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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关注

本报讯 据新华社报道，4月16
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筹备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
党中央着眼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
开放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我国主动
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按照政府

工作报告部署，认认真真抓好落实，
扎实推进筹备工作，一件一件落实
具体措施任务。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着力
在“不一般”三个字上下功夫，全力
打造高水平的国际一流博览会。要
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向世界著名展
会看齐。要坚持高起点、严要求，实
现“一流企业、一流产品、一流环境、
一流服务、一流成效”。要搭建好国

家展、企业展和论坛三大支柱，把
“三合一”的特点充分展现出来，凸
显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的鲜
明特色，增强影响力和吸引力，将进
口博览会打造成为推动新一轮高水
平对外开放的标志性工程。

现在，距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开幕只有 200 多天。按照《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总体方案》《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实施方案》及具体

工作方案，明确任务书、责任人、时
间表，倒排工期，抓好招展招商、外
事接待、安全保卫、场馆改造、城市
保障、新闻宣传等重点工作落实。
要靠前指挥，尽快组建现场指挥
部。要加强督导，确保筹备工作进
度。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把办
好进口博览会当作一件大事，齐心
协力确保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取得圆满成功。 （辛华）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筹委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 4月15日，第八届北
京国际电影节在北京雁栖湖国
际会展中心开幕，中国电影票
房三甲《战狼 2》《红海行动》《唐
人街探案 2》的主创人员齐聚北
京国际电影节，与 2000 名来自
全 球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电 影
人、电影机构、电影爱好者共同
见证辉煌时刻。

备受瞩目的北京国际电影节
红毯环节，在户外的星光广场进
行，山水映衬，灯光点缀，百余位
明星争奇斗艳，粉丝的尖叫声和
像机的快门声不绝于耳。最具特
色的明星鸡尾酒会，在视野开阔
的内环廊举办，自上而下的落地
窗，让嘉宾置身于雁栖湖的青山
绿水之间畅聊电影文化，与天坛
奖“天人合一”的理念高度契合。
中西方结合的餐饮，让美景与美
食不断刺激着人们的感官，独具
匠心的设计是将北影节风车 logo
的七种颜色与菜肴、甜点、水果、
饮品相结合，再点缀上七彩的天
坛奖杯装饰，搭配上七彩的服务
人员造型，将七彩影印主题展现
的淋漓尽致。最具仪式感的开幕
典礼，在气势恢宏的大议会厅举

行，中国传统纹饰，圆形场内布
局，更突出了电影节“美美与共”
的独特内涵。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主办
方用“中国风、主旋律、北京情、
国际范”12个字高度评价了这场
文化盛会。随后的几天，北京国
际电影节评委会将在雁栖湖国
际会展中心专业的审片室对 15
部入围影片进行评定。值得一
提的是，中国电影票房亚军《红
海行动》也在其中。最终结果将
于 4 月 22 日在雁栖湖国际会展
中心举办的闭幕式暨天坛奖颁
奖典礼上揭晓。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由北
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主办，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
局、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北
京电视台、北京北控置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承办，作为广受关注
的国际电影盛会和首都文化盛
事，共吸引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300 家中外电影机构的 1.5 万名
嘉宾、名家欢聚北京，共商电影
未来发展，必将再次推动世界电
影艺术的繁荣进步。

（高许）

中国电影票房三甲
齐聚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春光四月，聚焦泉州。日前，第 4 届
中国（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品牌博览
会（简称海丝品博会）、2018中国石狮国际
时装周和第 21届海峡两岸纺织服装博览
会（简称海博会）在美丽的海滨城市——
福建石狮举办。

海丝品博会、海博会和中国石狮国际
时装周三会联办，把世界知名品牌和流行
趋势请进来，让更多中国品牌走出去，实现

“一带一路”新融合。三大展会得到了国家
部委、福建省和泉州市各级领导的支持，吸
引了广大客商、企业家的积极参与。

石狮是泉州纺织服装产业的重要基
地。近年来，石狮以其对会展经济的不断
创新、对开放共赢的深刻理解、对本土文
化的深度自信，谱写出一曲扎根本土、弯
道超车，以海为媒、开放共赢的世纪之歌。

中国石狮国际时装周再出发

4月17日，2018中国石狮国际时装周在
石狮服装城开幕。今年时装周的主题为“时
尚石狮·魅力海丝”，设置主会场和分会场，时
装周期间举行15场服装发布会及相关活动。

中国石狮国际时装周开幕秀举行了
“石狮杯”福建省第三届十佳服装设计师
评选终评，斯得雅、金苑、爱登堡、季季乐
四家石狮本地品牌发布了一场联合秀，展
现了石狮设计的本土力量。中国石狮国
际时装周聚集了目前石狮服装最具代表
性和影响力的品牌，覆盖商务男装、时尚
潮装、女装、童装等多个领域。

作为海丝品博会和海博会的标志性
活动，本届中国石狮国际时装周进一步提
升了展会规模、层级和品质，致力打造发
布流行趋势、展示时尚创意的平台。时装
周除了向业界集中展示国内外知名服装
设计师的风采外，还配套举办 6场对接研
讨会，促进本地企业、高校与设计师的互
动交流、对接合作，为石狮时尚服装产业
带来新思路、注入新活力。

今年时装周主会场时装发布秀包括
石狮童装协会校服专场发布、福建省“十
佳”设计师根据石狮面辅料设计的服装作
品联合展示、石狮服装设计师协会联合
秀、古由卡潮流时尚品牌发布会、传奇保
罗英伦复古风品牌发布会等。分会场发
布秀包括高校科技服装联合发布会、“服
装城杯”第二届石狮十佳服装设计师和优
秀服装设计工作室评选会等。此外，在海
博会现场，每天举办两场“狮城魅影”服装
快闪秀，为展会增添人气。

今年中国石狮国际时装周持续至 4
月20日闭幕。

海丝品博会助力海丝沿线经贸交流

4 月 18 日，第 4 届海丝品博会在泉州
石狮服装城展览艺术中心开幕。本届海
丝品博会的主题为“新丝路、新合作、新融
合”，吸引了来自全球近 40个海丝沿线国
家（地区）的参展企业共计 318家，参展商
近 500人。据介绍，本届海丝品博会由原
来的 3 天延长至 5 天，将于 4 月 22 日闭

幕。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买家及观众都
有机会参与到海丝品博会的洽谈和采购。

以“人工智能与产业转型升级”为主
题的智能制造馆，成为本届海丝品博会
新的一大亮点。组委会希望通过展示泉
州及国内先进的新科技与产品，促进泉
州企业与国际顶尖高新技术公司的交
流、合作与对接，催生以智能技术为核心
的新兴产业。

近年来，泉州以“海丝先行区”“中国
智能制造2025”试点以及“创新型城市”建
设为契机，在城市发展模式上不断借力，
特别是借助“互联网+”、智能制造、新材
料等当今产业风口，嫁接全球资源，推进
融合发展。

展会现场，福建（泉州）哈工大工程技
术研究院、泉州华中科技大学智能制造研
究院、福建省物联网科学研究院、微柏工
业机器人（泉州）有限公司、泉州市领界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等十多家从事智能制造
的院所、海洋智能装备公司、智能家居企
业及石狮智能产业联盟的多家智能制造
公司联合参展，展示工业机器人、水下机
器人、3D打印、智慧互联网及智能家居产
品等智能产业前沿技术与产品，同时开展
企业间的合作洽谈对接。

记者注意到，本届海丝品博会的展品
范围主要为海丝沿线国家（地区）的服装
服饰、家居饰品、特色食品、农产品、传统
手工艺品、咖啡、保健品、酒类、厨房家电、
护肤品以及智能制造产品等，以及法国、

加拿大、格鲁吉亚、蒙古、印度、尼泊尔、泰
国、韩国、日本以及来自中国台湾、香港、
澳门等近 40个国家和地区的优质跨境产
品。这场海丝沿线国家（地区）经贸采购
交流盛会将推动泉州乃至福建省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经贸文化交流合
作，实现共建、共赢、共享目标。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历史
悠久、文化多元、积淀深厚。为弘扬泉州
海丝品牌和“一带一路”倡议，位于一层的
泉州海丝精品元素展区，设置了代表泉州
品牌经贸文化的四大展示馆：安溪茗茶与
藤铁工艺馆、德化瓷器馆、永春香道馆及
惠安雕艺馆，展示曾经漂洋过海的茶文
化、源远流长的白瓷艺术、中国香都的千
年香韵及石雕之都的特色工艺，全方位诠
释极具海丝底蕴的优质品牌产品与文化
内涵。

为做好本届海丝品博会的筹备工作，
泉州市贸促会自上届海丝品博会闭幕后
就着手筹备，举全会之力，发挥系统合力，
积极推进海丝品博会策划、招商招展、宣
传推介、设计搭建等。同时，在福建省贸
促会的指导和牵线下，积极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商贸机构联系沟通。
为提升展会实效，主动与其他机构协调组
织专业观众参观，并多次对参展商进行对
接需求摸底，及时组织本土相关企业与国
内外展商开展洽谈，以便引导专业观众与
展商进行实质性的对接。

海博会打造交易型专业展

4 月 18 日至 20 日，第 21 届海博会在
石狮国际轻纺城举办。本届海博会设置
A、B、C 三个展区，总面积达 6.5 万平方
米，参展企业 580 多家。在展会现场，既
有石狮本土特色的纺织服装企业，也汇聚
了全国各地的纺纱、织造、漂染、成衣加
工、服装设计、面辅料、机械、外贸、电商等
全产业链的参展企业。

本届海博会本着集中办展的原则，将
男装、女装、童装、成衣、面料、辅料、机械、
电商、产学研、产业集群、科技创新、贴牌
代工及中国台湾馆、流行趋势发布区统一
集中到石狮国际轻纺城展出，意在压缩展
出面积，凝聚行业精华，力在打造交易型

专业展会。
由石狮市政府主办，石狮市电商协

会、青创城国际网批中心、海西（石狮）电
子商务园区等承办的第六届石狮电子商
务大会与本届海博会同期举行，500 余位
电商专家、企业负责人、服务商代表受邀
出席。本届电商大会以“创新共享·质造
未来”为主题，邀请众多业界精英聚焦“质”
造转型，关注创新共享，探索县域电子商务
发展新格局。同时，大会打造1000余平方
米的场景体验式电商展馆，让观众体验智
能生活新方式。同时，主办方还举办了多
场行业论坛和供采对接会。

本届海丝品博会和海博会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积极
融入福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
和泉州“海丝先行区”建设，以市场规律为
遵循，以服务企业需求为导向，由石狮纺织
服装产业联盟参与承办，把展会的招商、规
划、服务等全流程交由专业的会展公司运
营，让企业成为产业转型、升级、合作的主
体。围绕展会主题，组委会策划了 9场综
合活动。其中，福建省贸促会牵头的第 3
届海上丝绸之路产业对接会，重在“一带一
路”建设的对接与合作，是深化国际产业合
作的主平台。泉州市政府与香港贸发局签
订了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备忘录。石狮市政
府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以展会经济带动招
商引资，促进投资贸易双向发展。

立足泉州，面向世界，本届海丝品博
会和海博会延续“两岸、规模、专业、休
闲、时尚”的思路，通过搭建沟通交流平
台，拓展国际国内视野，推动市场、产业、
企业互动合作共赢，努力展现新形象、体
现新作为。

福建石狮海丝品博会、海博会、时装周三会联办

多方联动共搭台 千企聚首谋合作
■ 文/图 本报记者 谢雷鸣

4月27日至30日，第13届中国
（义乌）文化产品交易会（简称第 13
届义乌文交会）将在义乌国际博览
中心举行。台州文化企业一直是义
乌文交会的老朋友，今年将以全新
的文化产业大市场面貌亮相。

台州经济，民营为本，本立市兴。
如何充分发挥台州民营经济的

巨大优势，引导活跃的民营资本进
入文化产业，支持发展非公有制文
化企业，培育壮大文化市场主体的
蓄水池？对台州的文化产业人来
说，这是一次探索。

小文具打开国际市场

面对商机巨大、内涵丰富的文
化产业，台州商人郏岩斌既没有选
择艺术影视文化项目，也没有选择
发扬传统文化或是满足人民精神需
求的娱乐休闲项目，他将目光投向
了并不起眼的办公用具。

1989 年，郏岩斌创办了黄岩鉴
湖文化用品厂。在此期间，他敏锐
地察觉到文化用品与办公用具的商
业价值。1995 年，公司正式更名为
浙江得力佳文具有限公司（简称得
力佳）。23 年后，得力佳已经成为
一家集办公本册、学生本册和塑料
文具等文化用品于一体的现代文具
企业，拥有从研发、采购、生产、品保

到销售等全套优质可行的经营管理
模式。

在得力佳的样本展示厅里，摆
放着上千册各式各样的本册，五颜
六色，精巧别致。得力佳国际贸易
部副总经理孙茜茜随手拿起两本，
指着橘红色的封皮说：“这本是出口
到西班牙的。”另一本深蓝封皮的本
册则出口俄罗斯——得力佳90%的
贸易以外贸为主。

这是两本设计风格完全迥异的
本册。

“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喜好、审美
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英国人喜欢严
谨、复古的设计，美国人喜欢体现新
鲜事物，俄罗斯人喜欢增加一些新
颖的元素。”孙茜茜说，针对不同职
业的本册设计也不一样，比如出口
给菲律宾药店使用的本册，会在册
子中增加医药知识。

如今，得力佳的本册日产量达
50000 本，产品远销欧美、非洲、东
南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得力佳用小小的办公用具打开
了国际市场，证明文化产业确实商机
无限，也为浙江省的文化产业链条打
开了新的可能性。”郏岩斌说。

文化产业项目持续发力

在台州市文化产业发展中，民

营资本成为中坚力量。其中，被认
定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并为
G20 杭州峰会开发制作了国礼和
系列产品的浙江台绣服饰有限公
司格外耀眼。

G20 杭州峰会期间，在中国丝
绸博物馆 G20 贵宾接待室，一张饱
含浓烈中国风、红红火火的桑椹屏
风被放立在正中央，典雅大气、夺人
眼球。这张屏风正是出自首届中国
刺绣艺术大师、台绣第三代传承人、
浙江台绣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设
计总监林霞之手。

据该公司总经理王为民介绍，
台绣是台州四宝之一。“现在，公司
生产的台绣产品不但有保持海门雕
绣传统的睡衣、手帕、长裙等，还有
融传统手工刺绣技艺与现代女装于
一体，体现台绣独具个性的、时尚的
女式时装。”他说，“我们将台州刺绣
技艺的应用推向了新的广度与深
度，使它的艺术性与实用性更完美
地结合在一起。”

今天，“台州真丝雕平绣绣衣”
已被列入浙江省传统工艺品重点保
护项目，台绣也被列入台州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成了国宝家珍。

同样成为珍宝的，还有仙居
枕艺。

浙江竺梅进出口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关珊娟是仙居枕艺的第
三代传承人。她不仅将枕艺的传
统图案与现代气息相结合，还将枕
艺技艺运用到健床枕系列上，开发
出系列仙居枕艺产品，深得消费者
喜爱。“消费者在享受高科技新材
料带来舒适感的同时，又能感受到
仙居枕艺传统文化的魅力，实现了
艺术价值与实用价值兼具的产品量
化生产。”

而今，仙居枕艺产品远销日本、
美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更多
人了解了仙居枕艺与中国枕艺文
化。仙居枕艺也获得台州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仙居县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的称号。

事实上，挖掘、保护和开发具
有台州特色的民间工艺制作技艺，
是该市近年来一直倡导并在做的
事。《台州市文化产业“十三五”发
展规划》顺势提出的“着力构建 1+
6产业体系”中，艺术品产业也包含
其中，将与国内外艺术设计类院
校、创意设计机构合作，成立工艺
美术创新研发中心；与休闲旅游
业、文化会展业、文化制造业等结
合，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线路
以及系列工艺美术旅游纪念品。
如此，台州的传统文化产业项目或
将更加风华正茂。

来义乌文交会 看台州文化产业大市场
■ 彭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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