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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30日至9月1日在

广州举行的 2019广东国际

旅游产业博览会展现出文

化和旅游融合的新发展、新

趋势、新业态。在展会上，

462个文旅投资和贸易合作

项目展开了对接。其中，10

亿元及以上项目122个，超

过百亿元的项目23个——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杜 铭

悠扬乐曲声中，广东省乳源瑶族自
治县的瑶族舞蹈让人感受到独具特色的
民族风情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热情洋溢
的歌声中，马六甲知名舞蹈团舞者为观
众带来了精彩表演，现场展示的拉茶文
化 让 人 体 验 到 了 马 来 西 亚 风 情 韵
味 ……8 月 30 日至 9 月 1 日，2019 广东
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广东旅
博会”）在广州举行，展现出文化和旅游
融合的新发展、新趋势、新业态。

文旅融合“钱”景无限

“目前，文旅融合项目投资规模大、
回报率低，但随着需求逐渐增加，今后年
回报率可能达到 20%，而且抗风险能力
强。”8 月 31 日，在广东旅博会期间举办
的文旅产业创新专场论坛上，广东新创
旅游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若松坚定看
好文旅产业未来“钱”景。

如今，文旅产业正成为不少企业转
型升级的有力抓手。在文旅融合馆，本
届广东旅博会“旅游目的地合作伙伴”广
东省韶关市，首次展示了“文化+旅游+
体育”的新形象，重点推广南粤古驿道、

“重走长征路”红色旅游、韶关马拉松、第
十三届瑶族“十月朝”文化旅游节等文旅
融合新产品。

记者看到，在不少展台，3D肖像画、
3D 地画、科技产品等异彩纷呈，来自江
苏等20个省份的文旅景区、知名文创企
业带来了各式各样的创新产品，展现了
文旅融合发展新成果。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出台，
坚定了我们深耕文旅产业的信心。”岭南
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战略与产业研究
院院长李云鹏说，国家提倡文化、旅游与
现代技术相互融合，发展新一代沉浸式
体验型文化和旅游消费，“我们公司目前

的战略方向正是如此”。
“例如，当下诸多传统景区亟待解决

的问题是如何提供更多优质体验，满足
旅游消费者新兴需求。我们用各种手段
赋能传统观光景区，通过专业投资、建
设、运营的不同组合，将其升级为主题文
化旅游休闲度假体验型目的地，实现景
区提质扩容。”李云鹏说，2018年该公司
文化旅游业务收入同比增长56.31%；今
年上半年，其文旅业务净利润占比已从
去年同期的32.93%上升到38.11%。

在文旅融合馆，记者还注意到多种
文旅融合业态正在此集中呈现。“旅游+
教育”的研学旅游产品，“旅游+文创”的
文旅产品，“旅游+非遗”的文化传承，

“旅游+科技”的智能景区解决方案等，
呈现出文旅资源整合、新业态融合发展
的勃勃生机。

全球产品“一站式”配齐

“解锁”马来西亚缤纷亲子游圣地，
体验地道日本文化，遇见巴尔干半岛不
一样的欧洲风情，探营太平洋岛国绝美
目的地……在本届广东旅博会上，专业
买家和广大市民一站式领略了全球旅游
产品的丰富多彩。

“每年我都会来逛逛，因为很多旅行
社都在这里，方便比对旅游产品及其价
格。”广州市民赵小婷兴奋地说。与赵小
婷一样，不少市民正为即将到来的中秋、
国庆假期选购旅游产品，现场十分热闹。

记者发现，“文旅+”元素成为本届
广东旅博会一大亮点，全域旅游格局下

“旅游+”新业态不断发展。美食游、科
技游、康养游等多元化、个性化消费需求

让旅游企业更加注重开发多样化旅游产
品。目前，选择跟团游的年轻人有回流
趋势，这正是旅游企业根据不同层次的
消费需求，给消费者提供更具有针对性
产品的结果。

“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旅游实际体
验，我们从消费者角度出发制定相关路
线，并针对不同人群开展定制化服务，发
挥团队游优势。”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
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官键介绍，目前消
费者选择旅游产品逐渐从重视价格到更
加重视品质，尤其是与家人出行更愿意
选择优质产品。该公司还研发出“成长
游”产品，更加精准地服务不同对象。

在本届广东旅博会上，精彩纷呈的
表演、琳琅满目的商品和专业性主题活
动，吸引近 50 万市民前来品美食、淘好
货，了解最新旅游资讯。“不但刺激了文
旅消费，还实现了惠民益民与形象推广
相互促进。”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赵红介
绍，在大众旅游卖场馆，共 20 家旅行社
及OTA（在线旅行社）参加，现场销售当
季及2020年预售的热门旅游产品，优惠
名额10万个，让利幅度1亿元。

打造国际交易平台

在本届广东旅博会上，前来参展的
马来西亚国家旅游局邀请了来自马六甲
的知名舞蹈团，一连 3 日为参会观众带
来了精彩表演；著名的拉茶师傅 Teh
Tarik King现场展示了马来西亚拉茶
文化。作为本届广东旅博会的主宾国，
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和文化等部门带领
29 家企业亮相，积极宣传“2020 马来西
亚旅游年”“2020中马文化旅游年”。

据介绍，本届广东旅博会集结了境
内外旅游资源，来自亚洲、欧洲、南美洲、
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 50 多个国家和
地区参展；全国20多个省份文旅代表团
2 万多名专业买家以及 50 多万人次社
会公众参展参会，充分展现了本届广东
旅博会作为国际化一站式旅游交易平台
的优势。

同时，本届广东旅博会还打造产融
对接的高效平台，策划“文旅产业赋能”，
积极推动“文旅+金融”。在此间举办的
广东文化和旅游产业投融资对接会上，
涉及景区、文化旅游、乡村旅游、休闲旅
游以及综合体等类型的462个文旅投资
和贸易合作项目开展了对接。其中，10
亿元及以上项目 122 个，超过百亿元的
项目23个。

此外，东莞信托联合华侨城旅游、中
信资本、保利资本、恒大旅游集团、昆仑
保险、奥动文旅、前海开源基金等单位，
共同发起设立了 100 亿元“文化和旅游
产业投资基金”，支持文旅产业发展。

“广东市场化程度高、盈利能力强的
优质文旅项目不断涌现，为进一步推动
金融业和文旅产业合作发展奠定了基
础。”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
长汪一洋表示，要进一步释放文化和旅
游投资开发的巨大商机，打造粤港澳大
湾区世界文化和旅游高地。

数据显示，2018年广东省旅游总收
入达1.36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各项
主要旅游指标连年位居全国第一。今年
上半年，广东省预计实现旅游总收入
6909.9亿元，接待过夜游客 2.4亿人次，
旅游业已成为广东强劲的经济增长点和
消费热点。

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3天吸引50多万市民与专业买家——

文化与旅游碰撞出“火花”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建军 实习生 吴立婷

8 月底，在 2019 全球创投峰会集成电路和光电芯片
论坛上，由陕西光电子先导院、大西安产业引导基金、高
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引导基金等 12家单位联合出资
的“陕西先导光电集成创投基金”募资完成，标志着国内
首只专注于光电芯片领域的基金正式成立。

光电子集成产业是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陕西先
导光电集成创投基金”总规模 10亿元，目前已全部募集
到位。主要围绕消费光子、光子集成芯片和光电应用产业
布局和投资，侧重于早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项目，兼顾
成长期项目。该基金主要投向光电集成产业链上的优质企
业、骨干企业、高成长性企业。截至今年7月份，该基金
投资项目已达70个。

陕西省是全国重要的半导体领域教育、科研与生产制
造基地之一，现有半导体企业、科研院所及相关机构200
余家，从业人员5万余人，形成了从半导体设备和材料研
制与生产，到半导体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及系统应用，
产业链各环节联动发展的产业集群。

据统计，2018年陕西省半导体产业销售规模为686.8
亿元，同比增长4.8%；其中集成电路产业销售收入538.9
亿元，同比增长 6.3%，陕西省进出口额的七成由半导体
企业贡献。从 2012年至今，陕西省半导体产业年均复合
增长率超过 30%，2018 年在国内半导体产业规模城市中
排名第五位，仅次于无锡、上海、北京和深圳。

陕西省半导体行业协会执行副理事长何晓宁表示，陕
西省半导体产业将以新型功率和第三代半导体器件为突破
口，在低功耗、高可靠性、新结构和设计方法等领域巩固
原有创新成果，突破核心芯片关键技术，降低半导体产业
对外依存度，用产业基金撬动社会资本，推动产业链各环
节协同发展。预计到 2020年，陕西半导体产业规模将突
破1200亿元，到2025年将达到2000亿元，到2030年实
现半导体产业链主要环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跨越式
发展。

主投5G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首只光电芯片基金于西安成立
本报记者 张 毅

8 月 30 日，在

广东旅博会上，来

自马来西亚的马六

甲知名舞蹈团为观

众 带 来 了 精 彩 表

演。

本报记者
张建军摄

近年来，传统厨电出现颓势，但以蒸箱、蒸烤箱等为代表的新

兴厨电需求不断释放，成为拉动厨电市场增长的新动力。这是由

于时下“80后”“90后”年轻消费群体逐渐成为厨房烹饪主力，他们

对健康、品质生活的追求，推动了蒸箱市场销售量不断上升。
除了洗碗机，厨电业还有一张王牌

可打，蒸箱有望成为中国厨房新标配，
未来其市场规模很可能赶上油烟机和燃
气灶——这是记者日前在由中国家用电
器协会指导、中国家电网主办的“2019
中国蒸箱行业高峰论坛”上获悉的。

近年来，厨电市场承压运行，传统
厨电出现颓势，但以蒸箱、蒸烤箱等为
代表的新兴厨电需求不断释放，成为拉
动厨电市场增长的新动力。

市场研究机构奥维云网数据显示，
2019年 1月份至 6月份，家电市场全品
类 零 售 额 为 3968 亿 元 ， 同 比 下 跌
3.2%；厨电市场规模为281亿元，同比
下跌9.5%。蒸箱品类则稳步增长。

市场研究机构中怡康数据显示，
2019年 1月份至 7月份，带“蒸”功能
的微蒸烤产品 （包括蒸汽炉、蒸烤一体
机、微蒸一体机、微蒸烤一体机） 市场
规模为30.9亿元，同比增长4.4%。

不少蒸箱企业反映，虽然外部环境
等不利因素对蒸箱、蒸烤箱品类造成了
一些影响，但该品类主要消费人群基本
稳定。时下，“80 后”“90 后”年轻消
费群体逐渐成为厨房烹饪主力，他们对
健康、品质生活的追求，推动了蒸箱市
场销售量不断上升。

蒸箱在我国逐渐打开市场，反映了

家电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中国家用电
器协会厨电专委会技术路线图”显示，
融合了最新技术、外观靓丽、具有人性
化功能、便于操作的洗碗机、电蒸箱、
蒸烤一体机等新兴厨电品类的发展，不
仅符合技术路线图的当下重点与未来方
向，也是能带来更好生活品质的优质厨
电产品。

“蒸箱体现了营养、健康的生活理
念，是消费者追求品质生活的一个加分
项。”方太集团蒸烤微产品高级经理赖
鹏预计，蒸箱市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都将保持较快增长。

格兰仕生活电器营销本部销售总监
吴毅认为，传统厨电消费与房地产市场
态势呈正相关，而电蒸炉、蒸烤箱、微
蒸烤一体机等品类作为家庭品质提升需
求，其发展更多地与健康、便捷等体验
因素相关，正步入快速增长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眼下蒸箱市场整体
表现不错，但内部结构正在发生微妙的
变化。中怡康 2019 年上半年厨卫数据
显示，蒸汽炉零售额为 12 亿元，同比
下降 7.1%；嵌入式一体机零售额为 10

亿元，同比增长 27.2%。虽然蒸汽炉的
零售额相对较高，但嵌入式一体机增速
却非常明显。

赖鹏表示，在国内家庭厨房面积普
遍偏小的现状下，嵌入式复合机将逐步
释放巨大增长潜力，与单功能的蒸、烤
产品并驾齐驱，满足不同细分市场人群
的需求。

从产品功能来看，业界普遍认为，
“蒸”功能更能被中国消费者接受，使
用频率更高。与单机相比，复合机在

“蒸”的性能上并没有差异，甚至性价
比更高，自然会受到青睐。有相关蒸箱
企业判断，蒸箱产品未来可能会变成附
带“蒸”功能的产品，而不是作为单独
形态存在。

目前，各蒸箱企业积极展开嵌入式
蒸烤一体化产品布局。方太近日发布的
灶蒸烤烹饪机将灶具、蒸箱、烤箱有机
结合起来，可实现一体式操控，一个产
品搭载 36 种烹饪方式，让 30 分钟做出
6 菜 1 汤成为可能。博世家电的蒸烤一
体机在烧烤和烘焙过程中，可以利用蒸
汽辅助，让食材更加松软，其配备的智

能温控可自动感应烤箱内温度并调节烹
饪进程；食材探针可以让烹调者了解食
材状态，辅助做到“外酥里嫩”。

“蒸的烹饪方式和智能便捷的烹饪
操控，对于消费者而言都有着很大的需
求。至于这种需求将通过‘蒸箱’还是

‘复合机’形态去满足，消费者的选择
最终会给出答案。”华帝消烤蒸产品部
总监饶建安称，目前蒸烤品类总体处在
一个发展上升阶段，整体格局还没有稳
定。企业一方面要致力于把产品做好，
另一方面还要在市场培育、宣传推广方
面做好资源投入。

事实上，尽管近两年蒸箱品类增长
势头良好，但蒸箱在中国市场的普及率
依旧很低。“由于消费观念等方面的差
异，蒸箱目前还没有像冰箱、洗衣机、
空调那样成为中国家庭必需品，还属于
少数追求生活品质家庭的尝鲜消费。”
中国家电网总编吕盛华认为，就像如今
洗碗机正逐步替代手洗一样，越来越多
的人会选择洗碗机，未来蒸箱、蒸烤箱
也会最终替代传统的蒸锅。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副理事长王雷强
调，蒸箱、蒸烤箱这样的新兴厨电前景
可期。“我十分看好这个品类，相信它
能成为新兴厨电市场突围的主力军。也
希望生产厂家、渠道商、经销商等各方
都能共同爱护和培育它，各方要一同让
它成长为厨电产业甚至整个家电产业重
振的生力军，同时造福更多消费者。”
王雷说。

业内人士预测，蒸箱有望成为中国厨房新标配——

烹饪流行“蒸”功夫 新兴厨电担重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雷

从护理床到智能椅，从 VR
健身到文旅康养……近日在北京
举办的第八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
业博览会，向人们展示了正在向
养老服务领域渗透的各类装备设
计和智能制造产品。一大批针对
老年人“私人定制”的生活设备
和文旅产品涌现，标志着养老服
务正向更加智能化、精细化、生
活化发展延伸。

我国正加速步入老龄化社
会。根据全国老龄办公布的数
字，到 2020 年，我国老年人口
将达到 2.48 亿，占总人口比重
17%。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
下，促进养老服务供给有效对接
养老需求被明确为现阶段推进养
老服务提质发展的重点。

日前，国务院建立由民政部
牵头的养老服务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并发布《关于实施健康中国
行动的意见》 以及相关配套文
件，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
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开展 15
个专项行动。其中，以促进老年
人全面健康为目标，卫健委制定
了落实措施；在面向高等院校推
出的 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
点项目中，教育部深化职业教育
改革，将养老服务领域列入首批
试点范围。

“中国将成为转变当下和未
来养老事业困境的先锋。”在第
八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
上，国际老龄联合会国际关系部部长格雷戈瑞·罗斯·肖
称，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规模每年都在不断壮大。
今年，来自美、英、德、俄、法、日等 10余个国家和地
区的国际养老机构汇聚北京，超过200家参展商展示了特
色服务和产品，冀望精耕中国养老市场。

在本届博览会上，参展养老服务类产品越来越多地呈
现出跨界融合趋势。广州某养老服务公司将软件开发与养
老服务相融合，新推出一款无佩戴监控系统。公司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手环、胸卡等传统监测老人健康的设备需
要戴在身上，容易遗失或者损坏。该公司研发的这套设备
主要安装在公共场所，通过其高清监控摄像头快速捕捉人
体变化，从而自动报警。

“比如，一旦老人的身体重心突然降低，摄像头会感
应到变化，并判断老人是否摔倒或者出现意外，从而第一
时间自动向相关护理人员报警。”该负责人说。

有机构测算认为，到 2020年，我国失能老人将达到
4200 万，80 岁以上高龄老人将达到 2900 万，空巢和独
居老年人将达到 1.18 亿。空巢和独居老人偏向于生活照
料及情感陪伴，高龄老人在此基础上更偏向于医疗护理和
临终关怀，而失能老人亟需解决的是专业医疗和护理
问题。

专家指出，针对不同需求，提供不同养老产品和服
务，才能有效推动养老市场多元化。随着我国养老机构设
立许可放开，民营企业进入养老产业领域门槛大幅降低，
未来民办养老机构市场将迎来快速发展。

养
老
产
品
走
向
﹃
私
人
定
制
﹄

本
报
记
者

韩
秉
志

实
习
生

程
曼
诗

一大批针对老年人“私人定
制”的生活设备和文旅产品涌
现，标志着养老服务正走向智能
化、精细化、生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