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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日

1913年 12月 1日，对于福特汽
车公司是不平凡的一天，对于整个汽

车生产行业来说更是伟大变革的一

天。美国“汽车之父”———亨利·福特

将世界上第一条汽车装配流水线引

进福特汽车公司，这是福特一生中最

伟大的发明。

福特引进生产线这种新的生产方

式使得汽车成为一种大众产品，这不

但革命了工业生产方式，而且对现代

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美

国学者麦克·哈特所著的《影响人类历

史进程的 100名人排行榜》一书中，亨
利·福特成为唯一上榜的企业家。

现在的汽车生产装配，早已摒弃

了手工作坊式的生产，都是大规模的

流水线作业。可以说，汽车装配流水

线是汽车生产的必需。1913年 12月
1日，福特汽车公司引进了世界上第
一部组装生产线，这一创举使得 T型
车的产量一跃至 1500万辆，缔造了
汽车工业历史上的神话。时至今日，

这仍是一个未能被打破的世界纪录。

因此福特也被尊为“为世界装上轮

子”的人。

流水组装线是亨利·福特于 1913
年在福特海兰公园工厂首创的，福特

汽车公司引进的第一部组装生产线，

是世界上第一条汽车自动流水装配

线，首次实现汽车的批量生产，并将

T 型车的组装时间从 12.5 小时缩短
到 1.5小时。这不仅仅给整个汽车制
造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整

个世界的工业都因此改变。

（11月 27日—12月 03日）

福特引进世界第一条
汽车装配流水线
南林

一周史记

1913年 12月 1日 11月 27日：
1979年 11月 27日，中国决定恢复国内保险业务。
2001年 11月 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在北京举行。

11月 28日：
1990年 11月 28日，中国人正式注册顶级域名.cn。
1992年 11月 28日，国务院批准洋浦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11月 29日：
1983年 11月 29日，中国首次发行“票中票”。

11月 30日：
1986年 11月 30日，全国第一个舆论研究机构成立。
2006年 11月 30日，微软公司全球发布 Windows Vista。

12月 1日：
1913年 12月 1日，福特汽车公司引进了第一部组装生产线。
1948年 12月 1日，中国第一版人民币诞生。
1998年 12月 1日，新浪网成立。

12月 2日：
1986年 12月 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8次会议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

1988年 12月 2日，邓小平谈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台阶”。
12月 3日：

2003年 12月 3日，百度“贴吧”正式上线。

江湖

据报道，担任诺基亚影像体验部门主管近 10年的达米
安·迪宁，即将从公司离职。迪宁曾先后在伊士曼柯达公司、柯

尼卡美能达任职，于 2004年加盟诺基亚，带领团队开发了极
具声誉的 PureView成像技术，这项技术已使用于诺基亚 Lu原
mia 920和 808 Pureview手机上。目前尚不清楚迪宁离职的原
因，诺基亚表示这是他“个人的决定”。

离职

诺基亚影像体验部门主管迪宁即将离职

巴西第二大航空公司 Gol Linhas A佴reas SA(简称 Gol)近日
宣布，作为关闭其子公司 Webjet的结果，计划裁员至多 850
人，并削减运能。该公司在向巴西证券监管机构提交的一份报

告中还表示，预计将于本季度计入与此次裁员相关的一项开

支，巨体数字将很快披露。该公司计划明年上半年将国内航班

运能削减 5%—8%，以恢复运营利润率和业务可持续性。

裁员

巴西第二大航空公司拟裁员 850人

本报记者 汪静赫

2012年，被我们消费的“世界末日”
《2012》3D 版迎接“末日”倒计时

看起来相当应景，刚结束的“双十一”

购物狂潮被喻为“赶在末日前赶紧花

光”……这一切似乎表明，随着所谓

的世界末日“2012年 12月 21日”越
来越近，“末日经济”正再度升温。

2012年，“末日论”除给人们带来
恐慌阴霾之外，多数时候更像是一场

消费狂欢节，银幕中的“末日”桥段可

以回收数以亿计的票房，现实中的

“末日”消费亦能获得可观的利润。

这一年，是我们消费了“末日”，

还是被“末日”消费？

“末日”电影狂欢

虽然离传说中的世界末日还有

些时日，但是近期中国影市已经满眼

“末日”。

“12月 20日，末日见”,这是某影
片的宣传语，该片宣传方还在网上推

出“末日倒计时”为影片造势。另一部

喜剧片则定档于 12月 21日“末日”
当天，其宣传语也是极度渲染末日情

结。

这些国产片的末日攻势都不及

3D版《2012》。
作为今年登陆中国内地的最后

一部分账大片，《2012》3D 版既来势
汹汹，又可谓应景之极，但也引来不

少质疑。影评人罗杰直指《2012》是
“赤裸裸”地消费中国观众的“末日情

结”。鉴于此前不少 3D转制影片徒有
其名的状况，不少观众认为该片上映

是“挣钱无节操”。

三年前，《2012》5天票房过亿，以
4.60 亿元票房登顶中国内地年度票
房之首。这部当时制作经费最高的灾

难影片，取得了 7.697亿美元的全球
票房。它不是好莱坞最早也不是唯一

的一部末日影片，但它无疑是最赚钱

的一部。

“末日论”尚未在坊间升温之时，

就已经在电影中风生水起。以末日为

题材的好莱坞电影长盛不衰。在这些

影片中，世界早已面对各种灾难，人

类也经历过不同“死法”。

从人类成为行尸走肉的《我是传

奇》、全球极寒来袭的《后天》到地球

被人猿占领的《猩球崛起》，电影中的

末日故事让观众流连，亦带来了一部

高过一部的票房。

现实中的末日情结和电影中的

末日情节一经相遇，便产生极具力量

的“火花”，不仅抬升影片票房，更带

动了其它连锁商业效应，演绎出一场

比影片还精彩的末日狂欢。

末日前，请消费

尽管末日永远是传闻，但现实中

的末日情结既激发商家智慧，也刺激

了公众消费。面对那未知的末日，只

有一件事：末日前，请消费。

“船票”是过去一年来“2012末日
情结”的最直接“消费”项目。电影中

的诺亚方舟一票难求，而在现

实中却得来很易。

记者在某购物网站上搜

索“2012 船票”，可轻易搜出
1000多件相关商品，其中销量
最高的为一种价格为 8 元的

“2012诺亚方舟船票+火车票+信封+
登船授权书”创意礼品，一月内就卖

出了 1000多笔。在西藏的很多景点，
两元一张的诺亚方舟船票明信片一

直都很畅销。

在一个网友自制的末日倒计时

网站上，最扎眼的是商家广告。只印

到 12月 21日的“末日台历”实则是巧
妙安排的商业营销。关于“2012”的书
籍急速升温，末日玄幻小说和各种生

存自救书纷纷抢滩书市。

末日情结还体现在商家无所不

在的小心机上。最直白的就是那些以

末日做噱头的广告，比如装修公司豪

言：“装自己的房子 , 让别人末日去
吧！”商场则呼唤：“世界末日即将到

来，亲还不赶紧消费？”

2月的情人节和 11月的光棍节，
成为商家 2012年一头一尾的两个黄
金季节。从“在末日前我们都来恋爱吧”

到“末日前脱光、花光！”商家用这些充

满末日情结的广告语，来吸引单身男女

购物消费。国外一些购物网站还举行

“末日倒计时”让利活动。有人因此感叹

“如果 2012年 12月 21日真是世界末
日，那也只是一场狂欢购物节”。

在英国，不少地方兴起囤粮风

潮，一些家庭大量采购不易腐败、保

存期长的食品和瓶装水，以此来应对

可能到来的末日。在囤粮风潮中，商

家积极跟进，顺势推出了保质期可达

25年的罐头。据悉，英国生产速冻食
品、罐头食品和干货食品的商家业绩

普遍大涨。

末日经济亦造福旅游业。随着

2012年 12月 21日的到来，墨西哥东
南部玛雅人居住城镇的倒计时活动

即将迎来最盛大的冬至日。墨西哥一

旅游局发言人说：“世界末日对我们

来说，代表着希望。”

受“末日论”影响，环境问题成全

球热点。那些因气候变化即将消失的

景点成为旅游业十分红火的“末日

游”。

末日“逃生”需买单

出现在电影《2012》中的诺亚方
舟，现实中也应运而生，这其中既有

美国的末日地堡，也有中国式诺亚方

舟。

2010年初，美国企业家罗伯特·
维希诺开始打造“末日地堡”。该地堡

位于地下约 9米深处，内部设计号称
可抵挡里氏 10级强烈地震和 500小
时的洪水以及核生化袭击。据悉，每

人入住地堡一年的价格高达 5 万美
元，但仍有不少富人预定。

2011年 11月，日本一家公司开
始出售一种迷你胶囊版救生舱。该公

司 CEO田中昭次是其发明者。据悉，
这种直径为 1.2米的密封舱已成功经
受了多次撞击试验，目前逃生舱价格

在 3万元左右。
2010年 7月，中国商人杨宗福开

始设计自己的诺亚方舟。这位拥有

262项国家、国际发明专利的年轻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是母亲去世的

伤痛以及 2008 年南方雪灾和电影
《2012》里的灾难震撼，共同促发了他
制造逃生“诺亚方舟”的想法。

2012 年 8 月，杨宗福首次向外
界展示了这一代号为“Atlantis(亚特
兰蒂斯)”的球形密封应急救生舱。该
救生舱是一个直径 4 米的不锈钢大
圆球，可耐 1700度高温、承受 350吨
撞击力，还在水面上航行以及隔离核

辐射和宇宙射线，并拥有保证一个家

庭安全生存 10 个月时间的供给储
备。

杨宗福告诉记者，每个“诺亚方

舟”售价不尽相同，大致收费在 100
万至 500万元之间。每笔订单都是根
据顾客要求定制，收到定金后再进行

生产。据他介绍，目前已有 20多人预
定此救生舱，并且有一半买家要求在

今年 12月 21日前交货。
虽然杨宗福表示研制救生舱的

目的不是挣钱，但依然可以有所盈

利。显然，跟价格便宜的救生包相比，

这些“诺亚方舟”只适合有能力买单

的富人。

“末日这种说法不能全信也不能

完全否认，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可

以警告我们爱护环境，珍惜生命，对

社会多一份爱心，对身边人好一点。”

杨宗福说。

就在香港新鸿基地产郭炳江、郭炳联兄弟二人涉许仕仁

贪污案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日前，港媒爆出，郭炳湘被“无

辜”卷入英国伦敦一宗涉资 7.4亿英镑的巨额诈骗案，其涉嫌
在担任新地主席期间，曾签署“租赁协议 ”担保书，为该案中

的两名被告提供担保。尽管郭炳湘当日在法庭上否认了这一

指控，但目前该案仍在调查审理未最终定案。

涉案

郭炳湘被指涉嫌巨额诈骗

2012年，“末日论”除给人们带来恐慌阴霾之外，多数时候更像是一场消费狂欢节，银幕
中的“末日”桥段可以回收数以亿计的票房，现实中的“末日”消费亦能获得可观的利润。

印度塔塔钢铁公司日前宣布，计划在英国裁员 900人，并
且表示，此举是为改善其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的业绩表现而

实施的一项重组计划的一部分。该公司表示，将在南威尔士裁

减 580个职位，其余职位将在英格兰裁减。

塔塔钢铁拟在英国裁员 900人

中国乳业打假第一人蒋卫锁遇害于 11 月 12 日不幸逝
世。11月 21日，中国乳业界送走了业内传奇式人物蒋卫锁，这
位“中国乳业打假第一人”的离去，让很多人悲痛万分。他从发

展“托牛所”，到“发起中国西部乳业万里行活动”；从“揭露乳

业掺假黑幕”，到成立蒋卫锁乳品公司，进行“放心奶”生产销

售，他实现了常人难以逾越的业界传奇。

遇害

乳业打假第一人蒋卫锁遇害

平安银行日前公告称，银监会核准孙建一平安银行董事

长、邵平平安银行行长的任职资格，平安银行换帅走完流程。

今年 10月 10日，该行的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选举孙建一、邵
平为该行董事的议案 。据平安银行网站公告，11月 23日起，
原深发展行名变更为平安银行。

上任

孙建一获准任平安银行董事长

不久前曝出半年报业绩造假的万福生科及相关当事人日

前收到了深交所的处罚公告，18名董监高管集体受到处分。公
告称，万福生科 2012年半年度报告中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
漏，在 2012年半年度报告中虚增营业收入 1.88 亿元，虚增营
业成本 1.46亿元、虚增净利润 4023.16万元，情节较为严重。

处分

万福生科 18名董事监事受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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