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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日

1978 年 3 月 18—31 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召开

了全国科学大会。在大会开幕式

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方毅副

总理作了有关发展科学技术的

规划和措施的报告，大会宣读了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

讲话：《科学的春天———在全国

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会

上先进集体和先进科技工作者

受到了表彰。

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

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百废待

兴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

议，也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次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邓小平

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

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

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

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

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

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

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禁锢

知识分子的桎梏，迎来了科学的

春天。

20年来，在邓小平科技思想

指导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大批

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的科研成果，科技队伍不断壮

大，涌现出大批优秀科技人才，

科技发展呈现一派繁荣兴旺的

景象。

（3月 19日—3月 25日）

南林

一周史记

1978年 3月 18日 3月 19日：

2004 年 3月 19日 中国第一个下一代互联网主干网在北京

正式开通并提供服务，是目前所知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采用纯

IPv6技术的下一代互联网主干网。

3月 20日：

1999年 3月 20日 经国务院批准，中保财产保险公司继承中

国人民保险公司品牌，恢复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3月 21日：

2008 年 3月 21日 昆明至曼谷国际大通道中国路段全线贯

通。

3月 22日：

1979年 3月 22日 中国开始价格体制改革。

1990年 3月 22日 美国雅芳首次将直销引入内地市场。

3月 23日：

1998年 3月 23日 中国发售首批证券投资基金。

3月 24日：

1980年 3月 24日 中共中央命名“经济特区”。

1997年 3月 24 日 北京大唐发电公司成为首家在伦敦上市

的中国公司。

3月 25日：

2002年 3月 25日 神舟三号飞船发射成功并进入预定轨道。

1999年 3月 25日 我国第一头转基因牛诞生，起名为“滔
滔”。

全国科学大会召开

江湖

本报记者汪静赫

“会生活”

世界公认的中国特色之一，除了

中国制造，还包括———开会。

有一种语言叫“会上发言”，有

一种旅行叫“会议旅游”，有一种状

态叫“开会中”，有一种生活叫“会生

活”……

对于中国人来说，开会这件事儿

属于最寻常的集体活动，“会生活”的

各种元素交织成了一曲别有韵味的

“中国 Style”。

一年要开 1068个会

近日有报道称，沿海某省一位厅

长自曝“一年要开 1068 个会”，这个

数目还不包括他自己单位内部会议。

另据中部地区一位市长透露，“他一

年公务应酬饭局超过 1500多顿”。

这两位官员倒出的“苦水”引起

了公众和媒体的热烈回应。有人为

他们做了这样一个统计：“一年 1068

个会、赴 1500顿宴请。一年 365天，

工作日有 250 天，平均每天要开 4

次会以上，赴 6 次饭局，如果每次会

议耗时 2 小时，每场饭局用时 30 分

钟，基本上每天其它什么事也干不

成了”———两位官员疲于奔命的“会

生活”令不少网民为他们“捉急”。

在人来人往的微博上，搜索“开

会”目前可以找到 3600多万条结果，

并且随时都在更新。记者注意到，每

分钟平均就有 5 到 6 个网民表示自

己正在开会或将要开会，再或者就是

对开会讲点自己的看法。开会这件事

儿，是如此普通、如此频繁，又如此无

奈，因为大多数网民不是觉得乏味就

是感到困倦，并报以相当一致的态

度：希望早点散会。

在大体可以看见民意的社交网

络上，网民对于开会的无甚好感，实

际上是多年来一直存在的“厌会”情

绪。

有一个用来形容会议多的词叫

做“文山会海”。这个十分形象到位的

词因为过于众所周知而常被认为是

古来有之的四字成语，但实际上它出

自于 1988年 11月 26日《人民日报》

的一篇文章。那个年代，人们已经意

识到“机关干部解脱了文山会海之

后，获得更多时间和精力，该是一件

幸事”。

几乎每一年，中国公众都可以看

到类似的官方文章。对于行政机关

“会海汹涌”的针砭时弊，一向是现行

新闻制度下许可的“仗义执言”，也是

普通百姓乐于见到的“机关新风”。除

去行政机关之外，中国人工作生活的

其它方面也被多如牛毛的会议充斥，

即便是人们多不希望开会，一个不可

回避的事实是，开会已成为中国人生

活的一部分。

在“会生活”人群中，企业家是重

要的组成部分。

根据此前一家权威杂志所做的

《中国企业家健康状况调查报告》，在

企业家的工作中，“会议和谈判”占据

了重要地位。调查表明，一名企业家

平均每周要将 21.7个小时花费在会

议和谈判上，如果以每周 6天工作日

计算，企业家平均每天要花 3.6个小

时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

会议搭台，谁来唱戏？

虽然“会生活”稀松平常，但是开

会却从来不是件“单纯”的事儿。

开会是集体活动，也是单人独

秀，因为乌泱泱人头齐聚的会议上总

有为数不多甚至一枝独秀的主

角———既有表现领导人的能力和团

体的凝聚力，也少不了一些“不搭调

者”的出位和现拙。在一些企业，开会

有时还是职场斗争和商业暗战的舞

台。

开会是集思广益，也是各取所

需，因为有效率的会议可以激发协作

迸发智慧，同时也是各种人脉资源的

新结交旧联谊。两会期间，媒体圈里

普遍知道的一个现象是：许多外地来

京参会代表委员是不住在驻地宾馆

的，开完会立马各干各的事，对于他

们来说，开会是一个契机和纽带。

开会的不单纯，还不仅于此，因

为有人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行业、一

门生意。

“会议搭台、XX唱戏”的句式一

直以来用途甚广，这不单是主办方的

宣传词，而是一种浅显易懂的商业模

式。

无论是以开会为名的其它商业

项目，还是围绕“会议”主题的相关产

业发展，“会生活”引发的经济效益相

当可观。

有资料显示，“会议经济”起到

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每年举

办几千万个会议、上亿人次参加、会

议经济产值万亿元，年均增长

20%。”这些惊人数字已经成为“拉动

地方经济的新增长点”，并日益受到

“各级政府和会议产业链各相关环

节的重视”。

在此背景下，会议旅游盛行不

衰。“会生活”便从“文山会海”过渡到

了“爬山看海”。

中国旅游饭店协会某位负责人

此前曾表示，“如此强劲的会议经济，

几千万个会议和万亿元的消费，但显

然还远远不够，对地方经济的拉动还

不足”，在该人士看来，会议经济的后

劲还很足，市场还很广阔。

另一方面，对于重压式“会生活”

的反馈，也有不少更积极开放的建

言。北京市统计局局长苏辉向媒体提

出两个建议：减少陪会、多利用视频

会议等现代技术手段，提高开会效

率。

无论会生活以何种形式呈现，公

众对于开会的意见大多集中于“减

免”。

媒体喜欢捕捉开会时睡着的镜

头，这样的照片在严肃有余的会议新

闻之外体现出难得的卖萌，不过公众

看到的是这些参会人员不堪重负的

疲惫。在民间，“领导在开会”已成为

口头禅———背后是公众的戏谑、嘲讽

以及不信任。

早在 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时

有一段关于开会的讲话：“电视一打

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

话也太长，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

不很多。”———时隔多年，此种现象依

然存在。

今年两会期间，有媒体记者向 25

名现任厅局级职位的代表委员匿名

发 放 了 关 于

开 会 的 调 查

问卷，其中 18

人 认 为 开 会

“是工作的一

部分”，但同时

也有 12 人期

待改革会风。

中国人的

“会生活”，已

经 走 过 无 数

国 人 感 同 身

受 的 昨 天 和

今天，明天又

将 演 绎 怎 么

样的 Style？中

国 公 众 期 待

着 变 化———

哪 怕 只 有 一

点点。

有一种语言叫“会上发言”，有一
种旅行叫“会议旅游”，有一种状态叫
“开会中”，有一种生活叫“会生活”

3月 14日，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大会在原铁道部举行。中

国铁路总公司注册资金为 10360亿元人民币。盛光祖为公司

法定代表人。据悉，中国铁路总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依据《中

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设立，由中央管理的国有独资企

业，由财政部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交通运输部、国家

铁路局依法对公司进行行业监管。

盛光祖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

谷歌公司日前宣布，已任命 Chrome及应用高级副总裁

桑达尔 - 皮恰伊执掌安卓部门，接替安迪 - 鲁宾，负责一个

在短短几年内成为世界用户最多移动软件的平台。此举将谷

歌的移动软件、应用程序和 Chrome浏览器业务置于统一领

导之下。安卓已经成为一个被大部分世界最大手机制造商所

使用的软件平台，超越了苹果公司的 iOS。

谷歌主管接掌安卓部门

土豆网创始人王微在“退休”7个月后将重起炉灶。据报

道，王微的下一站瞄准了国内动画产业，4月 1 日将成立一个

动画电影工作室，制作面向国内市场的动画片。公开数据显

示，中国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去年

票房总额达到人民币 170.7亿元。据报道，王微正在中国聘用

人才，同时也在美国寻找导演、分镜艺术家和资深动画家。

土豆创始人王微重起炉灶

华锐风电 3月 11日晚间公告，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3月

10日收到公司董事长韩俊良的书面辞职书，韩俊良因个人原

因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同时辞去除公司董事以外的兼任的

公司及公司各子公司的其他职务。辞职之前，韩俊良为华锐风

电创始人、董事长。继任者尉文渊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设计者

和创建者，被称为中国股市第一人。

华锐风电董事长韩俊良辞职

近日，张裕 A召开由各酒种销售公司及渠道高管参加的

会议。会上，包括重庆、宁夏等五个销售公司总经理被免职，这

一人事变动被指与张裕 A2012年度业绩下滑有直接关系。据

一位近期去张裕 A调研的分析师透露，目前公司内部机制、

产品和渠道都在调整，这是 2012年公司营收和净利润弱于葡

萄酒行业整体表现的原因之一。

张裕五地销售老总遭免职

据媒体报道，由于在业务战略上与公司管理层存在严重

的意见分歧，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Fisker Automotiv创始人之

一、现任执行董事长亨里克 - 菲斯科日前宣布辞职。2007年，

菲斯科与巴尼 -科勒创办了 Fisker Automotiv。去年，在 Fisker

开发的第一款车型 Karma 由于电池组问题而推迟面市后，美

国能源部暂停了给该公司的 5.29亿美元贷款。

Fisker创始人辞职

万宝路等香烟品牌在美国以外的经销商菲利普莫里斯国

际公司日前宣布，其首席执行官路易斯 - 卡米莱里将于 5月

份卸任，其职位将由现任首席运营官安德烈 -卡兰兹普洛斯

接替。卡兰兹普洛斯现年 55岁，在 2008年菲利普莫里斯国际

公司从奥驰亚集团(MO)分拆后一直担任该公司首席运营官。

菲利普莫里斯国际 CEO将卸任

金新农 3月 12日公告称，董事、总经理何显坤申请辞职。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金新农已推出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

象 1363万份股权期权，其中总经理何显坤被授予股票期权数

75万份，位列激励对象授予期权数量之首，2月 28 日金新农

已发布了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完成登记的公告。

金新农总经理离职

上海期货交易所总工程师严少辉因涉嫌受贿遭审查，成

为自监管机构在近两年前誓言铲除中国资本市场腐败以来面

对处罚的最高级别官员之一。据报道，另一家期货交易所的高

级官员张国元也因涉嫌经济犯罪而被隔离审查。张国元是中

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信息技术系统负责人。目前尚不清楚针对

张国元的调查与严少辉的案子是否有关联。

上期所总工严少辉涉贿遭审查

中小板上市公司富安娜上市前派送股权激励，然而上市

后，26名骨干员工被指违约跳槽，引发 A股史上最昂贵的离

职员工索赔案。富安娜近日表示，截至目前，已与三名被告达

成“庭外和解”，被告同意支付违约金共计 619万元。富安娜在

去年底对 26名首发前自然人股东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赔

偿违约金累计 8121.67万元。

富安娜向离职员工索赔 8000万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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