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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集坊深圳專場論壇開講

嘉賓聚焦城市與文明
原國家博物館副館長、現任中國漢畫學會會
長陳履生（左上）。

【香港商報訊】記者伍敬斌報道：昨日，中國版權協會、中信出版集
團、深圳報業集團、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聯合主辦的 「城市與文明：遠
集坊深圳專場論壇」 在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召開。本次論壇聚焦城市與
文明的相關議題，與會嘉賓共同為中國城市發展和文化建設建言獻策。
論壇由深圳報業集團總經理、中國版權協會副理事長、粵港澳大灣區
研究院執行院長王躍軍擔任主持，中信出版集團董事長王斌，深圳市委
宣傳部副部長、市新聞出版局局長王楚宏等出席活動。據悉，這也是遠
集坊論壇首次走出北京來到深圳舉辦。

論壇主題具現實意義
王躍軍在論壇開場時表示，作為中國最年輕的特大
型城市，文化薄弱是深圳最大的短板，但這一切並沒
有阻擋住深圳創建新文化、創造新文明的步伐。不久
前，深圳第六次蟬聯文明城市的稱號，並且名列前
茅，為 40 年的深圳增添了新的光彩。同時亦要清醒看
到深圳文化軟實力不夠強，缺乏享譽全球的標竿文化
設施，圖書館、美術館的數量不及倫敦巴黎的四分
一，缺少類似米蘭時裝周、巴黎國際藝術節、紐約國
際電影節等知名文化活動。在這種形勢下，本次遠集
坊深圳專場論壇以 「城市與文明」為主題落地深圳，
不僅有厚重的理論價值，也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版權
協會理事長閻曉宏在論壇致辭中表示，深圳是一個非
常年輕、充滿活力和魅力的宜居城市，最近榮獲第六
屆 「全國文明城市」，足以說明文明要重視當下對城
市的塑造。
應該說，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40 周年在新中國的歷史
上不僅僅是一個縮影，更是一個高地、一個示範，特
別是深圳讀書月、雲上文博會等文化領域的建設成果
和經驗，為疫情常態化的文化傳播帶來了明媚的色
彩，為此，面向未來的深圳，為進一步推動文化領域
的高質量發展， 「城市與文明」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大
課題。

嘉賓為深圳建言獻策
論壇中，原國家博物館副館長、現任中國漢畫學會

中國民間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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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陳可石
（左下）。
文化學者、文創投資人、
《中國傳統色》作者郭浩
（右）。
李博 攝

會長陳履生帶來了 「博物館與城市」主題演
講。在演講中，他介紹了世界上多個別具特色的博
物館，並表示博物館是城市歷史的遺存，也是文化的
創造。一個國際大都市，博物館的數量與質量都需要
有一定的積累，深圳應該朝着這個目標努力。
文化學者、文創投資人、《中國傳統色》作者郭浩
則帶來了 「中國傳統色與城市色彩」主題演講。他認
為，中國傳統色彩是中國美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
把中華美學比喻成一個大廈，色彩可能是基石，或者
是一個方便門。中國的文化精緻、詩意和貴氣，中國
的色彩微妙、曼妙、雋妙。中國的傳統色彩充滿了
自然之美。如果城市的建設中也能對此有所參
考，那麼或許能幫助快節奏的現代人緩解內心
的焦慮，找回內心的和諧。
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營都市設計
研究院總設計師、改革開放 40 周年十大建築人
物、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城市規劃與建築設計
專業委員會主席陳可石參加論壇，他的演講題
目是 「城市文化與創新設計」。陳可石認為，建築
代表一種文化。粵港澳大灣區在世界各大灣區中是一
個後來者，對後來者來說，對標很重要。他介紹了世
界各個灣區的代表性建築，並圍繞深圳進行了思考。
他表示，深圳有非常好的資源，也十分切合海洋文
化。希望深圳能夠把海洋文化的大旗豎起來，把深圳
建設成為世界一流的城市。
據悉，遠集坊是由中國版權協會主辦，國家版權創
新基地承辦，於 2017 年正式搭建的一個文化交流平
台，推出的系列講壇活動秉承 「碰撞思想火花，匯集

灣區軌交運營提速
廣清城際即將通車

八方智慧」的理念，長期邀請人文、社科、科技等領
域的專家學者深入研討，努力為經濟、社會、文化發
展提供智力支持。

廣西桂平將「雲銷售」拓海外服裝市場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鳳鳴報道：11 月 23 日晚，中
山市小欖鎮菊花園內，第十二屆中國民間藝術節舉辦
了開幕晚會。來自全國知名的專家學者、25 個省市自
治區的 34 支民間文藝表演隊伍及民間文藝家齊聚一
堂，共度節日。
參演節目有來自陝北的安塞腰鼓、來自雪域高原的
西藏民歌、來自白山黑水的達斡爾族傳統舞蹈……34
支民間文藝表演隊伍接連登場，為現場近千名觀眾聯
袂奉獻了地域風格濃厚的高水平民間歌舞表演。
本屆中國民間藝術節以 「花動菊城、風起香山」為
主題，將舉辦兩場第十五屆 「山花獎‧優秀民間藝術
表演」（民間廣場舞、民歌）初評活動和展演，1 場
民俗文化論壇和非遺文化調研採風，一場第三屆廣東
農民畫展，五場文藝志願服務進社區慰問演出，全面
呈獻民間文化大餐。
同期舉辦的小欖菊花會與民間藝術節相得益彰，共
同營造了盛大隆重、和諧浪漫的節日氛圍。系列活動
將一直持續到 12 月 13 日。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琳、歐陽萍報道：作為中
國休閒服之都，廣西桂平市將於 12 月 18 日至 19 日兩
天舉辦首屆中國‧桂平（木樂）國際文化旅遊休閒運
動服裝節，屆時，將通過 「阿里巴巴國際站」，以
3D 實景的方式向海外買家展示工廠生產和樣品間，
實現商品雲展示、商貿雲對接、商品雲特賣。
紡織服裝產業是桂平市傳統優勢產業，目前，桂
平已形成了 「紡紗-織布-印染-繡花-織羅紋-鬆緊
帶-設計-製作-銷售」全系列產業鏈，以及產、
供、銷一體化格局，集聚了服裝企業 400 多家，自
主品牌 100 多個，服裝年產量達 2 億多套，是廣西最
大的休閒運動服裝生產基地，產品暢銷全國，遠銷
美洲、非洲及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
「受到疫情影響，桂平市紡織服裝產業最初也面
臨外貿訂單大幅下滑的局面。」桂平市組織部部長
趙理介紹，通過系列扶持和快速的轉內銷市場調
整，目前，桂平市服裝行業的銷售量已恢復到去年
同期銷售量的 85%以上，訂單數量還在上升。

東博會將辦農業系列活動
【又訊】記者李麗芳報道：11 月 27 日至 30 日，
東博會將在廣西南寧國際會展中心舉辦。期間，第
五屆中國-東盟農業國際合作展、中國-東盟博覽會
廣西農業展、第二屆世界茉莉花大會、第 2 屆中國東盟農業職業教育交流會四項農業活動將舉辦。
農業是中國與東盟國家重點合作領域，也是最早
實施中國-東盟自貿區 「零關稅」的領域。作為中
國與東盟農業交流與合作直接、有效的平台，歷屆
東博會舉辦農業展，設置中國-東盟農業國際合作
展區，並配套舉辦系列經貿促進活動，為中國農業
企業開拓東盟市場提供便捷渠道。
今年第五屆中國-東盟農業國際合作展的主題是
「
共建數字農業 賦能鄉村振興」，以數字農業、特
色農產品、品牌農業、 「
兩區」（境外農業合作示範
區、農業對外開放合作試驗區）建設為展示重點，將
有來自全國 25 個省區百餘家企業上千人參會參展。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廣清城際（花
都站至清城站）、廣州東環城際（花都站至白雲機
場北站）兩條城際線路即將開通，昨日，廣州地鐵
集團邀請媒體記者及 30 位公眾代表試乘線路。兩條
城際線路的開通，將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軌道交通實
現 「
一張網、一張票、一串城」 一體化運營格局。

清遠到廣州最快 16 分鐘
廣清城際全程 38.2 公里，共設 6 個車站，其中，
花都站、樂同站為地面站，獅嶺站、銀盞站、龍塘
鎮站、清城站為高架站；廣州東環城際全程 22.6 公
里，共設 4 個車站，花都站為地面站，花城街站、
花山鎮站、白雲機場北站為地下站。
廣清城際最高速度 200 公里/小時，廣州東環城際
最高速度 160 公里/小時。清遠到廣州最快僅需 16 分
鐘。據悉，廣清城際、廣州東環城際將採用 「清
城-花都-白雲機場北」貫通運營。每天早上 6 時 15
分清城站往白雲機場北站方向開行 1 列大站停列車
（中間站僅停花都站），其餘列車均採用站站停方
式。清城站至花都站大站停單程旅行時間約 16 分
鐘，站站停旅行時間約 33 分鐘；花都站至白雲機場
北站大站停單程旅行時間約 14 分鐘，站站停旅行時
間約 21 分鐘。
廣東城際運營公司車站服務中心總經理朱小山向
記者介紹，廣清城際、廣州東環城際單程全價票最
高票價為 34 元，為清城站至白雲機場北站；站間最
低票價為 5 元。旅客可選擇 12306 購票系統或城際鐵
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務系統進行購票。12306 系統
提供線上、線下購買電子客票，並可提供紙質報銷
憑證。

營口西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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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港城，縱橫世界經濟版圖，着
眼全球化視野大格局、大發展、大未
來。世界首屈一指的港口優勢，孕育
「關外上海」 之繁榮盛景，成就北中
國 橫 跨 300 年 的 商 貿 中 心 與 金 融 中
心。翻越歷史的溝壑，今天的西市將
在這片熱土之上再譜詩篇。
今年以來，遼寧省營口市西市區全
力 推 進 營 口 1861 網 紅 電 商 產 業 園 建
設，並將其作為發展新經濟、盤活閒
置資產的典型，同時作為發展直播電
商、打造總部經濟的重要支撐。它的
命名，既是對營口 1861 年對外開埠的
歷史追記，更是西市區線上線下對外
開放的宣誓。在營口打造 「中國網紅
經濟之都」 進程中，發揮營口 1861 網
紅電商產業園的平台優勢，有目的、
有規劃、有步驟地把老街文化基因植
入園區文化。

迭代 「關外上海」 領銜 「網紅時代」
■ 新媒行業網紅電商專家
營口 1861 網紅電商產業園座落於營口西市區智泉街，
佔地 3 萬平方米。園區由運營中心、直播中心、培訓中
心、選品中心、餐飲配套服務區、室外短視頻拍攝基
地、雲倉七大職能區組成，定位為新媒行業網紅電商專
家，營口地區網紅主播孵化基地+產業生態鏈基地。園
區專注於服務營口本地乃至東北地區 MCN 機構、傳媒
公司、網紅、品牌供應鏈等產業機構，可為入園企業提
供專業電商培訓、網紅電商直播、影視後期、傳統企業
電商轉型升級等一站式網紅電商服務。
■ 網紅達人孵化基地
目前，上海交大產業發展研究院李響教授、知學學院
與魯院長、新媒體學院申晨教授、SMRAT 度假產業專
家委員會王旭秘書長等新媒體行業頂級大佬作為產業園
智庫核心導師，定期培訓講學。同時，營口職業技術學
院和營口戲校（秦海璐母校）與園區達成網紅達人輸送
孵化服務協議，將為園區輸送大量網紅電商行業人才。
■ 產業鏈生態基地
據了解，入園平台有快手遼寧食品產業帶、遼商總會
營口直播電商平台、統戰+直播平台等平台紅旗大集、
萬隆廣場；入駐公司和培訓學校有國聯控股北京小資鳥

營口遼河老街

電子商務有限公
司、天津益達互動
科技發展有限公
司、營口寶萊塢文
化傳媒有限公司、
營口東方職業技術
學校。入駐供應鏈
「自貿門」
營口西市區夜景
品牌有中糧、中國
營口新地標：
供銷總社、易捷跨
■ 新產業 新平台 新電商 新機遇
境電商、百世雲倉、徐福記、完達山、正大食品、聖士
營口
1861 網紅電商產業園依託營口自貿區及營口港亞
食品等品牌。未來還將引進更多平台、公司及品牌供應
歐大陸橋
「一帶一路」樞紐優勢，直接對接俄、日、韓
鏈。
跨境電商，並充分挖掘本土農特產品、文化、旅遊優
■ 豐富節日活動 助力網紅經濟之都
勢，大力發展直播+助農、直播+文創、直播+旅遊。同
營口 1861 網紅電商產業園自開園以來，不斷創新和加
時，把網紅電商和營口百年老街文化相融合，將網紅引
持，發揮互聯網、大數據等重要作用，為 「深耕河海文
進老街，以文化之魂帶動文旅產業發展，打造新經濟業
化」作出新貢獻。8 月 19 日，該產業園受邀參與《全省
態發展新高地。園區設有電商運營中心、電商大數據服
推動電商直播促進網紅經濟工作現場會》，代表營口參
務中心和電商產業區。伴隨移動
5G 入園，可為入駐企
與所有網紅經濟主要展示環節，協同老街向全省展示營
業提供完善的基礎設施配套服務和電商培訓、網紅電商
口網紅經濟優秀業態。9 月 22 日至 27 日，中國（營口）
直播、影視後期、線上店舖指導、分銷渠道拓展、倉儲
海蜇節暨東北亞農副產品博覽會閉幕，該產業園的新經
物流快遞、品牌策劃、營銷推廣、傳統企業電商轉型升
濟業態 「扶貧助農計劃」，使線下市場和田間農戶，全
級、創業孵化等全產鏈、一站式電子商務配套服務。
力向 「線上」轉型，旨在早日實現電商助農，精準脫
當電商時代磅礴啟幕，西市區凝心聚力、乘勢薄發。
貧。10 月 16 日至 22 日，以 「聚力直播電商‧賦能營貨
營口 1861 網紅電商產業園順應時代發展脈搏，發揮網紅
出營」為主題的遼寧首屆電商直播節收官，該活動由營
經濟在跨境電商領域的獨特優勢，以新業態助力城市經
口 1861 網紅電商產業園承辦。直播節期間，產業園運用
濟闊步前行。該產業園憑藉雄厚企業實力，締造三萬餘
新媒體電商方式推廣銷售營口製造優質產品，營造全市
平米全產業鏈網紅電商平台，跨界拉動城市發展，助力
直播經濟發展良好氛圍，推動直播、短視頻製作成為營
營口 「打造世界級網紅電商文化之都」，成就新時代營
口重要新興產業，努力將營口打造成全國直播經濟總部
口城市新名片。
基地，助力網紅經濟之都，賦能新經濟業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