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屆文博會，南山區共設有七個分會場。華僑
城創意文化園和華僑城歡樂海岸是南山區今年新增的
兩個分會場，體現了南山區文化產業在創意設計方面
的領先地位。同時，一系列高品質的活動也體現了
「文化+創意+設計」的特色。5 月 12 日， 「第七屆

深圳雕塑雙年展」將在華僑城創意文化園開幕。緊接
着，作為創意園首次在文化創意產業管理領域的嘗試
與研究， 「2012 創意管理國際論壇」及 「深港創意
創業邀請賽」於5月19日舉行。

在另一分會場——環球數碼分會場將舉辦國際創
意大師講堂，奧斯卡金像獎獲得者安東尼和加拿大
Bardel Entertainment總裁兼創始人巴里·德先生將親
臨環球數碼分會場舉行創意專場講座，深圳的文化企
業和市民可以近距離與創意大師分享創意理念。

「文化+科技」 概念引領全國
近年來，南山區委、區政府大力實施 「文化立

區」戰略，將文化產業發展擺在了突出位置。可以
說， 「文化與科技緊密結合、創意與創新水乳
交融」是南山文化產業發展的最大特點。南山
在全國率先提出並積極探索 「文化＋科技」的
產業發展新模式，利用高新技術推動南山文化
產業由傳統模式向以數字、創意為特徵的現代
模式轉變。文化產業與高新技術強強聯合，創
新文化產業發展模式，以文化創意為產業龍
頭，以數字內容為突破口，着力發展創意設計
業、動畫漫畫業、網絡遊戲業、數字內容業、
文化旅遊業、演藝娛樂業 「六大產業群」。
「創意、設計、數字」成為南山高端文化產業

的獨特優勢和閃亮名片，引領南山文化產業品
牌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南山區文化產業的發展，引起了中央領導
的重視。近年來，國家領導人多次考察南山文
化企業，並給予了充分肯定、鼓勵與鞭策。

2010年9月5日，國家主席胡錦濤考察騰訊

公司，勉勵騰訊公司堅持自主創新，為壯大民族互聯
網產業貢獻力量。2011 年 8 月 11 日，胡錦濤再次來
深考察華強文化，勉勵華強文化當好領頭羊，把深
圳、把廣東、把全國的文化產業做大做強。2009年4
月 20 日，溫家寶總理考察華強文化，勉勵華強人：
「靠你們的創新意識和能力，一定能夠帶來科技文化

的大發展。」2010 年 8 月 20 日，溫家寶總理考察迅
雷，勉勵迅雷快速發展。2010 年 5 月 16 日，中央政
治局常委李長春考察A8音樂和雅圖；2011年5月13
日，李長春考察環球數碼；2011年11月11日，李長
春再次考察華強文化，希望華強打造中國文化產業的
航母，當好中國文化產業的領頭羊。除上述中央領導
外，劉雲山、劉延東、汪洋等也曾多次考察南山文化
企業。

產業園區和基地集聚效應
在發展策略上，南山堅持以園區基地或重大項目

建設，推動園區和企業品牌的塑造。文化產業園區和

基地是南山文化產業發展的引擎。為
此，華僑城、雅昌、騰訊和華強文化獲
評為 「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基地」，華
僑城同時被文化部評為國家級文化產業
示範園區，是深圳市唯一一家文化產業
園區。華僑城、華強文化被評為 2011 年
度 10 家最具影響力國家文化產業示範基
地。環球數碼、騰訊、雅昌被評為 「廣
東省文化產業示範基地」。

上述領軍企業的龍頭作用十分明
顯。據了解，南山區目前共有 22 個南山
文化產業園區和基地，分為兩類：具有
文化企業集聚空間性質和孵化器功能的
「文化產業園區」13 家； 「企業示範基

地」9家。目前園區面積達到約100萬平
方米，項目總投資合計約 90 億元，入駐
文化企業900多家。

依靠園區和基地的聚集效應，南山
區文化產業在產業模式上，注重創新 「文化+科技」
產業模式，培育和發展新興產業業態；在產業領域
上，注重發展互聯網、高端創意等重點行業，逐步形
成比較優勢。尤其突出以網絡遊戲、動畫漫畫、視聽
娛樂等為主的數字內容業；以及以工業設計、建築設
計、景觀設計、廣告設計、服裝設計等為主的創意設
計業，並逐漸取得行業領先優勢。

例如：騰訊已成為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即時通信軟
件開發商，構建了 QQ、QQ.com、QQ 遊戲以及拍
拍網四大網絡平台；雅昌產品遍及國內和歐美、日本
等海外市場，佔有中國藝術品拍賣圖錄印製95%以上

市場份額，獨創了 「傳統印刷＋現代IT技術＋文
化藝術」嶄新的運營模式；環球數碼是目前亞洲

規模最大、技術設備最精尖、性價比最高的三維動畫
影視公司之一，製作並公映了中國第一部3D動畫電
影；A8 音樂是中國電媒音樂市場的領導者，中國十
大無線增值服務品牌之一，中國第一大音樂門戶，中
國首隻以數字音樂概念股上市的文化企業；網域是華
南地區最大的從事網絡遊戲開發和運營的公司之一，
自主研發國產綠色民族網遊；迅雷已成為中國互聯網
最流行的應用服務軟件之一，成為全球最大的多媒體
下載引擎。嘉蘭圖、浪尖等工業設計企業，奧雅、都
市實踐等建築景觀設計企業，東方逸尚、吉祥齋等服
裝設計企業，高文安、於強等室內設計企業，風火、
畢學峰等廣告平面設計企業漸成氣候，都處於行業領
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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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創意南山、文化未來——爭當全國文化產業發展 「領頭羊」 是南山區
今年參展文博會的主題。20年前，華僑城主題公園將 「文化+旅遊」 演繹得淋漓
盡致，錦繡中華、世界之窗、歡樂谷等風靡全國，至今仍經久不衰。隨着時代和
科技的日益進步，南山區又最早提出 「文化+科技」 相融合概念，在這裡，誕生
了全國第一個互聯網產業基地，發展搜索引擎、視頻內容等；南山區以創意園區
和基地建設為基礎，強調創意設計和互聯網發展，培養了一批領軍企業，如騰訊
QQ、華強集團、迅雷看看、雅昌、雅圖、環球數碼、A8音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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笠夜歸少女頭施淫爪

柴灣膠袋色魔落網柴灣膠袋色魔落網

【本報訊】一名肩負五口家庭
重擔的中年父親，昨日凌晨疑因工
作壓力爆煲，在沙田禾輋邨情緒失
常揮刀斬子，十三歲幼子嚇至慌忙
閃避，但頸部及手指仍受輕傷，幸
女戶主見狀拚命制止及報警，不致
釀成倫常慘劇。警員趕到將兇徒制
服拘捕，傷者由救護車送院。

被捕男子曾×鈞（五十五歲）
，一家五口住在禾輋邨景和樓一單
位，與同姓妻子（四十三歲）育有
兩女一子，受傷男童為幼子，在沙
田蘇浙公學讀中一級，他傷勢無礙
敷藥後已出院。消息稱，男戶主最

近受工作問題困擾，出現情緒不穩
，時或情緒失控，家人擔心精神出
現問題。

昨日凌晨二時許，男戶疑因工
作壓力爆煲失常，突然從廚房取出
菜刀，向幼子揮刀襲擊；男童受驚
大叫救命抱頭閃避，但頸部、手指
仍告受傷，幸傷勢不算嚴重。女戶
主被吵鬧聲嘈醒，見丈夫握刀發狂
，護子心切衝前勸阻，並報警求助
，及時制止悲劇。警員接報迅速到
場，把涉嫌傷人男子拘捕，兒子輕
傷由救護車送院敷藥，經已無礙出
院。

男童所讀中學的陳校長表示，
受傷男童和二姊，同為該校學生，
二姊因留班，兩姊弟目前同讀中一
級，其家庭並無 「家暴」紀錄。兩
姊弟昨日俱無返學，校方聯絡家長
始知事故，將會安排社工跟進。

另外，前晚九時許，沙田沙角
邨銀鷗樓發生父子互毆案，姓陳男
戶主（五十八歲）不滿兩名兒子（分
別十八歲及十歲）吵架，出言喝止時
變成父子爭執，並被長子揮拳打傷
面部。有人遇襲後怒火中燒，竟失
常取刀斬子，結果父子兩敗俱傷，
還齊齊涉嫌傷人罪被警員拘捕。

工作困擾 躁父菜刀斬子

1周5天做義工
九旬翁獲嘉許

【本報訊】記者吳美慧報道：九十三歲的鄭華安（圖
右），是醫管局最年長男義工，每天朝八晚四，一周五天
，從奧海城的家，徒步逾半小時，走到伊利沙伯醫院，帶
不熟悉醫院環境的訪客病人四處去，教病人織繩結和冷衫
，就是兩天 「假期」，都在家裡做手功藝，送給護士和病
人，比全職員工還要忙。訪問當天，他胸前的透明套，載
滿襟章，當中包括一年服務二千八百小時的 「鑽石獎」。
年輕時，他會義務替人寫信、剪髮，老了專心服務病人，
只因病人最需要幫忙。他的熱心，亦感染了兩個八十後孫
女，到醫院當義工。

現年五十七歲的盧俊發（圖左），十九年前患鼻咽癌
，飽受化療電療之苦，醫生指他一生都再沒有口水。他比
其他癌症病人好運的是最終能活下來。多年來，他逢周六
，都抽空兩個半小時，到屯門醫院做義工，開解癌症病人
，教他們種花、駁樹，病人看着種子發芽，花長出來，很
是滿足： 「做人要看現在，有一日過一日。」命撿回來，
便要感恩的過。盧俊發未患癌前在內地廠房當生產經理，
接受近三十次電療化療後，只能送外賣，六年前才穩定下
來，當上校工。種花是他的職責之一，當義工時便能發揮
所長，除在資訊組回答問題，推介圖書給病人，鼓勵病人
外，還能教人種花。

為表揚一萬二千名過去一年到醫院服務逾五十小時的
義工，醫管局將於明天（周六），假灣仔伊館舉行義工感
謝日。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社區及基層健康服務）戴兆群
（圖中）表示，有興趣人士可經各醫院的病人資源中心，
申請當義工。

落網疑犯二十七歲，身形頗健碩
，家住怡翠苑暢怡閣一個單位，相距
漁灣邨 「膠袋蒙頭非禮案」現場，只
約兩、三分鐘步程。探員昨日在其屋
內，檢走一批衣服、波鞋及斜孭袋，
懷疑是犯案時所穿衣服。警方同時發
現原來在同晚十時許，疑犯也曾到鄰
近的翠灣邨遊蕩，並跟隨一名女子進
入電梯，不過無機可乘而離開。

少女大廈走廊遇害
該宗膠袋笠頭非禮案，發生於上

月二十七日晚上十一時左右，受害人
為一名年僅十五歲少女。當晚女事主
返抵所住大廈，在走廊被一名男子從
後用膠袋套着頭部，隨即上下其手大
肆非禮，她擔心窒息大驚極力掙扎，
惜氣力不及受辱，色狼得逞後迅速轉
身逃去。女主返家哭訴及報警。

由於色狼帶備膠袋犯案，警方懷

疑早有預謀，案件交由東區重案組第
一隊接手，除了翻看漁灣邨閉路電視
錄影片段，也到附近屋苑或店舖，了
解其他閉路電視系統可否提供有用資
料。結果在附近的翠灣邨取得重要線
索，發現原來在同晚十時許，該名色
狼也曾在翠灣邨遊蕩，並跟隨一名女
子進入翠福樓的電梯，懷疑有所企圖
，相信因沒有機會下手而離開。經初
步分析，相信色狼熟悉屋邨甚至區內
環境，可在犯案後迅速逃離匿藏，不
排除可能是同屋苑或同區居民。

探員連日埋伏擒狼
前日傍晚六時許，重案組探員在

漁灣邨一帶埋伏期間，發現該名可疑
目標男子現身邨內徘徊，似在找尋獵
物犯案，監視一輪後上前截停調查，
懷疑涉及該宗非禮案，遂拘捕帶署。

昨日上午，探員押解疑犯返回其

怡翠苑暢怡閣住所搜屋，逗留約
四十分鐘左右離開，在屋內檢走
一批衣服波鞋及斜揹袋，懷疑是犯
案時所穿衣服；其間探員又曾在屋
苑外公眾地方，查看垃圾桶等物件，
但沒有特別發現。

警方昨晚已落案控告疑犯，除漁
灣邨案件涉及非禮罪，在翠灣邨跟隨
女子入電梯一事，也涉嫌 「有意圖而
遊蕩」罪，今日在東區法院提堂。探
員將調查該名落網疑犯，有否涉及區
內其他風化案。

【本報訊】柴灣漁灣邨一名 「膠袋色狼」 ，上月於大廈走
廊以膠袋笠住一名夜歸少女頭部大肆非禮，得逞後逃去無蹤。
東區重案組憑附近多個屋邨閉路電視發現疑人蹤影，經大半個
月偵查，前晚在邨內拘捕一名疑犯，證實為鄰近屋苑街坊，昨
日押返附近怡翠苑住所搜查，檢走一袋證物，並已落案控以非
禮、遊蕩兩罪，今日在東區法院提堂。

▲警員趕到將兇徒制服送院檢驗

▲

▲

探員將疑犯押解到住所
搜查，檢走一袋證物

3超市回收含農藥蔬菜
【本報訊】本港三間連鎖超市售賣的蔬菜，被綠色和

平抽查發現部分樣本的殘餘農藥超標，或含有內地禁用的
農藥，其中吉之島售賣的白豆角，被發現農藥 「毒死蜱」
含量超過國際標準七倍。吉之島昨日表示即時全線回收白
豆角，食物安全中心稱會詳細研究檢測結果及適當跟進。

綠色和平二月抽驗百佳、惠康及吉之島合共十二個蔬
菜樣本。其中，百佳的菜心及白菜仔分別被發現含內地禁
用農藥 「氟蟲腈」及高毒農藥 「呋線威」，吉之島一款白
豆角含十二種混合農藥，其中 「毒死蜱」含量高過國際標
準七倍，惠康的菜心及白菜仔含三種混合農藥。

吉之島回應稱決定全面回收有關蔬菜。百佳稱由於季
節因素，現已沒從綠色和平提及的惠州菜場入口蔬菜。食
安中心稱正就有關事件向內地當局及涉事零售商了解，並
會詳細研究檢測結果，採取適當跟進行動確保食物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