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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超生事实已查实

三三个个孩孩子子均均属属非非婚婚生生育育
“秦川杯”钢琴大赛

余热未了

本报讯(记者 邱祎) 由本报
主办、济南新泺港琴行大力赞助的
第一届新泺港“秦川杯”全省青少年
钢琴大赛于11月30日圆满谢幕。本
届比赛旨在培养、发掘山东优秀琴
童，获奖选手将赴美国纽约莫尔金
音乐厅参加获奖演出。比赛刚刚结
束很多家长来电，表示对此次比赛
十分满意，希望能每年举办一次。

新泺港“秦川杯”全省青少年钢
琴大赛是全省乃至全国业余钢琴比
赛中奖金金额最高的比赛，其用意
是给山东琴童一个展现自己优秀技
艺的大舞台。新泺港“秦川杯”将每
三年举办一次，致力培养与发掘山
东琴童。本次比赛圆满落幕也坚定
了秦川教授培养青少年钢琴艺术人
才的信心，此次比赛报名火爆程度
以及琴童的技艺让秦川教授赞不绝
口，琴童精彩的演奏让每个评委都
感到眼前一亮！秦川教授也表达了
对山东琴童的厚望，也十分感谢各
界的支持。

《就你不知道》

开启宝藏之门

本报讯(记者 邱祎) 8日起，
山东电视生活频道将推出山东首档
大型生活服务类鉴宝节目《就你不
知道之宝贝计划》，为山东的广大藏
友提供展示、交流藏品的平台。

新改版的《就你不知道之宝贝
计划》栏目作为山东本土第一档服
务类鉴宝节目，以老百姓大众化的
收藏品为对象，采用演播室现场鉴
定的形式，藏友们带着自己收藏多
年的藏品走上舞台，与观众分享他
们收藏过程中的趣闻轶事。节目中
的藏品来源可谓多种多样，有的是
祖传的，也有的是从各地淘来的，打
赌赢来的，甚至从老房子墙里挖出
来的……来自济南的阿彪身高只有
1米，他的好朋友小妮却是个1 . 73米
的高个美女。他们从文化市场买书
时偶然间买到一幅画，这次拿画来
到节目，没想到阿彪竟然当场向
小妮告白，而小妮说如果这幅画
是真品，就答应阿彪，那这段美女
与野兽的爱情结果到底如何呢？
来自德州禹城的小伙刘伟在南京
一家包子铺打工，在收拾地下室
时偶然间发现了一个搪瓷彩罐，
如获至宝，连睡觉都抱在怀里的
宝贝到底是真是假又值多少钱呢？
这一切疑问都由鉴宝专家现场为您
揭晓。节目中有多名国内、省内首屈
一指的鉴宝专家现场坐镇，上眼鉴
宝，并估测出权威价格，为藏友们答
疑解惑。

节目将于每周日黄金时间与观
众见面。

《咱们结婚吧》

二轮播出

本报讯(记者 邱祎) 12月3日
19：30，天津卫视都市情感大剧《咱
们结婚吧》亮相，每晚三集“加速”播
出。该剧由《媳妇的美好时代》导演
刘江操刀，高圆圆、黄海波、凯丽和
徐松子等新老戏骨联袂主演，讲述
剩男剩女经历磨难后步入婚姻的故
事。高圆圆首度演绎神经质“剩女”，
观众直呼女神被“毁”，对此刘江并
未感觉内疚，而是认为这是她的“突
破”。高圆圆男友赵又廷的粉丝也表
示力挺“廷嫂”，赵又廷也曾多次探
班，但二人目前仍没有结婚计划。

刘江透露，在拍摄《咱们结婚
吧》时，赵又廷曾经多次到剧组“探
班”，不仅带来美食和高圆圆在酒店
分享，还在拍摄现场陪同，高圆圆上
戏时他坐在一旁上网，而在拍戏间
隙他则照顾高圆圆吃喝、休息，二人
还亲密地坐在一起探讨剧本，让剧
组的人十分羡慕。

本报讯 (记者 倪自放 )

传得沸沸扬扬的张艺谋超
生事件，终于向真相近了一
步！张艺谋委托艺谋工作室
官方微博12月1日晚间发布

《致媒体与公众的一封公开
信》，承认确实已和妻子陈婷
育有两子一女，愿意配合调
查，接受相应处罚。2日晚，无
锡市滨湖区人口计生局向记
者通报，目前张艺谋、陈婷违
法生育的事实已查实。

今年年初，张艺谋被爆
再婚，其与不同女人共育有

7个孩子。此后，张艺谋“超
生”新闻在公众的八卦、张
望 中 ，延 续 了 半 年 多 。1 日
晚，张艺谋首次通过其“艺
谋工作室”官方微博承认超
生 事 件 。张 艺 谋 在 回 应 中
称，自己与妻子陈婷的确育
有 两 子 一 女 ，愿 意 接 受 调
查，并依照国家规定接受相
应处罚。

针对张艺谋的声明，2日
晚，无锡市滨湖区人口计生
局向记者通报，目前张艺谋、
陈 婷 违 法 生 育 的 事 实 已 查

实。据悉，张艺谋 (户籍地广
西南宁西乡塘区)与陈婷(户
籍地江苏无锡滨湖区 )生育
的三个子女 (分别于 2 0 0 1、
2004、2006年在北京出生)，
均未取得计生部门批准生育
的证件。张、陈两人于2011年
9月领取了结婚证。两人及其
子女均长期不在无锡生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
与计划生育法》、《江苏省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规定，
张艺谋与陈婷生育的三个孩
子均属非婚生育。

无锡市滨湖区人口计生
局表示，他们对此配合调查
的积极态度表示欢迎，相信
这将推进该案的查处。据悉，
下一步滨湖区计生部门将根
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开展告
知权利并听取陈述和申辩、
上级备案、作出决定、送达决
定书、执行决定书等相关工
作。滨湖区人口计生局负责
人说，“希望当事人继续积极
配合，如实申报相关年份的
真实收入，从而依法查处并
及时向社会公布查处结果。”

本报记者 倪自放

说法1：

过亿“超生罚款”

山东舜天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律师韩祥成介绍，“超生罚
款”并不是一个规范的说法，其
法律术语叫“社会抚养费”。韩
祥成介绍，现行《江苏省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社会抚养
费的征收，城镇居民以孩子出
生前一年设区的市或者县(市)
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计征的基本标准；不符合本条
例规定多生育一个孩子的，按
照基本标准的四倍缴纳社会抚
养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多生
育二个以上孩子的，按照基本
标准的五倍至八倍缴纳社会抚
养费；实际收入是城镇居民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二倍以上的，
除按照上述规定缴纳社会抚养
费外，对其超出人均收入部分
还应当缴纳一倍至二倍的社会
抚养费。

以张艺谋目前承认的超
生情况，如果他和妻子陈婷不
符合“双独”等合法生育第二
个孩子的条件，即属于超规多
生育两个以上孩子的情况。之
前有媒体报道，张艺谋年收入
超过8000万元，如果此收入数
字属实，张艺谋就属于“实际
收入是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
配收入二倍以上”的情况，“超
生罚款”肯定超过1亿元，按

“二倍”计算，张艺谋应缴纳
1 . 6亿元的“超生罚款”。

说法2：

57万“超生罚款”

从计生系统的实践看，对

于超生当事人的实际收入调
查，现实中难以执行。因此，对
于明知实际收入超过普通民
众收入的“超生”富人，一般是
按照高限征缴倍数，对当事人
夫妻各自征收社会抚养费。

2012年，无锡市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663元。如
果张艺谋“超生二胎”属实，张
艺谋夫妻双方，应以35663元为
基准，各自缴纳八倍，共计16倍
的社会抚养费，即570608元。

说法3：

28万“超生罚款”

如果张艺谋和妻子陈婷符
合依法生育二孩的条件，则属
于“超生一胎”，应以35663元为
基准，夫妻双方各征缴4倍的社
会抚养费，即285304元。

根据现行的《江苏省人口
与计划生育条例》，“符合二
胎”的条件有许多，比如“经病
残儿医学鉴定机构鉴定为非
严重遗传性残疾，目前无法治
疗或者经系统治疗仍不能成
长为正常劳动力或者将严重
影响婚配的”等。这要在调查
后才可以下结论。

说法4：

其他情况

由于张艺谋及妻子陈婷
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足额缴纳
社会抚养费，还应当缴纳自欠
缴之日起的滞纳金。

目前，计生部门已经证实
三名孩子都属于非婚生育，根
据《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的规定，非婚生育也有相
应处罚。所以在上述三种可能
罚款方式的基础上，张艺谋还
要另外支付非婚生育处罚。

““老老谋谋子子””超超生生究究竟竟罚罚多多少少？？
罚金或将过亿霸气十足

此前有媒体报道，按照张艺谋的超生情况，以及无锡所属的江苏省计划生育方面的条例，保守估
计，张艺谋缴纳的“超生罚款”将超过亿元，实际情况如何？让我们替张艺谋算算他应该接受的处罚。

张艺谋承认超生，也算揭
开了明星超生的盖子，在这之
前，明星超生的事情早已传得
沸沸扬扬，不过在回应超生的
问题上，明星们各有门道。

“傻根”王宝强在微博上证实已
生两胎，不过据传王宝强第二胎在美
国出生，很可能国籍也会是美国，在户
口上不算超生。另外，那英的二胎也是
在加拿大出生的。

歌手景岗山的二胎女儿至今是“黑
户”，至于女儿的“黑户口”究竟怎么解决，景
岗山此前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因为岳母在海外
的关系，所以，他们可以举家移民，届时女儿的户
口问题自然解决了。 (本报综合）

新闻链接

明星超生 各有门道

登录手机应用平台，免费下载并使

用“云拍”，拍摄图片观看视频。


	A1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