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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日

1998年 11月 4日，联想集团
吞下中科院计算所。有人说，这是

“企业改制，优势互补”的“壮举”，

也有人称，这是联想“扩张做大”的

一步好棋。

中科院计算所成立于 1956
年，中科院的“王牌部队”。曾经研

制出著名的 103 型和 104 型计算
机，并为“两弹一星”的上天完成相

关数据处理工作。联想公司，创办

于 1984年，原为中科院计算所新
技术发展公司，换句话说，联想原

只不过是计算所的一个“第三产

业”罢了。

俗话说，“风水轮流转”。联想

这个计算所旗下的一名“小兵”，如

今，借“企业改制”之大势，扭转局

势，走上舞台中央，上演华丽逆转。

柳传志说：“选择现在宣布联想与

计算所的合作，是在最合适的时

机，做了我们最想做的事情。”

曾经，联想也拥有属于自己的

中央研究院，自主创新、自力更生。

然而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总是比预

想中要遥远：科研有成果，成果难

转化。若不能讲科技成果转化为显

示产品，联想也只能原地踏步，止

步不前。

联想无疑是幸运的。中科院

“构建科技体制新模式，促进科技

成果产业化”创新思路，为联想的

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转机。联想借此

“脱胎换骨”，科研能力、经济实力

不断壮大，并购 IBM 的 PC 业务，
走出国门，逆袭欧美市场，计算所

的力量功不可没。

（10月 30日—11月 05日）

联想集团
吞下中科院计算所
南林

一周史记

1998年 11月 4日 10月 30日：
1947年 10月 30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ATT即世界贸易组织前身

正式成立。

10月 31日：
1980年 10月 31日，伦敦百年老报《新闻晚报》关闭。
1992年 10月 31日，国务院批准建立海口保税区。
2006年 10月 31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4次会议通过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

11月 1日：
1912年 11月 1日，北京召开临时工商会议。
1993年 11月 1日，欧洲联盟正式成立。

11月 2日：
1996年 11月 2日，中国第一家网络咖啡屋开张。
2003年 11月 2日，博鳌亚洲论坛在中国海南博鳌举行。

11月 3日：
2002年 11月 3 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第一次领导人

会议在柬埔寨金边召开，时任国家总理朱镕基出席会议。

2010年 11月 3日，国内两大网络运营商的网上战争升级。当晚 18
时许，腾讯发布公告，在装有 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 QQ 软件。360
随即推出了“WebQQ”的客户端，但腾讯随即关闭了 WebQQ服务。
11月 4日：

1998年 11月 4日，联想集团吞下中科院计算所。
11月 5日：

1989年 11月 5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立。
1993年 11月 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的若干政策措施发布实施。

本报记者 汪静赫

亿元票房电影十月骤增

在被称为“史上最乱”的 10 月电
影档期过后，中国导演“亿元俱乐部”

的“添丁”骤然加速。由此催生出的好

几位新晋成员，将 12年前由张艺谋
开创的“亿元导演”人数增至 55人。

中国电影产量每年超过 600 部，
电影市场票房每年增速 40%，每天新
增 8.3块银幕。

以上讯息的背后还有另一面：55
位亿元导演难敌 34部进口大片，600
部电影不足 200部上映。

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中国虽

稳居世界第二电影生产大国，却只有

少部分可以上映；中国虽拥有世界最

大的电影票房市场，却至今没有一部

征服全球的卖座电影。

中国电影的救市之路比电影还

精彩、比现实更残酷。

亏损是最大问题
票房高于投资 3倍才能赚钱

在现今的中国电影市场，一些国

产大片就像一首梦幻曲：起初激昂、

中间婉转、结局神伤。

大片并非“大收获”，大制作未必能

有“大票房”，因为过亿与盈利完全没

有因果关系。国产大片的“梦幻曲”常常

在现实中遭遇变音，然后戛然而止。

在新晋“亿元导演”中，有的被视

为实至名归的晋级，有的则是从籍籍

无名一飞冲天，前者如曾屡获国际大

奖的王全安，后者如广告片导演出

身、凭首部电影破亿的赵林生。这两

位来历不同、前后脚晋级亿元导演的

缘由完全一致：他们所执导的影片都

是投资规模达亿元阵容堪称豪华的

“大片”。

在破亿影片中，低于亿元投资的

屈指可数，绝大部分都是成本昂贵的

巨制大片。“鸿篇巨制、豪华阵容、史

诗大片”等光鲜宏伟的宣传词，成为

跨越亿元票房门槛的第一声号角。

根据现行规则，国内制作、发行、

院线的票房分成是 4：2：4，剩下 30%
多的票房才真正属于投资方，这意味

着票房要比投资高 3倍才能赚钱。以
《白鹿原》为例，按其投资 1亿元来计
算，1.2 亿票房不但赚不到钱还倒赔
5000万，而投资 1亿元的《铜雀台》与
票房持平，因此亏本 5000万。这些投

资数额都来源于影

片宣传方的公开数

据，其中不乏水分，

业内人士认为片方

在宣传中夸大投资

已是一个常态。

不管数据水分

几何，一种尴尬的情

境已经出现了：一方

面电影市场很需要

这些亿元导演和他

们的破亿影片，然而

另一方面这些影片

即便破亿也并不能

保本或挣钱，同时亦

让影片陷入因迷恋

大片形式忽视创作

水准的口碑困境。

在上世纪 90 年
代屈指可数的亿元

电影中，1992 年的
《周恩来》创下票房 2
亿元佳绩。中国传媒

大学电影学博导宋

家玲教授正是该片

编剧。宋家玲向记者

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过度迷恋大片大投

资，其实更容易赔

钱。票房多也未必质

高，中国电影数量不

少但整体质量不高，

只靠区区可数的几

部大片撑门面，我们有理由乐观吗？

我很担心。”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秘书长王

凤麟也有同样的忧虑，他感叹在中国

影片厂量超过美国仅次于印度的前

提下，“叫得响、传的开、留得住的精

品佳作，却寥寥无几，对这种短平快

排球打法导致的质量问题，严重堪

忧”。

大片当道的中国电影市场，注定

也让许多中小成本电影沦为“炮

灰———不论它们是否优秀。一些制作

优良但缺乏商业营销卖点的国产影片

因此被无情地错过”了———这应该算

是国产大片梦幻曲中最哀伤的一章。

亿元导演含金量各不同
影片成功营销是关键

“今后不应只比票房总量，更应

看性价比。”影评人谭飞说。

和谭飞持相同观点的电影产业

研究人士彭侃告诉记者：“用过亿票

房来判断一部电影和一个导演是否

跻身成功之列并不靠谱。”

截至 9月底，全国共有 11835 块
银幕，而张艺谋的《英雄》上映时，银

幕数量才 1800 多块。同最初的那些
亿元导演相比，现今导演的破亿之

路看上去变得更加容易，含金量却

大打折扣，而背后潜伏的各种商业

运作也早已超越了影片剧情的精彩

程度。

“现在的电影票房增长主要就是

依靠影院市场的扩张，上座率其实是

在下降的。进入亿元俱乐部并不一定

是因为导演的创作实力，除了为他们

招揽生意，对电影业不具备什么标志

性的意义。”彭侃认为。

2012年夏天，乌尔善执导的《画
皮 2》斩获 7.26 亿元票房，由此一举

成为华语片中票房最高的导演。这个

生于 1972年的新导演用一年时间完
全改变了他在这个圈子的待遇，转身

成为炙手可热的高性价比导演，据说

乌尔善因为找他的人太多而不得不

将手机经常关机。

乌尔善还不是性价比最高的导

演。2011年 11月，同为“70后”导演的
滕华涛曾以一部 900 万投资的小成
本爱情电影赢来 3亿多元的票房。

与新晋亿元导演相比，张艺谋和

冯小刚则是亿元俱乐部的“王者”，迄

今为止，两人都有 6 部电影票房过
亿，冯小刚总票房达到 20 .09亿，张
艺谋则是 16.93亿。
每一个“高性价比”亿元导演靠

的不止是热映影片本身，还包括各种

相关环节。资深业内人士陈砺志认

为，“绝对没有任何一个环节单一的

优秀表现，能够让一部电影成功”。

（下转第十六版）

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中国虽稳居世界第二电影生产大国，却只有少部分

影片可以上映；中国虽拥有世界最大的电影票房市场，却至今没有一部征服全球
的卖座电影。

“

12年来亿元导演人数增至 55位，票房标准遭质疑

职场

在业绩不断亏损的情况下，被谷歌收购的摩托罗拉移动

开始大规模裁员。其中，摩托罗拉南京研发中心将被关闭，500
多名员工中只有 40名员工有机会被调往北京或国外工作，其
余的员工将面临失业。不过，据了解，包括联想在内的数家公

司“争夺”这些南摩员工。据联想方面介绍，联想非常重视南摩

离职员工，此前联想曾计划在其他城市开设研发中心，但收到

南摩裁员的消息后，迅速决定将新研发中心地址改到南京。

广州金保贸易公司原董事长王道军因贪污和挪用公款被

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广州金保贸易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

法院审理查明，王道军在担任金保贸易公司董事长期间，利用

负责主管公司全面工作的职务便利，贪污挪用公款 1900 万
元。

据悉，日前工信部已着手调查方舟子对于奇虎 360进行
“指控”一事，如果查实此事确有涉及违法违规行为，工信部将

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资料显示，从 10月 9日开始，方舟子在微博上不断质疑
揭露 360浏览器侵犯用户隐私、窃取用户数据，360则表示，
方舟子被 360竞争对手以金钱收买和利用，将矛头直指百度。

紫金矿业 10月 25日晚公告，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左岸金
矿工人与当地居民爆发大规模斗殴，导致项目已暂停施工，由

于项目处于基建期，不影响今年经营业绩。

公告称，子公司奥同克公司左岸金矿项目由中国十五冶

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目前事态已经得到控制，吉国政府

及相关部门正积极组织各方依法处理相关事宜。

近日，索尼宣布旗下运营数码影像业务的美浓加茂工厂

将于 2013年 3月底关闭。同时，索尼将在总部、索尼工程制造
及客户服务集团(EMCS)和其它在日电子业务的分支机构实施
提前退休计划。这些措施有望于 2012财年结束时产生 2000
名的裁员。裁员计划主要发生在日本本土，对在中国的合资企

业没有影响。

近日，福特汽车宣布将在 2013年关闭两家英国工厂，包
括一座整车厂和一座发动机厂，以减缓在欧洲持续亏损的势

头。届时，这两家位于英国南部南安普敦和埃塞克斯郡达格南

福特工厂将裁员 2000人左右，加上将在 2014年关闭的比利
时工厂，福特在欧洲裁员总人数将超过 6000。

中国南车近日宣布，赵小刚因到龄退休，辞任公司执行董

事及董事长职务。公司总裁郑昌泓接替赵小刚担任董事长职

务。

据报道，位于苏州吴中区郭巷某品牌汽车的 4S店、高新
区马运路和连云港市的该品牌汽车的另外两家 4S店相继关
门。这 3家店的老板———49岁的苏州吴江女子李菁已经跑路。
有知情者称，女老板“跑路”、4S店关门可能与其上亿元的民间
借贷有关。

近日，天津金交所发布公告，暂停天津金业贵金属有限公

司的会员资格。据媒体报道，该公司老板已经跑路，公司员工

已经报案。天津金业隶属于上海金业集团，跑路的老板正是上

海金业集团的董事长李昶烨（原名李琦），年纪刚过 30 岁，目
前李昶烨已不知去向。

这位 80后的董事长曾供职于上海一家财经媒体，后离开
媒体，并于 2008年 1月在上海陆家嘴成立了上海金业集团。

跑路

黄金公司董事长欠巨债跑路

接任

4S店老板疑涉亿元民间借贷跑路

郑昌泓接替赵小刚出任中国南车董事长

裁员

福特将关闭 3家工厂裁员超 6000人

索尼本土裁员 2000人并关闭一家工厂

纠纷

紫金矿业中亚金矿工人与当地人群殴

工信部调查 360与方舟子纠纷

判刑

金保贸易原董事长贪挪 1900万被判无期

挖人

联想从摩托罗拉南京研发中心积极挖人

10月 27日，享有“中国知识领域诺贝尔”赞誉的“知识中
国”年度人物评选在中国科学技术馆举行，用科学支撑中国

理性社会建设的科学大家饶毅等十大人物上榜。会上，互动

百科还发布了 2012 年度十大知识传播事件，“舌尖上的中
国”、“领海基线”、“黄金大米”等热点事件分别入选。互动百科

CEO 潘海东表示，真知的传播者值得尊重，社会公众的知识
素质急需提升，这正是“知识中国”系列活动举办的初衷。今年

是知识中国第三届，互动百科始终坚持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并

深信这项事业是责任、是使命。

2012“知识中国”年度人物揭晓

汪静赫制图

张艺谋

冯小刚

周星驰

姜文

陈凯歌

王全安乌尔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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