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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马德里电 记者钟华林报道:
日前，2017 西班牙成都周重头戏——
成都“2017 西班牙欢乐春节”新闻发布
会暨“2017 西班牙成都周”启动仪式在
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举行。中国驻西班
牙大使吕凡、马德里大区及马德里市官
员等参加仪式。

启动仪式上，具有浓郁四川成都特
色的变脸、皮影戏、剪纸等传统文化展
示以及川菜美食，吸引了当地众多市民
特别是华侨华人。当日，在马德里马约
尔广场的“成都旅游文化体验馆”也正
式开馆，并将持续 6 天供当地市民参

观。体验馆的活动包括，每天上午 11 点
到晚上 7 点半的变脸、俏花旦、古琴、皮
影戏等多场演出，每场演出持续一个小
时，另外还有剪纸等市民可以参与的互
动活动。

新闻发布会上，中国驻西班牙大使
吕凡介绍说，“欢乐春节”活动在西班牙
已走过 7 个年头，当地民众对中国春节
已不再陌生。马德里市市长 Carmena
女士认为，马德里市政府第二次参加中
国的“欢乐春节”活动，是中西政府以及
民间多项交流的最好体现。在这个活动
中，中西双方都再次得到了相互学习、

相互交流的机会。
在活动现场，成都市外侨办主任卢

胜介绍说：“成都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
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别誉为‘中国
最佳旅游城市’和‘世界美食之都’。成
都地理位置优越，经济蓬勃发展，是中
国政府确立的国家中心城市之一，是中
国西部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文
创中心和对外交往中心，同样也是让人
流连忘返的文化城市。现在，马德里直
航成都的航班越来越多，希望西班牙朋
友都能去四川成都看看，看看大熊猫的
故乡，品尝天府之城的美食。”

记者了解到，作为 2017 年“欢乐春
节”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国驻西班
牙大使馆、马德里大区政府、马德里市政
府和成都市政府共同举办的“欢乐新春
成都文化周”将给大众呈现出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各类中式新春节目，如新春
音乐会、中华美食节、春节庙会、走进中
心过大年等。成都市首次作为西班牙“欢
乐春节”主宾城市举办“成都文化周”，带
来了成都美食、成都文化体验馆、熊猫主
题活动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将陪伴广大侨胞和当地民众共同度过一
个欢乐祥和、喜庆热闹的新春佳节。

“2017西班牙成都周”在马德里启动

西班牙民众对中国春节不再陌生

在“2017西班牙成都周”活动现场，来自成都的厨师向当地民众展示中餐制作技艺。 本报记者 钟华林摄

随着 2017“欢乐春节”暨“西班牙
成都周”活动的举行，西班牙在这个春
节正刮起浓浓的“成都风”。日前，就此
次西班牙成都周活动举行的背后故事
和重要意义，中国驻西班牙大使吕凡接
受了《经济日报》记者的采访。

吕凡大使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欢乐春节”活动在西班牙已经走过了
7 个年头，当地民众对中国春节也已不
再陌生。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开展这
一活动的目的，是希望将中国人民对新
春的美好愿景传递给世界，将快乐和幸
福与各地民众分享。

但今年“欢乐春节”活动的一个
特别之处在于，首次引入了“主宾城
市”。为何第一次引入主宾城市就选择
成都？对此，吕凡大使介绍说，去年
8 月 份 ， 大 熊 猫 竹 琳 娜 在 西 班 牙 出
生。出于西班牙人对大熊猫的热爱，
决定在竹琳娜出生百日之时举行一个
庆祝仪式。为此，大使馆方面联系了
成都市政府。由于庆祝仪式的时间正
逢春节前，大使馆和成都市决定共同
主办今年的欢乐春节暨西班牙成都周
活动。

谈及对成都的印象，吕凡大使脱口
而出“成都的生活很安逸！”他认为，这次
通过成都周活动，把成都的生活带到西
班牙，实际上也是带来了中国人的一种
生活方式和态度，让西班牙人更近距离
地通过成都了解中国，“这非常有意义”。

吕凡大使介绍说，2017 西班牙成
都周活动内容非常丰富，比如成都美食
节邀请到了川菜名厨付海勇和 18 家中
餐厅为西班牙市民献上最正宗的年夜
饭。通过举办彩绘熊猫展、熊猫讲堂、
成都旅游文化体验馆等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活动，也把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
蕴、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独特的风土人情
展现给了西班牙友人，这对于促进中西
文化交流有深刻意义。

近年来，成都和西班牙的合作关系
越来越紧密，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就在几个月前，西班牙驻华大使马尔埃
尔·瓦伦西亚一行到访成都时表示，西
班牙非常看好成都的发展前景，将积极
推动双方在商贸、航空、友城等领域的
合作。

对于成都与西班牙的未来合作，吕

凡大使也充满期待。“有很大合作潜
力！”他说，首先是在旅游方面，西班牙
是一个旅游国家，旅游产品丰富、设施
先进完善，而成都也是中国最佳旅游城
市之一，因此双方有很大互补性，可以
加强交流。尤其是在熊猫养殖交流方

面，双方也有很大合作机会。
在产业合作方面，吕凡大使认为，

成都在工业制造领域很有潜力，西班牙
在汽车制造上也很有优势。希望未来
成都能与西班牙展开更多经贸往来和
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

让西班牙更多了解中国
——访中国驻西班牙大使吕凡

本报记者 钟华林

“金鸡报春晓，红日迎新到！欢庆春
节，所有亚洲与华人朋友都可享受特别
购物折扣和新年惊喜！”打开麦琴根名品
村的官网，红底金边的剪纸贴画式海报
映入眼帘，海报上的内容也是用熟悉亲
切的汉字写成，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家
德国购物中心的官网。

作为德国规模最大、高端品牌最多
的名品折扣购物中心，位于南部巴符州
的麦琴根名品村每年都会迎来大量民众
和外国游客前来购物。随着越来越多的
中国旅游团将这里设为旅游必经之地，
从各个方面增加中国游客的购物体验，
已经成为这里愈加关注的重点。为所有
传承了中国新年文化的亚洲人提供新年
特别折扣，麦琴根名品村对中国游客的
重视，可见一斑。不知不觉中，在德国大
城市的购物中心、旅游景点看到中文告
示、提供中文简介和语音导览，都已不是
新鲜事。尤其是各大商城柜台前，出现
了越来越多的中文导购。

实际上，旅游业并不是德国的强
项，传统德国旅游项目多为面向家庭和
老人的温泉等疗养类型。过去提到欧洲
的旅游业，人们大多关注欧洲内部市
场。欧洲南部的西班牙、意大利、希腊
等国，阳光充足、气候温暖，且拥有深
厚的人文底蕴，反而是德国人心中的旅
游国度。然而，随着近年来欧元贬值，
在中国人心中有着良好口碑的“德国制
造”产品价格也随之变得亲切，越来越
多的中国游客将德国列入旅游目的地，
选择边购物边游玩。于是就有了各个方
面体现出的对中国游客的欢迎和重视，
希望中国游客潮为德国带来更多的就业

机会和财政收入。
中国驻法兰克福旅游办事处提供给

《经济日报》记者的数据显示，2015 年中
国游客赴德国旅游人数突破 139 万，同
比增长 34.8%，中国游客在德住宿的间
夜数也再创新高，突破 254 万间夜大关，
同比增长 24.8%。2016 年 1 月至 9 月
份，德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754 万人次，
同比增长 4.4%。外国游客住宿间夜数
6296 万间夜。其中，中国游客就达到了
105.7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9%，平均每
名中国游客在德过夜数为 1.9夜间。

中国驻法兰克福旅游办事处主任史
翔告诉记者，德国人没有喝热水的习惯，
但为满足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需求，一
些酒店特意准备了电烧水壶，在房间电
视中增加了中国的电视频道。有的涉外
餐馆也在尝试针对中国游客的口味作出
改变，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柏林皇冠
假日酒店销售经理洪云鹏告诉记者，近
两年柏林皇冠假日酒店中国客人增长比
例明显。为提高服务质量，酒店向中国
游客提供中式早餐、银联卡服务、中文欢
迎手册和中文报纸。面对越来越多的

“自由行”客人，2016 年底又增加了支付
宝支付服务。

柏林旅游局新闻发言人克里斯蒂
安·谭茨勒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
国游客已成为来柏林旅游的最重要外国
游客群体，也是亚洲国家中人数最多
的。谭茨勒介绍说，为了让中国游客的
旅行更加便利，柏林旅游局已同中国多
个城市建立长期联系，更与中国携程、凯
撒等旅游公司合作，以活动、展会、互动
等多种形式介绍柏林的旅游特色。美

食、购物、运动，以及柏林特有的历史，都
是吸引中国游客的兴趣点。为此，柏林
旅游局特别开通了微信、微博中文公众
账号，直接面向对柏林感兴趣的潜在中
国游客，介绍柏林乃至德国的趣闻轶事。

此外，基于中国游客到德国喜欢购
物的特点，加之语言不通，容易成为当地
不法分子的犯罪目标。中国驻德国大使
馆领事处主任周安平特别提示中国游
客，近年来，德国治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
化，柏林圣诞市场恐袭事件发生后，安全
形势更为严峻，民众安全感急剧下降。
中国游客需要时刻提高警惕，无论是遇

到“偷抢骗”，还是与当地旅游机构发生
争执，甚至与当地警方因误解引起纠纷，
都要及时拨打当地报警电话 110 或急救
电话 112，并联系中国驻德使领馆，寻求
一切必要帮助。

洪云鹏也表示，近期欧洲的恐怖袭
击事件的确对德国旅游业带来短期的负
面影响。德国警方明显加强了反恐措
施，中国游客赴德前可关注德国驻华使
领馆官网，了解德国最新安保动态，团组
旅游的游客可从旅行社获取信息，“自由
行”游客要选择口碑好的在线旅游公司
询问相关信息。

图为德国柏林著名旅游景点联邦议会大厦。 本报记者 王志远摄

中国游客成德国旅游业新宠——

中文服务已不是新鲜事
本报驻柏林记者 王志远

中西文化交流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绘画艺术无疑是这
些形式中重要的一类。1 月 7 日至 17 日，由中国美术馆、西班
牙驻华大使馆、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美术家协会等主办，浙江
美禾时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的“爱德华多·纳兰霍美术作
品展”，成为近年来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引人关注的项目。

在西班牙画家的画作中，有哪些值得中国画家借鉴的地
方？这要从西班牙这个国度特有的文化说起。作为一个颇有
文化底蕴的国家，西班牙人的民族性格里蕴含着浪漫与想象，
其热情的本性容易内化为丰富的创造力。格列珂、委拉斯贵
支、戈雅、高迪、毕加索、米罗、洛佩兹等世界知名艺术家都来
自西班牙。“西班牙艺术家能将很多主观的、发自内心的对世
界、人、事物以及景物的理解，通过艺术形式加以呈现。这一
点，跟中国的文化价值和传统艺术中写意精神有共通之处。”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著名国画家刘大为说。

此次纳兰霍作品的展出，无疑成为深化中国和西班牙两
国文化共性交流的一座桥梁。纳兰霍 1944 年出生于西班牙
西南地区的巴达霍斯省莫内斯特里奥镇的农民家庭，是当代
西班牙颇负盛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以超现实主
义绘画著称于世。他创作的作品，既传统又现代，具有鲜明的
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他曾多次到访中国，和中国老一辈经典
艺术家靳尚谊、詹建俊、全山石等结下了深厚友谊。“纳兰霍的
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强，具备创新和独特的艺术语言。他在
油画、石墨画等方面都有贡献。这种多画种、多领域的开拓很
值得中国艺术家学习和借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油画
家詹建俊说。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则认为，作为一位从传统走向现
代的画家，纳兰霍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当代的文化旅
程。这个旅程，是时间意义上的，更是观念意义上的，体现
在语言表现和形式创造等多方面。“浓缩的艺术史融入纳兰
霍的精神世界，使得他的画布多彩纷呈而又富有诗意。”吴
为山说。

西班牙驻华大使马尔埃尔·瓦伦西亚认为，纳兰霍的作品
体现了画家“不断寻找真实”的意图。画家常常会使用一些超
现实主义的因素表达现实主义追问。“西班牙是个艺术家盛行
的国度，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在中国和西
班牙文化交流的历程中，以纳兰霍为代表的西班牙画家作品
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瓦伦西亚说。

“引进来”和“走出去”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吴为山对记者
表示，中国艺术界不断将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的艺术
创作有计划地带到世界各国巡回展览，同时将世界上优秀的
艺术作品引进中国展览。“以纳兰霍画作为代表的展览就为中
国老百姓进一步了解西班牙当代艺术的创造性提供了可感的
珍品。相信这种维系中国和西方各国友谊和艺术交流的方式
将获得持续性延展。”吴为山说。

搭建中西绘画艺术交流桥梁

爱德华多·纳兰霍

美术作品展引人瞩目
本报记者 梁剑箫

本版编辑 廉 丹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不断
加大创新服务力度，2016 年实现自贸片区税收规模、增速“双
突破”,地税收入达 173.5 亿元（不含土地、房产在登记交易环
节的税收），同比增长 30.8%，税收规模和增速居广东三大自
贸片区之首，为深圳贡献 6.9%的地税收入，为深圳全市地税
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 18.4%。

统计显示，2016 年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新增纳税登记户
4.8 万户，全年纳税超亿元的企业有 24 户；港澳台投资企业
5563 户，贡献税收 27.1 亿元；现代服务业税收占比超过 80%，
具有总部特征的商务服务业税收占比 29.7%，金融业税收占
比 20.7%。

为发挥片区优势并激发市场活力，深圳地税确保政策红
利落地，为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全年减免各项税收 5.7 亿元。
其中，落实企业所得税低税率政策减免 2.9 亿元，认定前海境
外高端人才享受个人所得税返还优惠 6100万元，为小微企业
减免各项税收 1289万元。

据介绍，前海蛇口自贸片区 2016 年最大的税收创新成
果有三方面，体制机制创新、征管服务科技创新、纳税服务
全面创新。2016 年在自贸片区率先取消管理员，将 138 项
管理事项清单化梳理，打造协调同步的“放管服”；实施税
收管理事项数据化、风险化改造，对催申报等 24 项大工作
量的简易事项实现“人机替代”的信息化批量处理，对信息
维护等 48 项零散事项实现“集约化替代”；出台减免税管理
办法，取消全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简化全部减免税事
项，228 项税收优惠不报即享，占总数的 81%。深圳地税部
门还大幅简化了日常管理环节。

蛇口自贸片区去年减免税5.7亿元

国际经贸合作交流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2017 海南国际旅游贸易博览

会“国际经贸合作交流会”日前在三亚举行。此次交流会吸
引了捷克、俄罗斯、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瑞典、智
利、伊朗、马来西亚和台湾等 12 个国家和地区的 80 名嘉宾
参加。嘉宾们就海南的产业发展，双方或多方在旅游业、互
联网、高新技术等方面的合作与愿景展开推介，发现合作机
会，表达合作意愿。

来自俄罗斯的上海合作组织实业家委员会执行秘书卡纳
夫斯基·谢尔盖·瓦季莫维奇有着深厚的海南情结。新年伊
始，他率领代表团来到海南，带来了一批合作项目，经与海南
省农垦集团和罗牛山集团对接，部分项目已经进入洽谈阶
段。瓦季莫维奇介绍了俄罗斯的优势产业，包括建筑工程领
域的聚合合成材料、综合性谷物原料加工技术以及创新工艺
等可以开展合作的技术。

新加坡 GKC 规划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许宇鑫博士表示，
海南和新加坡有望合作的商业领域包括医疗基础设施、医疗
规划与设施配套，以及旅游服务业人才培训等。“新加坡服务
业享誉世界，拥有专业的团队、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新加坡
和海南可增进交流、学习互补、同谋发展。”许宇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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