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
业博览交易会 5 月 15 日落下帷幕。据
统计，本届文博会实质性成交2240.848
亿元，比上届增长 10.28%。其中，合同
成交 2064.348 亿元，零售及拍卖成交
176.500 亿元。此外，本届文博会主展
馆、分会场及相关活动的总参观人数达
666.106 万人次，比上届增长 13.46%；
专业观众达 118.286 万人次，占参会观
众总数的17.76%，比上届增长10.58%。

一年一度的深圳文博会，既是文化
产业发展成就的展示，也透出了这一领
域中的发展新趋势。几天来，记者行走
在各个展馆，采访参展商和参观的客
人，被大家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信心所感
染，有了新的见闻和感受。

个性化文化元素成亮点

文创产品的定制服务，是本次文博
会的高频词，也透露出这个产业发展的
新动向。与参展商交流文化产品，常常
被问道：“你需要什么样的产品？”

在文博会场馆，记者看到安徽一家
企业把汽车开进了馆里，车身上写着

“一键印刷”几个大字。这是一家名叫
时光流影的科技公司，这款车是该公司
开发出的印刷技术车，所有书籍印刷装
订流程都可以在车上快速完成。参观
者在场馆转一圈，出来的时候这里就可
以把客人拍摄的图片装订印刷成书。
很多人发在微信朋友圈里的图片，在这
里也能够转换成精美的纸质印刷物。
时光流影科技公司所提供的这项服务，
就是一种个性化定制服务。该公司总
经理孙立告诉记者，公司有员工 180
人，其中 80 人是创业团队，平均年龄只
有 26 岁，公司一年的收入可达 400 多
万元。目前，该公司已经开始在全国一
些地方设立实体店，每辆车售价 50 万
元，目标是为更多的人定制印刷产品。

在山东济宁展位上，曲阜三孔旅游
服务公司展示了最新开发出的一种“三
孔胶带”。这款产品把论语经典、孔子
圣迹图、孔府珍藏文化植入到了这一载
体上，广受市场追捧。从这款产品的开
发可以看出，个性化的文化元素正在成
为文创产品最大的竞争力。

文化小镇风景独特

文博会有主展馆 9 个，参展单位达
2300 多个。记者在展馆里感受到，文

化小微企业和特色文化小镇这样的“小
角色”，正在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生
力量。

深圳有一家名叫裕智星的小微企
业，只有十几人，靠制作特色窄笺，结合
全国各地旅游景点特色，开发出了 220
多个产品。尉迟恭文创公司是山西一
家文化企业，也只有十几个人，他们把
传统文化元素运用到新产品上，开发出
了以古人尉迟恭为文化符号的枕头、年
画、门挂、车饰、雕塑和赐福牌六大系列
产品，已经连续四五年来参加文博会
了。“通过展会推介自己，也向别人学
习”，尉迟恭文创公司董事长马源说，传
统文化要找到新载体，才能发扬光大。

有人说，今年的文博会上吹来一股
清新的“乡村文创风”。一些文化特色
小镇积极把自己的文化产品搬到文博
会上来，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江西鹰潭市余江县素有“木雕之
乡”的美称，全县共有雕刻企业及加工
点、家庭作坊上千家，从业人员达 3 万
人，木雕已成为该县一张亮眼的名片。
余江县把木雕产品放到了展位上，不仅
显示出文化特色，也吸引了不少顾客上
门。江苏苏州高新区的镇湖是江苏省
第一批特色文化小镇，这个紧邻太湖的
小镇以刺绣特色见长，小镇的文化也被
带到了文博会上。刺绣工艺美术师顾
小娟是谷绣堂工作室的负责人。她告
诉记者，场馆开门仅 2 个多小时，刺绣
产品就卖出了好几个。广东清远的特
色文创项目“稻田鱼米私人订制”将瑶
族同胞的耕作方式稻田养鱼、稻鱼共生
推介给了都市人群。“乡村文创之风”背
后的动力来自近些年的美丽乡村建设
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文创渗入经济生活

“一带一路”也是今年文博会的热
词。“一带一路 国际馆”吸引了 35 个
国家和地区参展。丝绸之路的文化元
素显现在各个展馆。

在宁夏展馆入口处，摆放了一排骆
驼造型，还有人专门表演沙画。在今年
的文博会展馆中，张家口的展位以冰雪
运动为主题，格外引人注目。张家口不
仅把本地区的沙盘摆进展位，还展出了
他们以剪纸等传统工艺记录的冬奥会
文化。张家口首届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大赛的作品手册被放在显眼处，供人们
取阅。第二届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
也在文博会期间发起。

越来越多的重大文化主题正在自觉
地提炼出新的文化元素，融入到文化建设
中。今年文博会有两场独特活动，一是中
国特色小镇模式创新和项目实操高端峰

会，主要讨论文化创意与旅游产业的对
接；另一个是艺术扶贫工艺艺术展暨慈善
拍卖会。文化创意产业不断拓展空间，正
在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二 维 码 也 被 搬 进 了 今 年 的 文 博
会。走在展厅中，不时有人举着二维码
介绍产品。记者就遇到两位小姑娘，一
个人端着盘子请客人品尝茶叶，一个人
举着二维码供感兴趣的客人扫码。在
今年的文博会上，扫码不仅成为人们交
流信息的途径，而且也是付款的重要方
式。在湖南的展位上，一位参展商告诉
记者，过去文博会上很少销售产品，往
往是展出产品，过后再付款订货。这两

年，在文博会展馆来订货买货的人越来
越多。文博会是一个文化产品和文化
创意推介的大平台。但这几年，从推介
到支付，这一链条越来越短。

科技发展给文化创意产业带来了新
的机遇。尽管记者在现场看到许多VR
表演项目和全息动漫的内容仍然有雷
同，或者缺少更多文化内容的支撑，但是
在与参展商说到这个感受时，得到的回
复是，文化创意产业现在一定是机遇大
于市场。文化与产业的结合，文化创意
产业本身的发展，都赶不上生活对文化
的需要。所以，很多人都感到，文化发展
的天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宽广。

第十三届深圳文博会成交约 2241 亿元。一年一度的深圳文博会，是文化产业
发展成就的展示，也昭示了这一领域的发展新趋势——

新科技为文创产业带来新机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潘笑天 魏永刚

本届文博会深圳宝安区展馆位于
主会场文化产业综合馆，展馆以滨海蓝
为主色调，展示面积共计 384 平方米。
展览以“滨海宝安、产业名城、活力之
区”精神主题为创意出发点，旨在展现

“滨海宝安”的自然禀赋特色和作为“深
港文化之根”的历史人文特色，通过“现
代与传统”相结合体现“文化+”元素的
特色。

近年来，宝安实施“文化强区”战

略，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推动创意与科技深度融合，一
批“文化+”新业态蓬勃发展，凤凰文旅
科创小镇、滨海风情小镇等多个特色小
镇引人注目，工业设计品牌企业不断涌
现，走出了一条文化创意产业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崛起之路。

宝安展馆划分为“创新宝安”“人文
宝安”“科技宝安”三大板块，设有“文化
展演区”“自主创新企业展区”“国际设

计获奖区”“人文设计区”“AR/VR 互动
区”五大区域。

据了解，宝安展团征集了 46 家文
化创意企业共计 89 款创意产品和项目
参展，以及 4 个展演节目，旨在从多个
维度充分展示近年来宝安文化新业态
的发展特点和成果。

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自深圳小趴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创的“机甲争霸”大
型竞技格斗机器人，引爆了宝安展馆的
围观热潮。据该公司创始人张弛介绍，
该款机器人拥有高强度机械臂，单拳力
度可达 60 公斤，整体重量超 300 公斤，
采用三足全向轮式运动方式，可通过体
感操作的方式，实现如科幻电影《铁甲
钢拳》中一般的机器人格斗场景。目
前，此类机器人在国内乃至全球都尚无
先例。由于公司在机械设计、硬件设计
和控制算法方面具备自主知识产权，预
计今年6月份投放市场。

工业设计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是
宝安展馆的一大亮点，也是宝安文化
创意产业最为集中的体现。在展馆一
侧，深圳宝嘉能源有限公司带来了其
最新研发设计的移动充电设备。据该
公司国内网销部平台负责人邵乐介
绍，本届文博会中还带来了智能炫彩
情感灯、一体化蓝牙耳机等多款设计
感 与 功 能 性 两 者 兼 备 的 电 子 产 品
配件。

宝嘉能源仅是宝安工业设计的一
个缩影。在 2013 年至 2016 年间，这一
领域内还涌现出了一支以宝嘉能源、航
盛电子、奥尼电子为代表的宝安军团，
工业设计作品先后荣获各类国际大奖

近 100 项。随着工业设计品牌企业的
崛起，宝安正实现着由制造、智造向创
造的转型升级。

除 1 个主场馆展区外，本届文博会
期间，宝安还设置有宝安艺术城、茶阅
世界、深圳F518 创意园、文化潮汕博览
园、定军山数字电影文化科技创意园、
凤凰古村落文化旅游集聚区、艺立方手
信文化产业园、雁盟酒店文化产业园、
旭生文化体验中心、西部国际珠宝城

（宝立方）、深圳书城宝安城等 11 个分
会场，以及中英创意产业合作周、琥珀
时尚精品周、两岸礼物博览会、百年“合
成号”第五届深圳传统文化活动等 14
个专项活动。

此外，宝安将携手粤港澳大湾区11
座城市，以及国内民间艺术代表性城
市，共同打造“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民间
艺术展”系列活动，通过大湾区城市群
民间艺术交流，共同探讨民间艺术如何
更好地为粤港澳大湾区服务。活动期
间，还将倡议成立“粤港澳大湾区文化
促进会”，共同探讨粤港澳大湾区与岭
南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得益于文博会这一平台，近年来宝
安已培育出一批社会知名度较高、产业
集聚能力强、特色鲜明的文化产业园区

（基地），孵化了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的
品牌文化企业。目前，宝安区已有市级
工业设计中心 7 家，区级文化产业园区

（基地）9家，市级文化产业园区5家，国
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1家。2016年，
宝安区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 209.51 亿
元，增速 9.1%，成为带动经济快速健康
发展的重要引擎。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第十三届文博会吸引到来自欧
洲、亚洲、非洲、大洋洲的 40 个国家的 117 家海外机构参展，海
外参展机构数量较上届数量进一步增加，海外展区面积占比达
20%，2 万多名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等 99 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
采购商前来参会、参展和采购。

许多国外展商初次参加文博会，不熟悉展览品暂时进出境
业务流程，也不清楚产品出口途径和手续。深圳海关从展会筹
备初期进驻展会现场，为展商提供“一站式”“点对点”服务，解决
展商疑难问题，为海外参展机构提供优质的通关环境。

在文博会筹备期间，深圳海关协助企业做好通关工作，主动
联系企业，详细宣讲海关支持服务展览品暂进业务的政策法规，
引导参展企业规范申报；为避免艺术品滞留口岸，协助企业确定
进境监管方式，实现了货物运抵当日完成验放、参展品当日进
馆，为主办方争取到了有效的布展时间。

为给文博会营造良好通关环境，深圳海关在本届文博会的
主展馆实施驻点监管，对符合条件的参展方提供免收担保金的
优惠措施。在开展阶段，为展会组织者及参展方提供了备案、申
报、转关、查验和征税“一站式”“点对点”的贴身服务，坚持提供

“5+2”预约式个性化通关服务，实现7天24小时预约通关，以暂
时进出境方式进口参展货物的参展方可根据自身时间安排向海
关预约通关时间，实施专人办理。同时，专门设立了海关业务咨
询窗口，为企业提供货物进出境、物流监管等方面的业务咨询，
同时还针对知识产权海关备案、侵权案件取证、自主知识产权产
品境外保护等内容提供法律咨询。

本报讯 记者喻剑报道：在第十三届文博会坂田手造街创
意园分会场，记者看到展出的标识作品中，包括了城市道路、机
场、车站、码头、体育馆、城市综合体、产业园区等多个类别共计
60幅标识设计大赛获奖和评委推荐作品。其中，获得城市综合
体类金奖的“上海老码头商业街区导示系统”设计方案中，传统
的道路指示牌、路灯以黑、白、砖红为主色调，造型颇具艺术感和
立体感的现代化艺术设计，在实现传统标识引导功能的同时，与
整体空间环境浑然一体。

深圳标识协会会长崔云介绍，标识是极致的视觉传达，也是
衡量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简单的图形符号、别出心裁的
结构造型设计，诠释着标识设计的匠心独运。本次展览策展人、
深圳市标识时代文化研究院院长赵华告诉记者，传统的标识标
牌，从规划设计、制作、安装到维护，以前都是靠手工完成，体现
着工匠精雕细琢的精神。现在，无论前期的规划设计、深化设
计，还是后期样板制作，都是特色创意设计加上人工制作，没有
工匠精神难以形成优质的标识作品。

“人们常常把标牌当作标识，甚至简单认为 LOGO 就是标
识，其实标识融入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帮助识别信息，
也具有管理功能，被誉为无声的管理者，起着维护社会秩序的作
用。”赵华说。

深圳海关：“一站式”服务文博会

坂田创意园：标识设计匠心独运

深圳宝安深圳宝安：：文化创意推动产业转型文化创意推动产业转型
本报记者 杨阳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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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以“传统预见未来”为主题、连续
第 4 年成为文博会分会场的甘坑新镇，以富有客家文化特色的
文化IP“小凉帽”为载体，在第十三届文博会期间开展了一系列
文化活动。

甘坑凉帽手工艺人张裕光师傅说，过去居住在甘坑的客家人
靠一顶朴素的凉帽度过炎热的夏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甘坑
家家户户以制作凉帽为生，生产的凉帽大多出口国外。今天，甘
坑新镇提出将凉帽产业与文化IP模式相结合，让甘坑凉帽以文
化产业形式被重新认识。今天走进甘坑新镇，随处可见客家凉
帽的IP元素，以及“小凉帽”系列衍生消费产品如阿凉妹客家娘
酒、豆腐布丁，还有时下流行的文化创意和虚拟现实科技。

在本届文博会上，甘坑新镇分会场推出了小凉帽国际绘本
大赛、小凉帽民谣节、小凉帽国际绘本精品展、小凉帽绘本大师
工作坊、客家民俗展览等一系列活动，成为“小凉帽”文化 IP 化
的首次探路。

首届小凉帽国际绘本大赛以甘坑新镇为基地，以“小凉帽”
主题 IP 为切入点，依托先进数字技术和互联网，面向全球征集
优质绘本作品，并为获奖作品举办巡展及相关文化活动。大赛
横向分为专业组和少儿组两大组别，纵向分为常规比赛和专项
比赛，将面向所有出版机构、插画师、创意机构等征集绘本作品，
旨在发掘优秀绘本创作力量和绘本作品，为出版机构、绘本作者
和绘本插画师创造国际交流合作机会。同时，小凉帽民谣节还
将邀请首届《中国新歌声》冠军蒋敦豪、五条人乐队、马飞与乐队
等登台演出。

甘坑新镇：“小凉帽”有新传承

本报讯 记者喻剑报道：第十三届文博会深圳世界之窗分
会场推出文化风情节系列活动，来自哥伦比亚、斐济、柬埔寨、南
非的舞蹈家加盟演出，为本届文博会献上一场异国文化盛宴。

文化风情节活动由南美狂欢嘉年华巡游、斐济太平洋岛国
风情专场、柬埔寨东南亚风情专场、南非歌舞风情专场组成。
通过多种舞蹈形式与好莱坞叙事方式结合的演出，让参观者

“穿越”至南美，探索古老神秘又不失活力的南美文化。同
时，还可以从观赏原汁原味的太平洋岛国风情专场、柬埔寨东
南亚风情专场、南非土著舞蹈中，感受世界文化的历史衍变
轨迹。

舞蹈是本次文化风情节上最重要的展示部分，音乐则富含
百老汇音乐剧味道，由探戈、恰恰、伦巴舞曲改编而来。与其他
多幕舞剧不同，在文化风情节的表演中，舞台场景转换不拉幕
布，依靠灯光与音乐变换完成。激情似火的音乐、热辣活力的舞
步，炫彩缤纷的舞台灯光，精致秀美的服装，为这一古老神秘的
文化赋予了具象可感的立体冲击。整个文化风情节活动将持续
到6月10日。

世界之窗：展演系列文化风情

① 卖茶姑娘在展馆内用上了
二维码，边请客人品茶，边邀请扫二
维码。

② 广东清远在第十三届文博
会展馆展示乡村文化，这是手工艺人
在进行木雕创作。

③ 安徽时光流影公司研发的
“一键印刷”汽车。

本报记者 魏永刚摄

②②

③③

上图 第十三届文博会的宝安展馆通
过“现代与传统”相结合，体现“文化+”元素
的特色。 本报记者 杨阳腾摄

右图 第十三届文博会茶阅世界分会
场开幕式上，茶艺师表演茶道。 安文发摄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