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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婷报
道：11月 22日晚，应员工在公
司成立 30周年庆祝盛典上提
出 的 双 休 建 议 ，格 力 电 器
（000651）发布通知，将单双休
工作制（大小周）调整为双休
工作制，取消所有加班，即日
起执行。近日，羊城晚报记者
从格力电器员工处获悉，公司
加班系统的“加班申报”功能
已于24日停用。

准时下班的员工
有所增多

该通知是面向各公司、各
部门和分厂发出。除宣布实
行双休工作制外，还对工作
日作息时间作了规定，周一
至周五正常上班时间为上午
8:30-11:45 和下午 1:30-5:
30。对于确有加班需要的，
由部门申请，报公司主管领
导批准，并报企管部备案，后
续由该部门安排调休。

通知发出后，一名在格力
电器负责软件开发的员工小

文（化 名）告诉记者，他是在
22 日晚饭时分被同事告知了
这个消息，“当时食堂都沸腾
起来了，都是欢声笑语，气氛
一下子好了不少”。双休通知
发布的第二天（23 日），他难得
一次不加班，也发觉准时下班
的同事比平时多了。

不过，11 月 24 日傍晚，
正在加班的小文突然发现，
公司加班系统的“加班申报”
功能已停用，网页上显示“启
用时间人力部另行通知”。
记者了解到，目前格力正通
过文件收集各部门本周加班
需要。

据小文介绍，公司以往加
班情况按部门和工作岗位不
同有所差别，像他这样的技
术岗是加班“重灾区”。就他
个人来说，工作日几乎没有
准时下班的情况，平均每天
要工作到 19:30。另一名在
格力电器担任技术岗的员工
也向记者验证了这种说法：

“加班最多的是技术研发岗
位，销售和行政岗基本不需

要加班，准点下班，一线生产
员工周六上班会轮流安排值
班，处理生产异常。”

加班系统停用员
工担忧降薪

实行双休工作制是否会
影响工资水平？在采访中，多
名格力员工均表达了对工资
下调的担忧。有人认为“周末
加班工资应该不会变，但工作
日就说不定”，有人则预计“加
班费后续应该是都没有了”，
而加班系统的停用更是加重
了员工的这种担忧。

据介绍，格力电器原来工
作日加班工资是 14.90 元/小
时，节假日加班工资是 19元/
小时；后续具体加班政策还要
等公司通知。

在格力电器之前，另一家
白电巨头美的集团也曾公开
宣布实行双休制。2020 年年
底，美的集团发布总裁办文
件，要求各事业部统一执行双
休，如有工作需要，加班后则

要安排补休或轮休。此前，美
的各事业部制度不一，部分要
求单双休或单休。

不过，记者也留意到，有
不少自称美的集团员工的网
友在微博平台上称，是否双

休实际仍由各个事业部结合
实际情况安排，一些事业部
和分中心仍要求单休或单双
休。因此，企业的双休承诺
能否向员工兑现，仍有待进
一步观察。

格力加班系统已停用
双休如何落地待观察

今年以来上市公司
回购金额逾千亿元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曦、通
讯员黎颖欣报道：11 月 24日，
以“创新：技术赋能”为主题的
2021 中国网络媒体论坛技术
论坛在广州举行。广东移动总
经理魏明出席论坛并发表了题
为《5G 技术赋能 澎湃数智能
量》演讲。

魏明在演讲中表示，新基
建已成为拉动经济的新引擎，
经济社会进入了数智化转型的
快车道。

据介绍，广东移动当前服
务个人客户超 1.1 亿、5G 客户
超 4400 万、宽带客户超 2000
万,客户规模、收入规模、网
络能力和服务水平均保持行
业第一。面向未来，广东移
动坚定看好数智化转型的广
阔空间，要从传统通信运营
商 向 信 息 服 务 科 技 公 司 转
变，做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的
建设者，和数智化综合解决
方案的提供者。

员工：技术岗影
响较大，通过文件收
集本周加班需要

羊城晚报讯 记者许悦报
道：11 月 24 日，麦德龙品牌暨
战略升级发布会在上海召开。
会上，麦德龙发布了全新升级
的品牌战略及品牌形象，并宣
布全面布局会员店，以“安全
可靠+省心简单+生活提案”
为护城河，从此前主要服务 B
端客户为主，升级为同时服务
于B端客户和C端会员的运营
模式。

当天，麦德龙宣布 11 月
27 日在北京、成都、南京、青
岛、大连、无锡、长春、常州 8
城将开出 16 家会员店，全新升
级的品牌形象也将率先在这
些会员店落地。同时，麦德龙
还将在河北、安徽新开 2 家会
员店，加上目前其已有的 99 家
门店，年底麦德龙中国大陆门
店数将增至 101 家。

会员店是麦德龙结合自身

优势能力所推出的升级版门
店，主要面向有着中高消费能
力、强消费意愿，且高度关注商
品品质的新一代中产家庭。

在产品结构方面，目前麦德
龙会员店主要聚焦 4000 余种
SKU，其中超40%都是进口和自
有品牌。据麦德龙副总裁、商品
管理总监文宇斌透露，未来麦德
龙进口、自有和独家品牌占比将
提升至50%。

广东移动5G客户超4400万 从此前主要服务B端客户，升级为同时服务于B端客户和C端会员

一次性开出16家会员店 麦德龙战略转向?

羊城晚报讯 据《中国证券报》
报道，四季度以来，A股上市公司股
份回购热度不减。Wind 数据显
示，截至11月24日收盘，今年以来
逾900家公司发布股份回购公告并
实施回购，合计金额逾1100亿元，
其中包括格力电器等龙头企业。

业内人士表示，上市公司回购
股份，体现了公司对内在价值和发
展前景的信心。但投资者也要理
性看待股票回购，深入分析企业价
值，做好投资决策。

热度不减

今年以来，A股公司股份回购
热情高涨。仅 11 月份，就有多家
上市公司加入股份回购行列。

长春高新 11 月 23 日晚间公
告，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斥
资6亿元回购股份，回购价格不超
过 400 元／股。回购的股份全部
用于后期公司及子公司核心团队
股权激励。

中国天楹 11 月 11 日晚公告，
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 8 亿
元，不超过 15 亿元。回购的股份
将全部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或
员工持股计划。

11月 8日晚，东方雨虹发布公
告，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部分股份，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
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此次拟用于
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 10 亿元，
且不超过20亿元。

Wind数据显示，截至11月24
日收盘，今年以来有936家公司回购
金额合计1177.02亿元。2020年，A
股有903家公司进行了股份回购，
金额合计684.35亿元。

大手笔回购

今年以来，市场风格切换，部
分行业龙头股价走低，不少公司大
手笔回购股份，用实际行动彰显对
公司发展的信心。

格力电器 5 月 26 日发布第三
期股份回购方案，计划以75亿元至
150亿元资金回购股份，价格不超
过67.22元／股。截至9月9日，格

力电器第三期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
毕。公司本次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
买入 3.16 亿股股份，成交金额 150
亿元。格力电器自 2020 年 4月以
来已完成了两期股份回购，均完成
60亿元股份回购。

恒力石化继 2018 年 10 月、
2020年 3月股份回购后，日前推出
第三次股份回购计划。11 月 5 日
晚，恒力石化公告称，公司将斥资
5亿元至10亿元以不超过35元／
股的回购价格，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回购股票。

此外，TCL科技、宝钢股份、中
国平安、迈瑞医疗、歌尔股份等行
业龙头公司也推出了较大规模的
股份回购计划。

合理评估

业内人士表示，回购股票是企
业肯定自身价值、彰显发展信心的
重要表现。很多公司在股价走势不
佳、甚至低于其公允价值时推出股
份回购计划，向市场释放正面信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
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教授表
示，上市公司回购股份核心原因
是对当前股票价格不满意，认为
股价过低。如果将回购的股票用
来激励员工，一方面可以提振股
价；另一方面转化为员工持股，和
员工利益绑定，更好地激发企业
发展动力。

在实际投资中，部分投资者会
将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看作是重要的
入场时机，认为回购一定是股价上
涨的信号。但专家提醒，投资者要
理性看待股份回购，深入研究企业
的内在价值和投资价值。实际上，
有不少公司的股价并没有因为股份
回购而一改颓势。

对于股份回购对股价的影响，
盘和林表示，股份回购的确存在提
振作用，但回购规模在流通盘中占
有较大比重的回购才会影响股价，
占比很小的回购不会对股价造成
影响。从回购用途看，如果是股权
激励，虽然回购短期内减少了股票
流通量，但长期看股票还会回到流
通市场，这就使得回购可能达不到
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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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挞、牛角包、葡国菜
……经典澳门美食将在大
型 4K 纪录片《澳门之味》
轮番登场。为庆祝澳门回
归祖国 22 周年，由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与澳门特别行
政区联合制作的大型 4K
纪录片《澳门之味》于 11
月 24 日在广州举行启播
仪式。

“你可知 Macau 不是
我真姓……”由童声演唱
的《七子之歌—澳门》缓缓
开启《澳门之味》。在启播
仪式现场，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发布了时长为 90 秒
的《澳门之味》预告片。预
告片中，权记骨粥、奶茶、
葡挞、海鲜、葡国菜等多种
澳门特色美食相继亮相，
多个特写镜头让观众从视
觉上沉浸式体验澳门美食
盛宴。

美食，不只是食材的
展现，一道美食的背后也
蕴藏着澳门人对美食烹制
的匠心和独特的人文历
史。《澳门之味》纪录片一
共有4集，每集50分钟，总
计时长 200 分钟。摄制组
历时一年多深入调研，采
访 300 多个餐饮企业，最
后精心挑选约有 100 个人
物故事，以美食汇集澳门
的人文文化。

为何纪录片选题聚焦
于美食？“澳门一直致力
建 设‘ 世 界 旅 游 休 闲 中
心’，并曾获得‘创意城市
美食之都’的称号，澳门
的美食可谓包罗万象。”
澳门新口岸区工商联合
会会长胡达忠是《澳门之
味》的制作人之一，他向
记者透露，“作为一名澳
门人，纪录片中有许多动
人的故事,我也是第一次
听，观众通过纪录片能够
从不同角度看到澳门美
食‘小而味，小而精’的特
点。纪录片中的美食人
文故事，将向观众传达澳
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
的成功发展。”

启播仪式上，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与澳门有关方
面负责人签署了《音像制
品 、图 书 出 版 发 行 授 权
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授权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
限公司播出大型 4K 纪录
片《澳门之味》，并配套发
行相关图书、音像制品和
文创产品等。

据悉，《澳门之味》将
于 12 月 20 日在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
CCTV-9首播，央视频、央
视 网 同 步 播 出 ，并 通 过
CGTN向海外播出。

《追光吧》里，两位“大湾区
哥哥”的性格可以说是截然相
反。张卫健是“人间小太阳”，
跟谁都能打成一片；吴镇宇则
有点“社恐”，等待上场的过程
中，其他人三三两两地聚在一
起聊天，他却躲在角落打坐。
他解释：“我平时就爱好打坐睡
觉。录制时长夜漫漫，还没到
我出来表演，我就打个坐调整
一下，让自己冷静点。”

接下来的节目中，21 位参
赛嘉宾将会分组PK，吴镇宇“被
迫”当上其中一队的队长。虽
然经常演“大佬”，但他在接受
采访时却不停“吐槽”队长一
职：“唉，成了管理阶层，我很讨

厌这个位置。”话锋一转，他又
自我和解了：“但也不能不当，
因为我是他们对外的窗口，负
责综合五名队员的意见去跟其
他部门沟通。在一些细节上，
比如彩排时间安排，我也要负
责使用一些管理的方法，让大
家的时间拿捏得准一点。”

吴镇宇是队长，也是节目中
年纪最大的一位，但他不会摆前
辈架子，老老实实地向其他擅长
歌舞的哥哥学习：“《追光吧》是
一个才艺表演的节目，有时候我
不熟悉音乐，年轻人可以教教
我。真的是隔行如隔山。比如
我们队里的陈楚生、尼坤，他们
学东西上手很快，尼坤更是学两

个小时舞蹈就能表演的人。我
觉得我还是得学点新东西，多学
一点，就会发出不一样的光。”

吴镇宇透露，他之后会尝
试跳舞：“有些人一跳舞就会
显得很‘蠢’，手脚不协调。我
觉 得 自 己 不 至 于 那 么 蠢 吧 ？
但如果首先承认自己‘蠢’，

‘蠢’的几率就会低。第二次
公演会有舞蹈动作，我就等着
他们（队 员）来调教我了。节
目组肯定希望每个人都有一
些突破，不会放过我的。”此
外，他还希望能够在《追光吧》
的舞台上尝试粤语歌，“希望
到第三第四次公演的时候能
唱一唱”。

大型4K纪录片《澳门之味》将于
12月20日首播

以美食故事
展现澳门精神

羊城晚报记者 马思泳

这次来参加《追光吧》，吴镇宇坦
言自己心态很轻松：“很多香港艺人年
轻时都接受过综艺训练。这次参加
《追光吧》，我是抱着‘玩’的心态，可以
比较放松地投入到节目中，观众看着
也比较舒服。”

在第一期节目里，吴镇宇把初舞台
演出了音乐剧的范儿，举手投足都是
戏。观察嘉宾金晨形容他“只要一个
眼神就够了”。吴镇宇在接受采访时
透露：“唱《被遗忘的时光》是最后才决
定的，大概练了五六天。这首歌不是
很难，所以也没选其他歌。”他坦言现
场表演时压力颇大，但唱完歌之后就

“绷不住”了：“他们说唱完歌之后，只
要音乐不停，就要很严肃地投入到这
首歌的状态里。但音乐停了，我觉得
继续保持严肃就挺好笑的。我们当演
员时习惯了拍完戏就放松一下，还装
什么呀？当时我觉得，哎呀，穿着白西
装，还那么情深款款地唱歌，就有点想
笑。”

《追光吧》中的另一位哥哥吴建豪
说，在21位哥哥中，吴镇宇的反差是最
大的。吴镇宇也承认自己“长相像大
哥，性格像小孩”。他喜欢“自黑”，也不
怕被黑。有记者问吴镇宇的保养秘诀，
他说“都靠节目的美颜”；被问及是否关
注到《追光吧》第一期节目播出之后的
反响，他说印象最深的评论是：“为什么
吴镇宇的眉毛画得那么重？”自黑之后，
他又会一本正经地解释：“其实有时候
挺憔悴的，但一旦站在台上，那股气一
顶上来，就不一样了。”至于眉毛，“那天
要唱歌，我就没太注意。我要跟化妆师
商量一下这个问题”。

儿子费曼是公认的吴镇宇头号“黑
粉”。费曼的性格随爸，也是个不按常
理出牌的人。他如何评价父亲在初舞
台上的表现？吴镇宇说：“据他妈妈
说，费曼好像正利用这两天剪黑我的
视频吧。”说着说着，他又不着痕迹地
夸了一把儿子：“他最近有几个测验，
好像数学拿了99分啊，挺高分的。”

唱歌跳舞，向年轻人“偷师”

乐于“自黑”，也不介意“被黑”

极少“开金嗓”的吴镇
宇参加了真人秀综艺《追
光吧》，要与其他 20位参
赛嘉宾一起唱唱跳跳，逐
梦舞台。在 11月 20日播
出的第一期里，吴镇宇演
唱了其代表作《无间道》的
插曲《被遗忘的时光》。一
身白西装，深情的眼神，优
雅的动作，还有那把浑厚
的男低音，惹来台下观众
情不自禁地高喊：“大佬！”
但音乐一停，吴镇宇一秒
破功，自己笑了起来。

这群“港片大佬”都有
着自己的标签。比如说古
天乐“劳模”、刘青云寡言、
张家辉亲切……而吴镇宇
的 标 签 ，大 概 就 是“神
秘”。在表演的世界里，他
可以是癫狂至极的靓坤
（《古惑仔》），也可以是深
藏不露的倪永孝（《无间道
II》），还可以是深情正直的
唐亦琛（《冲上云霄》）。江
湖上流传着吴镇宇脾气古
怪不易相处的传说，但这
几年里，他不时上上综艺
节目，在《导演请指教》中
执导筒拍短片，在《追光
吧》里唱歌跳舞当队长，与
观众的距离拉近了，渐渐
展露出平易近人的一面。
《追光吧》第一期播出后，
吴镇宇接受了《羊城晚报》
等媒体的采访，他说：“我
工作时比较严肃，但玩起
来会比较‘疯’，像小朋友

一样。”

““大佬大佬””
频频登上内地综艺舞台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吴镇宇在《无间道 II》中演活“大佬”倪永孝

吴镇宇初舞台以一身白西装亮相

《澳门之味》

都要学都要学
吴镇宇吴镇宇

唱唱 了了跳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