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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張帆上海十一日電】北京
時間今天凌晨，備受矚目的二○一二年度
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
音樂廳舉行。零點三十三分，身着燕尾服
的中國作家莫言從瑞典國王卡爾十六世．
古斯塔夫手中接過二○一二年諾貝爾文學
獎獲獎證書、金質獎章和獎金。記者今天
電話採訪了隨同莫言赴瑞典的嘉賓之一，
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中文系主任、
博士生導師陳思和教授，回憶起昨晚的頒
獎典禮，他最大的感受是頒獎禮隆重，宴
會場面豪華。同時， 「或許是有感情因素
在」，雖然沒有精確統計，但感覺， 「莫
言獲得的掌聲時間最長」。

今天晚上，莫言還將前往瑞典王宮，
接受國王私人宴請。之後，整個瑞典之行

將畫上圓滿的句號。
陳思和介紹，或許是為了歡迎一位中

國獲獎者，昨晚的頒獎典禮充滿中國元素
。除了評委會成員作家瓦斯特伯格用中文
「請」莫言上台外，現場樂隊還特意演奏

了《阿拉丁組曲之中國舞曲》。

場面盛大菜式簡單
至於頒獎晚宴，陳思和說得最多的還

是場面宏大。據之前媒體報道，赴宴嘉賓
逾千人，宴會共安排六十張餐桌，大約需
要不少於七千套陶瓷餐具、五千四百套玻
璃餐具以及一萬套銀餐具。 「國王宴請，
場面當然很豪華」。

陳思和被安排在嘉賓席一桌，與莫言
所坐的主桌有一段距離，但能遠遠看到他

們夫婦二人與嘉賓們的交流。至於宴會的
菜式卻相對簡單，陳思和記得其中有一道
生魚片，還有一些肉類，如山雞等。此外
就是麵包和美酒。在他看來，西方人對於
吃並沒有太大講究，不過宴會期間還有豐
富的助興表演，如雜技等，烘托出了熱鬧
的氣氛。

談到莫言領獎的服裝，陳思和說，並
不像此前媒體報道那樣需要經過討論才決
定，因為燕尾服是頒獎典禮規定着裝。至
於攜帶的其他服裝則主要用於出席別的活
動。

中文在瑞典得人心
談起對於這次瑞典之行的感覺，陳思

和說印象最深的是中文在這裡的受歡迎程

度不亞於法語和德語
。 「這與莫言得獎有
關，但關鍵還是因為
中國經濟實力增長和
國際地位提升」。

陳思和說，一到
斯德哥爾摩，就能感
受到莫言熱。書店裡
，莫言的著作被擺在
正對大門的醒目位置
，和門口的聖誕禮品
一起受到熱捧。開始
只感覺，當地莫言的粉絲集中在華人華裔
，如莫言簽名售書和演講的時候，感覺參
與者八成是華人。但深入了解，卻發現事
實並非如此。陳思和專門隨團參觀了一些
學校。 「記得有一所百年歷史的中學，中
文是選修課，學生有七十多人，相當於全
部學生人數的十分之一」。在學校的黑板
上，貼着《紅高粱》讀後感，書法習作等
中文作品，均出自當地學生。

此外，這次還聽到瑞典教育大臣在公
開場合宣布，未來十年，瑞典將致力於普
及中文，在初中乃至小學開設中文課。
「我想，有這麼一個願景，當學中文的熱

潮慢慢提升起來時，更多人對中國文學乃
至對中國會有更深入的了解」。

瑞雪兆豐年感喜慶
理論上說，莫言此次領獎之旅今天就

算結束了。在採訪中，陳思和還與記者回
憶起這次行程趣事： 「雪一直沒停過。」
頗讓人有瑞雪兆豐年的喜慶感覺。

陳思和說，今年北歐的雪特別大，除
了之前媒體報道的，因為大雪封路，他們
不得不在赫爾辛基住一晚。一行人抵達斯
德哥爾摩當天，又逢大雪，且一天的下雪
量就相當於當地去年一年的量。

對於莫言將如何分配這次拿到的八百
萬瑞典克朗，約合人民幣七百五十萬的獎
金，陳思和說還沒聽他談起過。但回國後
，邀請莫言盡快到復旦開講座授課是肯
定的。其實，對於莫言、蘇童、賈平凹
、余華等當代作家的研究，復旦中文系
一直走在全國前列。至於是否有信心能
培養第二個諾獎得主，陳思和笑言 「可
遇不可求」。他重申，莫言的獲獎不僅
僅是莫言本人的成就被認可，它也包含了
中國當代文學的整體成就在國際上贏得了
關注。

頒獎禮嘉賓披露典禮細節

莫言獲掌聲時間最長

▲陳思和認為，頒獎典禮充滿中國元素
網絡圖片▲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音樂廳舉行，莫言向出席嘉賓致謝 美聯社

▲莫言夫婦展示諾貝爾文學獎獎章 法新社

▲莫言在頒獎禮上致詞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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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董事會第五次會議決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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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和完整承擔個別或
連帶責任。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第七屆董事會
第五次會議於2012年12月11日在公司會議室召開。會議應到董事7人
，實到董事7人，其中獨立董事徐軍和呂巍以通訊方式參加會議。本次
會議的召集、召開及表決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
司董事會議事規則》等有關規定。經與會董事審議，表決通過了如下
決議：

一、審議通過了《關於萬榮路1268號產業建設項目投資的議案》
為加快市北高新技術服務業園區轉型，開闢具有市北高新特點的

發展道路，形成園區綜合競爭優勢，進一步構建上海 「北部」產業轉
型和優化升級的新基地，以 「加快科技化步伐、打造國際化園區」為
發展方向，經董事會審議，決定公司全資子公司上海開創企業發展有
限公司實施建設萬榮路1268號產業建設項目。本項目以雙核定位引領
：以國家雲計算產業基地為核心的亞太數據港和構建會展產業紐帶的
亞太會展交互激活中心為項目定位引領，實現創新驅動，轉型發展之
目標。本項目投資估算為人民幣77,714萬元，建設周期不超過三年。

董事會授權經營層具體執行該項目投資計劃：
1、在不超出77,714萬元預計總投資的前提下，授權經營層根據具

體情況適當調整本項目內各類別的投資。
2、授權經營層根據市場變化和項目建設需要，在不超過預計總投

資10%的範圍內調整總投資。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結果：同意7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二、審議通過了《關於向參股項目公司按股權比例提供借款的議

案》
經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同意公司與綠地地產集團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綠地地產」）聯合參加位於上海市市北高新
技術服務業園區東部的地塊競拍。如競拍成功，由公司與綠地地產共
同投資設立項目公司承擔競得地塊的建設開發，項目公司註冊資本為
人民幣1,000萬元，其中公司出資人民幣200萬元，持有項目公司20%
的股權。

為支持項目公司的建設開發順利進行，根據項目公司支付土地出
讓金等需要，公司擬與綠地地產共同按各自持有股權的比例向項目公
司提供借款，其中公司提供借款的金額不超過人民幣20,000 萬元，提
供借款的期限不超過三年，利率不低於借款當日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基
準貸款利率，借款方式為通過銀行委託貸款。

如公司與綠地地產成功競得上述地塊，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規則》的規定，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如公司與綠
地地產未競得上述地塊，則本議案無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結果：同意7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三、審議通過了《關於調整公司經營範圍的議案》
經董事會審議，同意公司經營範圍調整為： 「企業管理諮詢；投

資管理諮詢；商務信息諮詢；會展服務（主辦、承辦除外）；建築規
劃方案諮詢；物業管理；建築裝飾材料批發；佣金代理（拍賣除外
）」。

上述變更以相關主管機關的實際核准為準，如實際核准內容與本
議案有差異，則以實際核准的經營範圍提請下一次董事會會議審議。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結果：同意7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四、審議通過了《關於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款的議案》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結果：同意7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五、審議通過了《關於修訂〈股東大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款的議

案》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結果：同意7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六、審議通過了《關於召開公司2012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的議

案》
表決結果：同意7票，反對0票，棄權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件：
授權委託書

兹委託 先生（女士）代表本單位（本人）出席上海
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並授權其全權行
使表決權，受託人有權按照自己的意思進行表決。
股東賬戶號碼：
持股數：
委託人身份證號碼（法人股東營業執照號碼）：
受託人（簽字）：

受託人身份證號碼：
委託人簽字（法人股東加蓋公章）：
委託日期：2012年 月 日

證券簡稱：市北高新、市北B股 公告編碼：臨2012-042
證券代碼：600604、900902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召開2012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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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和完整承擔個別或
連帶責任。

一、召開會議基本情況
1、會議時間：2012年12月27日（星期四）下午13：30
2、會議地點：上海行健職業學院圖書館三樓會議中心（上海市原

平路55號近靈石路，交通方式：公交206或951靈石路滬太路站）
3、會議召集人：公司董事會
二、會議主要議程
1、審議《關於萬榮路1268號產業項目投資的議案》
2、審議《關於向參股項目公司提供借款的議案》
3、審議《關於調整公司經營範圍的議案》
4、審議《關於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款的議案》
5、審議《關於修訂〈股東大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款的議案》
6、審議《關於調整獨立董事津貼的議案》
三、出席會議人員
1、2012年12月18日交易結束後，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記在冊的本公司A股股東及2012年12月21日登記在
冊的本公司B股股東（B股最後交易日為12月18日）。因故不能出席
會議的股東，可以書面形式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和參加表決（該代理
人不必為公司股東）。

2、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其他有關人員。
四、會議登記辦法
1、凡符合上述資格股東，憑股東賬戶卡、本人身份證（委託出席

者還須持授權委託書（見附件）及受託人本人身份證，法人股東代表
還須持單位授權委託書（見附件）營業執照複印件及受託人本人身份
證）登記，或以書面通訊及傳真方式登記。書面通訊（以收到郵戳為
準）及傳真方式登記截止時間為2012年12月25日。未登記不影響 「股
權登記日」登記在冊的本公司股東出席股東大會。

2、按照上述規定在參會登記時所提交的複印件，必須經出席會議
的個人股東或個人股東的受託人、法人股東的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簽
字確認 「本件真實有效且與原件一致」，按照上述規定在參會登記時
可提供授權委託書傳真件的，傳真件必須直接傳真至本通知指定的傳
真號，（問詢電話：021-52383305 傳真：021-52383305 聯繫人：
周小姐），並經出席會議的個人股東受託人或法人股東代理人簽字確
認 「本件係由委託人傳真，本件真實有效且與原件一致」。除必須出
示的本人身份證原件外，符合前述條件的複印件及傳真件將被視為有
效證件。

3、股東大會見證律師等工作人員將對出席現場會議的個人股東、
個人股東的受託人、法人股東的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出示和提供的證
件、文件進行形式審核。經形式審核，擬參會人員出示和提供的證件
、文件符合上述規定的，可出席現場會議並投票；擬參會人員出示和
提供的證件、文件部分不符合上述規定的，不得參與現場投票。

4、現場登記時間：2012年12月25日（星期二）
上午9：00─下午4：00。

5、現場登記地址：上海市東諸安浜路165弄29號4樓（紡發大樓
上海立信維一軟件有限公司內），靠近江蘇路。乘地鐵2號線江蘇路站
4號口出，也可乘公交車01路、62路、562路、923路、44路、20路、
825 路 、 138 路 、 71 路 、 925 路 到 達 。 現 場 登 記 問 詢 電 話 ：
021-52383317。

6、會期半天，與會股東及代表交通、食宿費用自理。
7、根據中國證監會頒布的《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規範意見》和上海

金融辦、中國證監會上海特派辦下達的《關於維護本市上市公司股東
大會秩序的通知》等文件的規定，本次股東大會不以任何形式發放禮
品和有價證券。

五、其他事項
1、會議聯繫方式：上海市江場三路262號1樓董事會辦公室

（郵政編碼：200436）。
聯繫人：戴勇斌、朱賀
聯繫電話：021-66528130
2、會期半天，與會股東及代表交通、食宿費用自理。
3、根據中國證監會頒布的《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規範意見》和上海

金融辦、中國證監會上海特派辦下達的《關於維護本市上市公司股東
大會秩序的通知》等文件的規定，本次股東大會不以任何形式發放禮
品和有價證券。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僱主須為其兼職家務助理
投購工傷保險，違例最高
罰款十萬元及監禁兩年。

查詢請電勞工處：

2717 1771工傷保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