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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三天的第三屆華人華僑產業交
易會（以下簡稱「僑交會」）於15
日在深圳會展中心落幕。據統計，本
屆僑交會項目簽約總金額420億元
（人民幣，下同）。展會期間，來自
全球27個國家和地區的615家海內外
企業雲集深圳，其中海外展商297
家，佔比近五成。 ■中通社
繼今年4月21日東南沿海高鐵的D

字頭動車組實現彈性定價，中國G字
頭高鐵亦開始打折，並低至6.8折。
從9月開始，東南沿海高鐵線路部分
車次票價基本都有不同幅度折扣，業
內人士認為，此舉可分流旅客，提高
運營效率。 ■央視新聞
天鵝座卡帕流星雨出現在每年的8

月3日至25日，顏色偏綠，今年將在
本月 18日迎來極大。雖流量非常
小，但其流星體速度緩慢，且較亮，
便於觀測。專家指，天黑後流星雨將
出現在東北方天空，並可整夜觀測。

■新華社

2017上海書展16日開幕，匯集了
全國500多家出版社的15萬多種圖
書，吸引了眾多讀者。《東京審判》
巨幅油畫當日亮相，引來廣泛關注。

■中新社
中國民航局發佈互聯網機票銷售的

行為規範，強調嚴禁銷售企業搭售行
為，應以清晰、明確、明白無誤的方
式，為旅客提供自主選擇的機會，以
免產生產品誤導或誘購行為。另外，
民航局將進一步規範其他網上銷售行
為，包括優惠機票、退改簽服務、行
李運輸優惠等的限制條件。■中新網

8月16日12時，「南海伏季休漁
期」結束，海南1.8萬艘漁船解禁開
漁。伴隨着開漁令，在海南三亞崖州
中心漁港停靠的漁船頭尾相接、陸續
駛出港口，前往大海深處。

■中新社
二價宮頸癌疫苗目前已在中國18

個省份完成招標，北京地區有望9月
供貨。此外其研發生產企業葛蘭素史
克（GSK）與阿里健康聯合發佈了
成人疫苗接種諮詢線上服務，中國
40多個城市可線上預約接種。此
前，內地每年有近200萬人到香港注
射宮頸癌疫苗。 ■中通社
一對中國公民夫婦在美國加州紅杉

國家公園（Sequoia National Park）
駕車遊覽失蹤超過一周仍下落不明。
中國駐舊金山總領館15日表示，正
與警方核實相關信息，並敦促美方全
力搜救，同時為其家屬提供必要協
助。當地媒體報道，警方在另一起駕
車墜河事故現場附近發現該夫婦的車
牌，判斷他們駕車在180號高速公路
轉彎處墜毀。 ■中新社

IMF上調中國未來三年經濟增長預期

「慰安婦」紀錄片《二十二》逆襲
上映兩天票房破千五萬 收益全捐相關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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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網報道，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MF）15日發佈「年度中國經濟報告」，
維持中國今年經濟增速6.7%的預期不變，並將
2018年至2020年的經濟增長預期上調至6.4%，
這是IMF不到一年內第三次上調。報告稱讚中國
推進改革在廣泛領域取得進展，認可政府防範並
降低金融風險、削減過剩產能的努力，同時亦警
告債務規模仍在擴張，要警惕中期債務風險。

日趨遠離出口驅動模式
報告指出，得益於去年政策支持形成的增長勢
頭、外部需求的加強以及國內改革的進展，中國

經濟將保持強勁增長勢頭並為全球經濟需求提供
強有力的支持。中國經濟將繼續轉向更可持續的
增長路徑，預計今年將保持6.7%的增長水平。
報告稱讚中國在推動經濟向服務和消費轉

型、實現經濟再平衡方面持續取得進展，認為
中國經濟持續強勁增長為全球需求提供了重要
支持。報告還認為，由於貨物進口迅速恢復、
出境旅遊保持強勁，中國經常賬戶順差佔國內
生產總值的比重2016年降至1.7%，預計今年降
至1.4%，這也意味着中國經濟已日趨遠離出口
驅動的舊模式。
報告認可中國削減過剩產能的努力，建議中國

擴大產能削減範圍，並更多地依靠市場力量。

讚賞中國關注降低金融風險
IMF還將中國未來三年（2018-2020年）的經濟

增長預期從6%上調至6.4%，並認為有可能實現
到2020年實際GDP較2010年翻倍的官方目標。
據新華社報道，今年以來，IMF已多次上調中

國經濟增速預期。在4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
報告》中，將今明兩年的中國經濟增速預期分別
上調0.1和0.2個百分點，至6.6%和6.2%。7月則
進一步上修至6.7%和6.4%。
報告對中國政府關注並降低金融風險表示讚

賞。IMF執董會表示，目前中國正採取重要的監
管措施防範金融風險，企業重組和削減過剩產能
方面的舉措使得企業債務增長速度放慢。IMF亞
太經濟部副主任、中國磋商團團長羅德勞爾認同
中國最高領導層將金融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的重要
組成部分，以及國家重要核心競爭力的做法。
羅德勞爾還高度肯定了中國的改革成績。他分
析指，中國實施降低過剩產能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和金融政策調整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已開始見效，
此外，去年以來中國出台的有利於經濟增長的若
干刺激政策、在促進出口及穩定人民幣匯率方面
取得的成效都是上調因素。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新聞、新浪財經報道，長
達五年的王老吉與加多寶「紅罐包裝之爭」終塵埃落
定，最高人民法院終審判決認為，廣藥集團與加多寶
公司對涉案「紅罐王老吉涼茶」包裝裝潢權益的形成
均作出了重要貢獻，雙方可在不損害他人合法利益的
前提下，共同享有「紅罐王老吉涼茶」包裝裝潢的權
益。對此，加多寶官方微博表示，衷心感謝最高法公
平公正裁決，感謝最高法就加多寶對紅罐涼茶裝潢設
計首創勞動成果貢獻的肯定，及依法保護了民營企業
正當合法權益。王老吉則表示尊重法院的判決結果。
最高法認為，結合「紅罐王老吉涼茶」的歷史發展

過程、雙方的合作背景、消費者的認知及公平原則的
考量，因廣藥及其前身、加多寶公司及其關聯企業，
均對涉案包裝裝潢權益的形成、發展和商譽建樹，各
自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若將涉案包裝裝潢權益完全判
歸一方所有，均會導致顯失公平的結果，並可能損及
社會公眾利益。

最高法還在終審判決中指出，知識產權制度在於
保障和激勵創新。勞動者以誠實勞動、誠信經營的
方式創造和積累社會財富的行為，應當為法律所保
護。在「王老吉」商標許可使用關係終止後，雙方
所涉知識產權糾紛不斷、涉訴金額巨大，引發了社
會公眾的一些關切與擔憂，還有可能損及企業的社
會評價。對此，雙方應本着相互諒解、合理避讓的
精神，善意履行判決，秉持企業應有的社會責任，
珍視經營成果，尊重消費者信賴，以誠實、守信、
規範的市場行為，為民族品牌做大做強，為消費者
提供更加優質的產品而努力。
2012年7月，加多寶先在北京起訴廣藥的紅罐涼茶

外觀設計侵權；幾天後，廣藥在廣州起訴加多寶的紅
罐涼茶外觀設計侵權。兩案於2013年2月5日統一由
廣東省高院受理。2014年12月19日，廣東省高級人民
法院裁定加多寶敗訴，賠償廣藥1.5億元及維權費26
萬餘元。加多寶當庭表示上訴。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終審判決，廣藥集團與加多寶
公司雙方可在不損害他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共同
享有「紅罐王老吉涼茶」包裝裝潢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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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
北京青年報報道，鏡
頭中倖存者們平淡的

生活甚至曾被人批評為「缺少衝突、
缺少技巧」，但在導演郭柯眼中，
「慰安婦」受害倖存者們是可愛的祖
輩，是經受了常人難以想像的折磨之
後，仍然可以微笑着說「這世界真
好」的平靜老人。郭柯堅持展現她們
的平淡，而不是在鏡頭前逼迫她們撕
開已經結了幾十年的深深疤痕，他
說：「如果這是我奶奶，我會要求她
們回答這些血淋淋的問題嗎？」

兩次被抓進日軍慰安所的李愛連非
常留意院子裡的野貓們是否吃了飯，
常常一邊餵，一邊與小貓說話：「你
咋一個人來了呢？」拍片時，老人每
天天不亮起床，給攝製組炸饅頭片。

林愛蘭老人在抗戰時期被日軍抓進
慰安所被強姦，一生無法生育，之後
加入紅色娘子軍上陣殺敵。紀錄片鏡
頭中的林愛蘭依然被仇恨籠罩，她的
家中掛滿了各種各樣的刀，但是，她
每天只能用皮包骨頭的胳膊支撐着塑
料椅子，一步步從屋裡挪到房間門口
曬曬太陽。

戰爭期間，韋紹蘭和幾個月大的女兒
被日軍擄走，送至馬嶺慰安所，她曾喝
藥自殺，被救回來，後來生下了有着日
本血統的兒子羅善學。從小到大，羅善

學背負着「鬼子的孩子」這幾個字，至
今70歲了始終沒有一個姑娘肯嫁給他。
羅善學恨母親，常常因小事而與母親爭
執，把常年積壓在心底的怨恨發洩到了
母親身上。儘管如此，韋紹蘭老人依然
對這個世界充滿留戀。

韋紹蘭老人講起自己還是姑娘家時
也愛唱山歌。那首歌是這樣的：

日頭出來點點紅，照進妹房米海
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
窮。天上下雨路上滑，自己跌倒自己
爬，自己憂愁自己解，自流眼淚自抹
乾。

她像在照着上面的歌詞活下去。所
以她說：「人生只愁命短不愁窮，這
世界這麼好，現在我都沒想死。這世
界紅紅火火的，會想死嗎？沒想的。
沒有吃的，慢慢來。」這些話不僅僅
是說給自己聽的，也是一個堅毅的母
親試圖傳遞給兒子的精神力量。

在眾多「自來水」（自願為電影宣傳的影迷）的幫
助下，該影片14日上映，排片率從剛上映時的

1%上漲到1.5%，單日票房突破300萬元。到上映第2
天，排片率已逐漸升到4%。

不販賣苦難與眼淚
中國青年報報道，很多人都覺得「慰安婦」題材意
味着屈辱，但是真正看了紀錄片《二十二》，你會發
現，這部紀錄片不販賣苦難和眼淚，也並非撕扯傷
口，反而是在講述生命的癒合，確切地說，是一個人
怎麼帶着傷去走完自己的生命之路。也許不能定義這
是「勇敢」，但是，她們「活着」這件事本身就蘊含
一種力量。
目前，該片在影視評分網站豆瓣網上的評分為8.9。
有網友評價說：「進電影院之前，對她們的遭遇有準
備，這很扎心。但更讓你久久不能忘懷的，是善
良。」

搶救式拍攝贏關注
《二十二》的火爆具有獨特性，因為這是一次「搶
救式」的拍攝。2012年郭柯開始接觸「慰安婦」題材
時，中國公開身份的倖存者僅有32位，所以當時他拍
攝的短片名為《三十二》。至2014年開始拍攝《二十
二》時，倖存者已減少到22人；至影片公映時，這一
數字已減至8人。隨着時間推移也許倖存者的數字最
終會從8歸於0，但《二十二》就是為了警醒活在安寧
現世中的後輩，在面對這道傷痛時，希望每一個中國
人都能做到「不終日怨恨，但一刻不忘」。
據報道，該片拍攝初期並不被看好，導演郭柯苦於
沒有資金，幸得演員張歆藝雪中送炭，借給導演100
萬元，影片才得以順利拍攝，並於2015年取得「龍
標」，但之後又苦於沒有上映機會。最終，在今年靠

着3萬多人眾籌的100萬元，除去電影後期製作費用
20萬後，剩餘的80萬就成為這部電影宣發活動所有的
資金來源。

影片意義大於票房
和當下動輒數億保底發行不同，負責影片宣傳的蘇

北淇說，這部紀錄片的前期宣傳很艱難，沒有人接
手，更別提保底。影片上映前，導演郭柯曾表示，對
票房沒有太多期待，「作為暑期檔最微小的電影，我
們只期待影片能有細微的生存空間，目標票房約600
萬元，因為這意味着能有20萬人進入電影院觀看。在
1932年到1945年間，至少有20萬中國女性被日軍強
徵為『慰安婦』。」
郭柯認為，這部影片的意義大於票房，他說只要有

1%的排片就滿足了，「我不準備從中掙一分錢。除了
成本，如果還有一些盈餘的話，我想把它們花在這些
老人身上，有多少捐多少。」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中國青年報報

道：中國首部公映的「慰安婦」紀錄片《二

十二》14日上映，短短兩天票房突破千萬，

達1,547萬元（人民幣，下同），排片率也

逆勢上漲。片方之前多次表示，對票房沒有

太多的期待，「目標票房約600萬」。導演

郭柯此前亦表示，如果影片在扣除成本之外

有盈利，將全部捐給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

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管理，用於這些老人未

來的生活及對「慰安婦」問題的研究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
社、東博會官網報道，第
14屆中國—東盟博覽會
（東博會）將於9月12日
至15日在廣西南寧舉辦，
本屆東博會將設智能製造
裝備展區，還將舉辦首屆
「一帶一路」（東盟）農
業投資合作論壇。
本屆東博會主題為
「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
之路，旅遊助推區域經
濟一體化」，文萊擔任
主題國，哈薩克斯坦出
任特邀合作夥伴。
據了解，智能製造裝備
展區主要展品包括，無人
機、智能機器人、3D打
印、氣象設備及服務系
統、智能儀器儀錶、智能
消費電子等電子信息技術
和設備，為產品走進東盟
尋找更多商機。
另外，東博會上還將舉
辦第二屆中國—東盟農業
合作論壇暨首屆「一帶一
路」（東盟）農業投資合
作論壇，探討在「一帶一
路」建設背景下進一步推
動中國與東盟的農業交流
與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長城工業集團有
限公司16日透露，亞太6C通信衛星已順利完成衛星通
信艙與平台（推進艙和服務艙）的對接，標誌着衛星進
入整星測試階段。該衛星計劃於2018年上半年發射。
亞太6C通信衛星計劃於2018年上半年由長征三號

乙運載火箭從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升空。按照研製
計劃，衛星將進行整星電性能測試以及相關環境測
試；運載火箭方面，亞太6C通信衛星項目已於近期順
利通過星箭任務評審，經確認，運載火箭各項設計結
果滿足亞太6C通信衛星項目要求，星箭接口兼容。長

城公司作為項目總承包商，會同其他分包商，將以在
軌交付的方式向亞太公司交付亞太6C通信衛星及相關
地面測控設備。
據悉，亞太6C通信衛星採用東方紅四號高功率衛星
平台，配備C、Ku、Ka頻段共45路轉發器，設計壽
命15年，將以其高功率轉發器資源向亞太地區客戶提
供包括VSAT、視頻廣播、電視直播到戶、移動網絡
基站傳輸等在內的優質服務。

亞太6C衛星啟整星測試 明年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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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有良老人黃有良老人（（海南陵海南陵
水水））88月月1212日日2121點在海點在海
南陵水家中去世南陵水家中去世，，享年享年
9090歲歲。。中國倖存中國倖存「「慰安慰安
婦婦」」紀錄電影紀錄電影《《二十二二十二》》
片中的片中的2222位老人僅剩位老人僅剩88
人人。。 電影截圖電影截圖

■■中國首部公映的「慰安婦」紀錄片《二十二》14日
上映，兩天票房達1,547萬元人民幣。

■■韋紹蘭老人和她的兒子。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