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記者李夢報道：四川省
文化廳廳長鄭曉幸說，汶川地震災後重
建的四年裡，香港在文物搶救和非物質
文化遺產保護方面，幫了四川不少忙。
因此，這次名為 「蜀風」的非物質文化
遺產匯演，意在 「匯報與感恩」，希望
香港朋友見到鳳凰涅槃後的四川， 「依
然美麗」。

演出於本月九、十兩日晚在香港大
會堂音樂廳舉行。十日晚演出前有簡短
酒會，文化部副部長楊志今和香港民政
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等出席。整場演出共
二十齣節目，九十分鐘演畢。每齣用時

雖不長，卻各具亮點，除川劇經典選段
《皮金滾燈》外，也有彝、羌和藏族等
少數民族演員帶來頗具民族風味的歌舞
和器樂表演。

演出以蜀派古琴曲《流水》開場。
蜀派古琴第六代傳人曾成偉一身布袍出
場，演繹伯牙子期 「高山流水遇知音」
的故事，無窮回味。隨後出場的任平，
以小調唱《布穀鳥兒咕咕叫》，輕快活
潑，倏忽換了一重氛圍。

清音演唱輕快活潑
任平是四川清音第三代傳人，現任

成都市曲藝團演員。她表示，清音有兩
百多年歷史了，雖是傳統劇種，卻也要
求新，要吸引年輕觀眾。 「唱腔不會變
，但某些和聲與演唱時穿的服裝可以改
。」於是，她在十日晚的演出中，並未
着戲裝，而是特意配合身後一扇印了錦
鯉圖樣的屏風，穿了一件桃紅色旗袍。

清音中的經典唱法 「哈哈腔」，有
「中國的花腔女高音」之稱，講究的是

潤，是 「大珠小珠落玉盤」。這樣的聲
音，以及新編的貼近生活的曲目，足以
吸引年輕人。任平如今業餘時間在某中
學當老師，教了八、九十名學生。 「學
校課間廣播時放的曲子，不是流行曲，
是我唱的清音。」

在四川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
性傳承人羅大春以四川金錢板和四川竹
琴分別演唱《楊廣觀花》和《虎牢關》
後，兩齣川劇選段《花榮射鵰》和《皮
金滾燈》亮相。《花榮射鵰》是川劇彈

戲的代表劇碼，糅合了變鬍子等絕技表
演，而《皮金滾燈》講的是好賭的皮金
被妻子罰頂油燈鑽桌子的故事，活潑熱
鬧。

民族歌舞多姿多彩
川劇絕活展示過，接下來是彝族特

色歌舞，先是敲鼓吶喊的蘇尼舞，再是
月琴獨奏《阿依幾幾》和《趕馬調》，
最後以沈爾阿培的高腔《阿惹妞》作結
。高亢悠長的彝族高腔後，是同樣悠長
綿遠的羌族樂器羌笛獨奏《思念》和澤

旺仁青及格洛扎西兩人以雙聲部唱的一
首情歌《月亮升起》。

演出後半段，是包括藏戲和六弦琴
彈唱在內的藏族特色節目，有舞姿柔美
典雅的巴塘弦子，也有熱烈奔放的 「真
達鍋莊」。

《月亮升起》中有一句歌詞，大意
是 「假裝的真情，一眼就能望出」。這
兩場演出，演員和一眾幕後人員的努力
，卻表現出 「不假裝的真情」，香港的
朋友都能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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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非遺在港展魅力
二十個節目表達感恩之情

【本報訊】 「看得見的希望」
籌款及視藝計劃，今年吸引逾九千
名來自本港八十四間中、小學及特
殊學校的學生參與，為協助推動奧
比斯於內地的救盲、防盲服務，籌
得三十萬元善款。是項視藝計劃的
作品展覽今日在太古城中心二樓舞
台及中橋公開展出。

視藝活動計劃由渣打銀行及香
港青年藝術協會自二○○四年起合
辦，迄今已踏入第九年。今年，視
藝計劃創作靈感取自現代英國藝術
家安東尼．葛姆雷的人型雕塑，參
加者在特別設計的高七吋的大眼睛
人型立體紙模上以平塗彩繪、拼貼
、紙糊等手法進行創作。活動於三
月展開，青年藝術協會透過教師工
作坊，分享多種藝術創作風格與技
巧，啟發學生創意，以實際行動關
愛受助者。每位參與學生更捐出最
少二十元，身體力行支持 「看得見
的希望」。

香港青年藝術協會創辦人及藝
術總監麥蓮茜表示： 「多年來，本
會的視藝計劃，讓青少年展現藝術
才華，同時培養恆久的善心。今年
數以萬個風格獨特的人型雕塑，展
現了參與同學眾志成城的精神，表
達了他們給視障社群送上關愛。」

「看得見的希望」作品今日上
午十時半至晚上八時半於太古城中
心二樓舞台及中橋公開展出。

九
千
學
生
創
作
雕
塑
助
救
盲

▲眾嘉賓在演出開幕前合影 本報攝

▼任平演唱四川清音《布穀鳥兒咕咕叫》 本報攝

▲川劇選段《花榮射鵰》 本報攝

▼梁勇（左）在川劇《皮金滾燈》中的表演活潑熱
鬧 本報攝

▲羌族多聲部歌曲《月亮升起》
本報攝

▲杖頭木偶《變臉吐火》將川劇絕活變臉吐火用在
木偶表演中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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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董事會第一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
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
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第七屆董
事會第一次會議於2012年6月8日下午在上海市中山西路888號銀
河賓館三樓會議室召開。會議應出席董事9人，實際出席9人；全
體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列席會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關規定，會議合法有效。

會議由徐文彬先生主持，以記名投票方式表決，形成以下決
議：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關於選舉公
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長的議案》。

全體董事選舉徐文彬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長。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關於選舉公

司第七屆董事會副董事長的議案》。
全體董事選舉王海鳥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副董事長。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關於公司第

七屆董事會專門委員會成員組成的議案》。
公司第七屆董事會下設戰略委員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提

名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四個專門委員會，成員構成為：
1、董事會戰略委員會
人數：6人
成員構成：徐文彬、王海鳥、楊朝軍、陳小洪、魯光麒、王

培光。由徐文彬擔任主任委員。
2、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
人數：5人
成員構成：陳小洪、楊朝軍、郭永清、王海鳥、俞鋒。由獨

立董事陳小洪擔任主任委員。
3、董事會提名委員會
人數：5人
成員構成：楊朝軍、陳小洪、郭永清、徐文彬、王海鳥。由

獨立董事楊朝軍擔任主任委員。
4、董事會審計委員會
人數：5人
成員構成：郭永清、楊朝軍、陳小洪、俞鋒、崔倩。由獨立

董事郭永清擔任主任委員。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關於聘任公

司總裁的議案》。
經公司內部公開競聘和董事會提名委員會審查，董事會聘任

陳謀亮先生為公司新一任總裁（簡歷請見附件）。
獨立董事意見：同意。
五、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關於聘任公

司常務副總裁和副總裁的議案》。
經公司總裁陳謀亮提名，董事會提名委員會審查，董事會聘

任王曉菁女士為公司常務副總裁，續聘劉林華先生為公司副總裁
（簡歷請見附件）。

獨立董事意見：同意。
六、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關於聘任公

司董事會秘書和證券事務代表的議案》。
經公司董事長徐文彬提名，董事會提名委員會審查，董事會

聘任何莉莉女士為公司董事會秘書（簡歷請見附件）。
獨立董事意見：同意。
同時，董事會聘任單瑛琨先生為董事會證券事務代表（簡歷

請見附件）。
七、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關於向中國

銀行上海市松江支行申請2012年授信額度的議案》。
因公司生產經營流動資金需要，董事會同意公司向中國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松江支行申請 2012 年授信額度 1.2 億元人民
幣，繼續用公司持有的 4,000 萬股長江證券股票（股票代碼：
000783）作為質押，貸款期限一年。同時，董事會授權經營班子
辦理相關質押登記手續。

八、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關於向民生
銀行上海分行申請2012年授信額度的議案》。

因公司生產經營流動資金需要，董事會同意公司向中國民生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請 2012 年授信額度 1.5 億元人民
幣，繼續用公司持有的2,550萬股長江證券股票作為質押，貸款期
限一年。同時，董事會授權經營班子辦理相關質押登記手續。

九、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關於向浙商
銀行上海分行申請2012年授信額度的議案》。

因公司生產經營流動資金需要，董事會同意公司向浙商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請2012年授信額度5,000萬元人民幣，繼

續用公司持有的 1,000 萬股長江證券股票作為質押，貸款期限一
年。同時，董事會授權經營班子辦理相關質押登記手續。

十、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關於提請董
事會授權經營班子進行短期投資的議案》。

公司董事會在股東大會授權的基礎上，授權公司經營班子可
繼續進行短期投資（包括股票、債券、基金等），2012年度短期
投資總額控制在 1 億元人民幣以內。其中，用於二級市場股票投
資的限額為3,000萬元人民幣（與2011年度相同）。

特此公告。

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6月11日

附件：
陳謀亮簡歷

陳謀亮，男，1962 年 7 月出生。法學碩士，工商管理博士，
高級經濟師，高級商務談判師；中共黨員。曾任湖北省委組織部
「第三梯隊幹部班」幹部；中國第二汽車製造廠幹部；湖北經濟

學院講師，特聘教授；揚子石化化工廠保密辦主任，集團總裁
辦、股改辦、宣傳部、企管處管理幹部，集團法律顧問，中石化
／揚子石化與德國巴斯夫合資特大型一體化石化項目中方談判代
表；交大南洋部門經理兼董事會證券事務代表等職。2001 年 5 月
起曾任本公司董事會秘書處主任，董事會秘書兼戰略投資部常務
副總監、總監，總裁助理。2007 年 6 月至 2011 年 1 月任本公司副
總裁兼董事會秘書。2007 年 6 月至今兼任海欣資產管理公司總經
理，分管金融投資和醫藥產業。2011 年 1 月起任本公司常務副總
裁兼董事會秘書。

曾獲中國企業管理協會 「第四屆企業管理創新成果二等
獎」，多次獲省部級成果一等獎。

王曉菁簡歷
王曉菁，女，1956年11月出生。工商管理碩士；中共黨員。

曾任上海玩具進出口公司外經計劃科科長助理、副科長；本公司
外銷部經理、綜合營銷部副總經理，上海海欣化纖有限公司副總
經理（負責生產經營），本公司總裁助理兼總裁辦公室主任、職
工代表監事、紀委書記等職。2005 年 11 月起任本公司黨委副書
記；2007年6月起任本公司副總裁。

劉林華簡歷
劉林華，男，1960 年 6 月出生。高中文化；中共黨員。曾任

上海松江磚橋毛紡織廠車間主任、副廠長、廠長；上海華美毛紡
織總廠副廠長；上海海欣股份有限公司車間主任、綜合業務部經
理、總經理助理；上海海欣長毛絨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本公
司總裁助理等職。2007年6月起任本公司副總裁。

何莉莉簡歷
何莉莉，女，1979 年 5 月出生。經濟學學士，復旦大學在職

研究生在讀（投資學專業）；中共黨員。2005年10月起任本公司
董事會秘書處主任助理，2007 年 2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會證券事務
代表。已取得上海證券交易所頒發的董秘資格培訓合格證書，取
得證券從業資格證書。

單瑛琨簡歷
單瑛琨，男，1977 年 5 月出生。法學學士，管理學碩士（會

計學專業）。2004年起任上海海欣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項目管理部
經理。2007年6月起兼任本公司法律事務部總監助理；2008年6月
起兼任上海海欣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已取得上海證券
交易所頒發的董秘資格培訓合格證書，取得證券和基金從業資格
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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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監事會第一次會議決議公告

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第七屆監
事會第一次會議於 2012 年 6 月 8 日下午在銀河賓館三樓會議室召
開。會議應到監事 3 人，實到 3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關規定，會議合法有效。

會議由范杰先生主持，以記名投票方式表決，形成以下決
議：

以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關於選舉公司第
七屆監事會主席的議案》。

全體監事選舉范杰先生為公司第七屆監事會主席。
特此公告。

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監 事 會

2012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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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款十萬元及監禁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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