愛獎學金」頒獎和儒學學
術交流活動。三和國際、深圳孔聖堂
的儒學愛好者和深圳大學教師、國學
精英班本科生、研究生等，共同交流
學習儒學的意義、儒學與民族復興等
多個話題。張華和大學生暢談傳統文
化在當今社會煥發出的新價值和生命
力，倡導當代青年要承擔起弘揚傳統
文化的責任。
「三和慈善助學活動暨河源市東源

縣錫場鎮中心學校藏書室揭幕典禮」5
月29日在河源萬綠湖舉行，錫場鎮中
心學校藏書室由三和仁愛基金會捐
贈，三和慈善助學代表團還為同學們
捐贈了大量的書籍和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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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孔聖堂」儒家文
化交流中心創立5年間，
影響了數千萬人對儒家文
化的認知。在走到了「第
二個5年計劃」之際，孔
聖堂主事周北辰透露，孔
聖堂已經聯合全球上百家
民間儒家機構，發起成立
「中華孔聖會」，註冊地
和海外總部選在香港。
周北辰坦言，儒家傳統文化在當今社會式微，

很多文化活動止於論壇等學者討論層面，受眾面
較窄，文化在現實生活中無所依附。
孔聖堂以及未來成立的中華孔聖會的目的，都

是讓傳統文化再一次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復
活」，讓大家重新拾起傳統的美德。只有傳統文
化滲透到人們的現代生活當中，才能真正實現儒
家文化的復興。中華孔聖會未來到香港註冊，也
能夠讓港人更多認同傳統文化，認同內地，增強
兩地的文化凝聚力。

孔聖堂主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