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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

据外媒报道，本月 3日奥林巴斯隐瞒巨额亏损案在东京

地方法院一审宣判，3名奥林巴斯前高管分别获刑。其中，因

参与财务造假被控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等多项罪名的前董

事长菊川刚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3年，缓刑 5年。被控同样罪

名的前常任监事山田秀雄被判有期徒刑 3年，缓刑 5年。

奥林巴斯 3名前高管获刑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 5日上午做出判决，陈振聪因伪造已

故华懋集团主席龚如心遗嘱和使用虚假文书两项罪名成立，

被判囚 12年。陈振聪被控在 2006 年 10 月 15日至 2007 年 4

月 8日期间，伪造一份注明日期为 2006 年 10 月 16 日、声称

是龚如心遗嘱的假文书，指自己持有龚如心 2006年签署的一

份遗嘱，是龚遗产的“唯一继承人”。

陈振聪伪造龚如心遗嘱被判 12年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发布公告称，该公司董事长

雷毅因涉嫌严重违纪，已被立案调查。雷毅也是锡业股份大股

东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云锡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云锡集团是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直接监管的省属重点国有企业，是世界锡生产企业中产业链

最长、最完整的企业，在世界锡行业中排名第一。

云锡集团董事长雷毅被调查

证监会近日首次通报“华证期货董事长闵明挪用客户保

证金”一案，并称该案是近年来少见的期货公司高管人员挪用

客户保证金事件。根据证监会通报情况，华证期货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闵明指使华证期货财务部副经理贾江虹，通过预先

借用的客户账户，将 4100 万元客户保证金挪用，造成严重后

果。

华证期货董事长挪用保证金遭调查

因集资诈骗被判死缓的浙江本色集团原董事长吴英，日前

向金华市中院提起行政诉讼，控告东阳市政府此前公告查封

其财产的行为违法。吴英个人和本色集团财产在 2007年被政

府查扣，迄今尚未拍卖。认为查封其财产违法，希望通过行政诉

讼将被扣押财产拍卖偿债。据介绍，金华市中院虽认为本色集

团没被注销，具备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有权利提起行政诉

讼；但因起诉书没加盖本色集团公司印章，所以未在法定时间

内做出是否立案的决定。在此之前，吴英案已引发媒体和法学

界的广泛关注。吴英坚称自己无罪，已在今年 2月提起申诉。

吴英起诉浙江东阳市政府

7月 5 日，美达股份发布公告称，刚刚取得实际控制人地

位的梁伟东申请辞去董事长职务。而 7月 4日，美达股份公告

称，公司实际控制发生变更，其控股股东天健集团的股东梁广

义及梁少勋与梁伟东已于 7月 1日签署协议，约定全面履行

析产协议，并已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梁伟东 100%控股天

健集团，同时亦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美达股份实际控制人辞任董事长

东方银星旗下控股子公司股权遭到冻结，公司竟然“毫不

知情”。更让人惊讶的是，公司还筹划着将这部分冻结的股权

进行出售。日前，东方银星因上述信披违规收到证监会警示

函，并提醒公司及时采取相关措施，公司董事长李大明、董秘

兼副总经理温泉等人员也被监管谈话。

东方银星董事长遭监管谈话

据报道，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熊必琳已于

6月下旬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西王食品高管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也证实了上述消息。熊必琳是该公司的独立董事。熊必

琳原为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巡视员、工业司副司长。2010

年 9月退休后，熊必琳出任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党委书记。

西王食品独立董事熊必琳被查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收到监事会主席

宣华提出的书面辞职申请，宣华由于个人原因，向公司监事会

申请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务。此次监事会主席辞职不会导

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

监事会正常运作。

合肥荣事达三洋监事会主席辞职纪念日

1956年 7月 14日，当第一

批国产解放牌载重汽车排成长

列开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

时候，全厂职工夹道欢呼。

建设自己的汽车工业是数

代中国人的梦想，新中国成立

后，这一愿望更加强烈。1950

年，中苏双方商定，由苏联援助

中国建设第一个载重汽车厂。

同年 4月，重工业部成立汽车

工业筹备组，开始了紧张筹建

工作。中央财经委员会批准第

一汽车制造厂在吉林省长春市

兴建。

1953年，建设汽车制造厂

作为我国首批重点工程被列入

第一个五年计划。同年 7月 15

日，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典礼

在长春市西南的孟家屯附近举

行。

建设者们宣誓：在 3年内建

成中国自己的汽车制造厂。1956

年 7月一汽正式建成投产，7 月

13日，在长春一汽崭新的总装

线上，第一辆解放牌汽车试制成

功。7月 14日，当装配出的第一

批 12辆 4吨解放牌汽车徐徐驶

出装配线，这标志着第一汽车制

造厂的三年建厂目标如期达到，

从此结束了中国不能批量制造

汽车的历史。

今天的中国，虽然拥有了众

多品牌的各式汽车，但“解放”牌

汽车永远是一面旗帜……

（7月 9日—7月 15日） 一周史记

1956年 7月 14日
7月 9日：

1949年 7月 9日，鞍山钢铁公司正式开工。

1998年 7月 9日，中共中央大型企业工委正式成立。

7月 10日：

1904年 7月 10日，巴拿马政府把巴拿马运河区划给美国。

7月 11日：

1998年 7月 11日，北京公审一起著作权纠纷案，中央电视台首次现场

直播法庭审理。

2006年 7月 11日，Microsoft宣布对Windows 98 SE停止更新及服务支持。

7月 12日：

1991年 7月 12日，香港发生开埠以来最大劫款案,1.676亿港元被劫走。

7月 13日：

1954年 7月 13日，中央指示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

1979年 7月 13日，国务院决定扩大国营经济管理自主权。

7月 14日：

1956年 7月 14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

1917年 7月 14日，中国第一俱乐部“大世界”开业。

7月 15日：

1982年 7月 15日，第一汽车制造厂根据国家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

要求，正式成立联营公司。

一汽造出中国第一辆汽车

本报记者 汪静赫

“冯氏”春晚的商业猜想

世界最大光伏逆变器生产商艾思玛太阳能技术公司近

日宣布，由于其供应的光伏市场的萎缩，计划于 2014 年年底

前在德国本土裁减 700 个全职职位。自 2010年以来，由于欧

盟可能向中国太阳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的猜测拖累其订单

下滑，艾思玛的销售额已下降了近 50%。该公司表示，到 2014

年底，其本土市场的全职工作职位将被裁减至 3000个。

艾思玛拟在德国裁员 700人

当最赚钱电影导演遇上最高收

视全民联欢、当冯小刚执导央视春

晚———这是剧情百变的冯氏电影里

都不曾出现的情节。

现在，上述不可能的一幕正进入

倒计时，如无意外，2014 年的马年春

晚舞台将贴上“冯氏”标签。

电影导演和电视综艺、冯小刚和

央视春晚的混搭组合究竟会产生出

怎样的火花或“怪咖”？对于这部全

新的冯氏大片，公众非常期待，并充

满猜想。

换导演：
每年卖点今年最爆

几乎每一年，关于春晚的导演

人选总是会激荡起一阵不小的波

澜。中国观众对春晚的传统热爱，使

他们习惯于捕捉任何一个关于春晚

的风吹草动，何况是导演这样重要

的角色。

在已经成功扎根民间的口碑基

础上，每年导演人选的揭晓，无疑是

先吊足了胃口，然后再吸引关注，由

此成为春晚历年营销故事里的重要

卖点。

多数观众对于春晚的偏爱使他

们对于导演卖点保持常年的“宽

容”，因为一直以来每年换导演人选

都是一种央视内部的选拔，即便是

灵活的投标方式，都还是“换汤不换

药”。之前哈文担当春晚导演让不少

观众雀跃，原因便是与以往的春晚

导演相比，这位 60 后女导演有许多

“新”的特质。

眼下，很多人开始相信半年后的

马年春晚有望改变以往陈规。公众对

于每年换导演虽已有心理准备，但今

年的戏码远远超出了原先的想象，此

种劲爆程度彻底颠覆了往年任何一

次导演揭晓。自冯小刚将担任春晚导

演的消息传出后，社交网络上，炎炎

夏日本不会被多数人念叨的春晚再

度回到一线热门话题中。

早有细心的网民发现，2010 年

冯小刚曾经就春晚发表过一篇“就职

演说”：“从清朝开始，我们的民族在

色彩上失去了调性，开始喜欢披红挂

绿镶金戴银，认为这些颜色代表富贵

吉祥。简称：喜兴。从庙会到春晚印象

最深的就是这四种颜色……咱能自

信点，素点，雅致点吗？不是把所有鲜

艳的色儿都堆一块就代表美了。那叫

臭美。”这段写于 3年前的微博，近日

又迎来许多新的留言。很多网民表示

期待冯小刚导演一场“素雅、不臭美”

的春晚。

显然对于冯小刚执导春晚，多

数观众都表示好奇之余亦充满期

待，有热心网民将冯氏电影的片名

和春晚节目组合在一起，自制搞笑

版“冯氏春晚”节目表，引来热烈转

发。

有点赞就有唱衰。有人认为“植

入广告也是冯氏电影的强项”，因此

担心此种特点会引入本来广告就不

少的春晚。

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称赞冯小刚

“有勇气”，但也意味深长地表示“春

晚总导演之后还有总总导演”。

截至记者发稿，冯小刚目前为止

唯一的回应是这样一句话：“哥只是

个传说”———200 多天后，中国观众

将目睹这个传说。

混搭和双赢的组合

来自一份媒体的调查数据显

示：72.4%的人希望春晚节目形式有

所改变和创新。几年前，《我要上春

晚》开播便是这一老牌综艺节目“开

门办春晚”创新姿态的开始。然而，

每年春晚总脱不开“口水战”。面对

广阔观众群的众口难调成了春晚之

“困”。

即便如此，在很多人愤愤表示不

看春晚的同时，却阻挡不了每年春

晚的收视率。虽然因 2010年虎年春

晚创下近 6.5 亿广告费新高后宣布

春晚“零植入”，但其广告收益依然

可以算是“春晚一刻值千金”。时至

今日，除夕夜最财大气粗并且最称

得上是全民狂欢的电视综艺节目仍

然非央视春晚莫属。

与央视春晚相比，冯小刚的导演

之路似乎有着相近的脉络。做美工

出身的冯小刚从贺岁片《甲方乙方》

一鸣惊人，从此占据贺岁档最卖座

导演之位，此后的每部电影都有高

票房。“冯氏电影一出，全民必狂欢”

的说法毫不为过。冯小刚也因此成

为中国总票房最高的电影导演。

2012 年，冯小刚的“独霸”气场

被打破了。年底贺岁档，冯小刚筹

备多年耗时最久的电影《一九四

二》让他尝到了辉煌不再的滋味。

他曾豪言，这部灾难悲情大片将成

为中国影市最卖座电影，但却并未

取得理想的票房佳绩。5 亿元的总

票房远远不及同在贺岁档上映的

另一部低成本喜剧片。

虽然冯小刚从未受票房不佳

的打击，但就连普通观众也似乎察

觉到了他的失落。这个历年贺岁档

的王者，显然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

挑战。

沉默许久之后的冯小刚，最终以

担任马年春晚总导演的新身份回到

大众视线中。

援引媒体的报道，冯小刚的“春

晚行”第一站将亮相央视综艺栏目

《我要上春晚》，据悉，冯小刚此举

一方面通过这种形式宣布就任“总

导演”一职，另一方面则与有“春晚

选手直通车”之称的《我要上春晚》

建立联系，更多地从百姓中选取节

目，以丰富自己“草根喜剧”的特

点。

一个是急需创新的传统综艺节

目，一个是正待反击的老牌电影导

演，同为闪亮品牌，各有实力优势，

央视春晚和冯小刚的混搭更像是一

种强强联手，在糅杂和互换中寻求

完美的契合———其中或许会有让观

众久违的惊喜。

小刚上春晚，你说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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