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芬油画村分会场活动开幕

招商蛇口园区优化产业服务模式，形成产业聚集和生态圈——

“文创大咖”的创意宝地
本报记者 张建军

盐田区：文化创意赋能产业多元发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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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已有文化企业近5万家——

减税政策好 文化企业强
本报记者 郑 杨

本版编辑 温宝臣

美术编辑 高 妍

初夏鹏城，树影婆娑。

5月16日，如期而至

的第十五届文博会盛装启

幕，以空前的规模、丰富

的产品、新颖的创意，喜

迎四海嘉宾、八方贵客。

以“加快推进粤港澳

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为

主题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

产业馆成为本届文博会的

一大亮点。香港、澳门两

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

广州、深圳、珠海、佛

山、中山、东莞、惠州、

江门、肇庆九地市的优质

文化企业、创意设计企业

和产品悉数亮相，饱含岭

南文化特色的文化产业创

新发展成果在这里竞相

绽放。

这是一个加强湾区岭

南文化认同的交流沟通平

台。粤港澳大湾区既有同

属岭南文化的特点，又有

中西文化长期交汇共存的

综合优势。借助文博会平

台，以湾区文化产业馆为

文化交流沟通纽带，进一

步扩大了岭南文化的影响

力和辐射力，进一步发挥

了香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

平台作用，展现了澳门东西方多元文化长期交融共

存的特色。

这是一个加强湾区文化产业合作的平台。以湾

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

点，湾区文化产业馆积极推进湾区文化产业深入合

作，有针对性地吸引湾区专业观众和买家到文博会

参观、采购，进一步推进了珠三角城市间的互动、

资源对接和优势互补，提升了珠三角都市圈的文化

产业竞争力,进一步扩大了文博会在港澳地区的影

响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湾区文化产业馆的设

立，搭建的不仅仅是文化商业合作的平台，也是扩

大岭南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的平台；是落实湾区建

设战略的新平台和展示新时代的文化名片，也是支

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文化发展大局、共享国家文化

发展红利的文化远见。

依托文博会品牌，深圳文化产业发展迅速，文化
业态丰富。目前，深圳已拥有文化企业近 5 万家，从
业人员超过90万人，规模以上企业3000多家，境内
外上市企业40多家。2018年，深圳市文化创意产业
实 现 增 加 值 2621.77 亿 元 ，占 GDP 的 比 重 超 过
10%。文化产业在深圳发展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华强方特集团是全国文化企业30强之一，迄今
为止已将 70 多套“环幕 4D 影院”系统输送至美国、
加拿大、意大利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华强
方特享受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10%所得
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5%所得税、电影发行收入免
征增值税等多项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了企业创新成
本，加大研发投入，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加强。

目 前 ， 华 强 方 特 正 筹 划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IPO），以进一步强化企业在文化创意领域的核心
竞争力。华强方特集团执行总裁陈辉军表示，今年
税率调整、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抵扣、加计抵减
等进一步降低了公司税负，对激发华强方特发展活
力、提升竞争力、促进新动能成长起到了积极推动
作用。

“文化产业发展需要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创新沃
土，我们希望通过优化纳税服务，当好企业发展的
支持者。”深圳市税务局总审计师李显著指出，近
年来，为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到位，深圳市税务
局立足数据核查，依托现代化信息技术筛选应享未
享纳税人，精简政策宣传中间环节，将减税降费政
策精准推送到目标群体，确保每个减税“红包”直
击靶点。

李显著表示，对深圳文化企业来说，税收优惠
政策降低了生存成本，增加了投资和创新资金，推
动企业提升创新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将进一步
支持和保障深圳文化产业稳步发展，为深圳实现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引擎和动能。

招商蛇口，尤其南海意库是网红景
点，贡献了很多自拍照、卖家秀和风景小
品。作为第十五届文博会招商蛇口文化旅
游集聚区分会场 （南海意库、蛇口网谷、
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在众多文创人
的眼里，这里是创作和发展宝地，一批

“文创大咖”都在这里成长。
卡扑动漫是一家低调的企业，但其文

创作品影响力却不小。《王者荣耀》《穿越
火线》《征途》《大话西游》，这些国内一
线的文娱品牌大作里都有它的身影，而招
商蛇口园区则是卡扑动漫梦想腾飞的
地方。

据介绍，刚进驻时，卡扑动漫只是一
家小小的动漫工作室，办公面积不过十几

平方米。发展至今，其业务已涵盖文化创
意、制作等多个环节，企业规模扩大至百
人以上。卡扑动漫市场总监于承国说，招
商蛇口园区的服务团队经常有针对性地提
供国家政策，主动提醒企业申请补助、基
金等，为企业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支持。

“入驻招商蛇口园区后，我们的发展
可以用‘进入快车道’来形容。”奥雅公
司总经理李方悦介绍，奥雅自招商蛇口园
区南海意库落成之日就已入驻，是与南海
意库共同成长的企业之一。入驻以来，不
仅享受了园区贴心的物业服务，还有产业
对接、政企对接等支持，奥雅跟重庆高新
区的合作就是在园区的帮助下建立起来
的。目前，奥雅已成为行业领军企业，是

深圳文化百强企业、南山区文化领军企
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蛇口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南海意
库是具有竞争力和创新活力的地方，年轻
人就要到这样的地方去闯，公司也一样。”
高山水公司副总裁王峰岚介绍，高山水公
司 2011 年入驻招商蛇口园区，是深圳第
一家挂牌新三板的园林企业。“南海意库
有实力、有颜值，政策、配套、环境、教
育等方面优势明显，是具备良好营商环境
的地方。”

企业强则园区强。随着一批优质的文
创企业相聚，招商蛇口园区南海意库已成
为国内一线的文创类园区。不过，几年前
南海意库氛围与现在却大不相同。“刚建

成的时候，南海意库底层商业没有打开，
走的是传统园区模式，比较封闭。”李方
悦称，随着开放包容的园区文化逐渐形
成，这里严肃的园区环境逐渐被文艺范、
小清新取代。

“文创企业需要的不是高大上的商务
空间，而是清新醒脑的空气、释放自我的
空间、拥有共同理念的互动社群、开放式
的园区运营，招商蛇口园区所提供的正是
这样的园区环境和服务。”招商蛇口旗下
招商产业总经理贾威表示，深耕园区运
营，优化产业服务模式，科学规划空间，
形成产业聚集和生态圈，这些举措让园区
的文创企业能够纵情释放该有的活力，这
正是入驻企业舍不得离开的原因。

从古老的鱼灯舞、璀璨的非遗珠宝，到
充满现代设计语言的文创产品……17 家
来自深圳市盐田区的文化创意企业在第十
五届文博会文化产业综合馆中集体带来一
场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盛宴，集中展示盐
田文化产业非遗人文、滨海旅游、黄金珠
宝、文化创意等方面的发展成果。

传统文化促进创意产业蝶变

盐田建区时间虽短，但历史悠久、民风
淳朴，本土文化元素丰富，拥有大梅沙古遗
址、中英街界碑等历史文化遗产。目前，盐
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项目已达
10项，全区不可移动文物共有15处（点）。

近年来，盐田区积极探索非遗项目挖
掘、保护、传承和传播的途径，举办了沙头
角鱼灯节、疍家文化节、中英街艺术节等系
列活动，通过生动丰富的形式传播鱼灯舞、
疍家文化、麒麟舞、九簋菜等非遗项目，形
成了盐田独特的非遗节日文化。其中，鱼
灯舞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英街
获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沙头角街道被
评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辖区被评
为“全国文化先进单位”。

基于此，非遗文化展示成为本届文博
会盐田区展馆的一大特色。主展馆展位通
过以非遗鱼灯为烘托元素的设计，在人文
盐田展区展示了非遗鱼灯、非遗疍家婚
服、非遗莨绸服饰以及非遗产业化设计制
作的文创产品，并结合非遗鱼灯表演和非
遗珠宝走秀，传承和演绎盐田“非遗”特
色文化。

在“纸在沙头·鱼跃海角”活动中，盐田
区立足本土特色滨海文化，通过呈现沙头
角鱼灯舞以“鱼灯”道具为核心的“创意+
设计+艺术”的内容，开展云中漫游鱼灯
展、科技创新情景鱼灯装置展、鱼灯文化讲
座、寄愿纸雕鱼灯等活动，全面体现传统艺
术与现代艺术的碰撞。

丰富的文化内核为盐田区时尚创意产

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在
本届文博会中，盐田区的创意文化企业带
来的一批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融合的展
品，让人目不暇接。如海山画院结合非遗
文化，展出了《盐田双非遗》纯锡茶叶罐、

《山海盐田》陶瓷茶叶罐；深圳市十六道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将传统以创意化的方式传
播，通过特有的设计风格开发出了有趣的

“IP”形象，带来了盐田元素文创“IP”形象
礼盒。

“文化+”助力产业融合发展

对区域文化内涵的不断深入挖掘，为
盐田区产业发展指引了新方向。“文化+旅
游”“文化+珠宝”“文化+科技”“文化+创
意”等为盐田区产业融合发展增添了蓬勃
生机。

以盐田国际创意港分会场为例，作为

本届文博会盐田区主打分会场，以“IP 伴
客，为品质IP赋能”为主题，以“科创共融+
文化动漫”为核心元素，搭建了深圳、香港、
雄安新区文化、艺术、动漫作品的展示平
台，集中呈现近年来南北方文化、艺术及创
意产业跨界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

值得关注的是，依靠优渥的地缘优势，
“文化+旅游”已成为盐田区产业发展的一
大亮点。位于深圳东部的盐田区，依山傍
海，素有“小而精、秀而美”的美誉。为更好
地推动产业融合发展，近年来盐田区紧扣
全域旅游的核心，坚持宜融则融、能融尽融
的原则，推动旅游与其他要素的跨界合作。

同时，结合现有产业优势，借助辖区盐
田港、周大福珠宝等龙头企业资源，盐田区
还打造了海上观光、黄金珠宝创意设计、跨
境采购等系列旅游体验产品，推动形成“旅
游+港口”“旅游+珠宝”“旅游+商贸”“旅
游+健康”“旅游+文创”等新业态，不仅丰

富了产业旅游的内涵，更形成了以旅游助
推产业发展的良好局面。

“文化+”在助推产业融合发展的同
时，也点亮了盐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
2018 年，盐田区开展各类文化惠民活动
3000 余场次，举办了世界杯国标舞、全国
帆船锦标赛等重大赛事，盐田交响乐团、

“海之声”合唱团、盐田民乐团纷纷在国际
音乐节斩获金奖。

“盐田区将深入推进文化强区建设，
加快构建先进的现代文化传播体系、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成为
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盐田
区委书记陈清表示，今年盐田区还将以文
明建设为抓手，高标准建设文化强区。持
续加强城区文明素质建设、优化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实施
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快建设区域性海洋
文化中心。

本报深圳5月16日电 记者杨阳腾

报道：由广东大埔县怡丰园实业有限公司
历时 10 个月烧制的手绘青花骨质瓷《富
春山居图》将军坛在今天开幕的第十五届
文博会 1 号馆文化产业综合馆梅州展区
亮相。

怡丰园公司副总经理戴春梅告诉记
者，将军坛因器盖形状似中国古代武将将
军的盔帽而得名。该展品选取历史名画

《富春山居图》部分景致进行整体布局及
纯手工精细彩绘，整幅画面呈现山水交融
的和谐景象，给人“回归自然”的感受。

据了解，高度达170厘米的青花骨质
瓷将军坛，由广东省陶瓷艺术大师、怡丰
园陶瓷艺术总监黄建宏，怡丰园陶瓷工艺
师张志刚联合完成。

大埔县素有“南国瓷都”美誉，是
我国青花瓷主要生产基地以及出口陶瓷
的主产地之一。大埔青花瓷距今已有
800 多年历史，在我国陶瓷文化和工艺
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2010
年，大埔被授予“中国青花瓷之乡”称
号，2016年大埔青花瓷获批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

本报讯 记者姜天骄报道：以“艺术
与市场在这里对接，才华与财富在这里
转换”为主题的第十五届文博会大芬油
画村分会场日前开幕。据悉，作为文博
会分会场的开创者，大芬油画村分会场
组织了创作、展示、交易、竞赛、拍卖等一
系列活动，突出展示了大芬油画村 30 年
发展的成果和经验。

大芬村曾是深圳龙岗区一个普通自然
村，主要以种植水稻为生。1989 年，一位
叫黄江的香港画商来到大芬村，组织画工
进行油画临摹复制、收购与销售，将这一产

业带进大芬村。30年后的今天，大芬村内
已有画廊及门店 1200 余家，知名企业 60
多家，聚集油画从业人员约 8000 人，加上
周边社区从业人员约 2万人，2018年大芬
油画村的产值达45.5亿元。

除了原创能力日益强大，大芬画商还
积极牵手移动互联网推动转型。2018年，
阿里巴巴 1688 与大芬油画村开展线上线
下深度联合行动，以“互联网＋”助推产业
创新，大芬文化产业转向互联网线上线下
全面发展。如今，与电子商务有关的互联
网平台在大芬不断涌现。

近年来，深

圳市盐田区积极

探索非遗项目挖

掘、保护、传承和

传播的途径。图

为盐田区沙头角

鱼灯舞。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