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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亞方舟」
諾亞方舟」 風箏

濰坊風箏
一個飛遍世界的產業
顏值高，實力強
顏值高，
實力強，
，濰坊風箏產業一飛沖天
濰坊風箏產業一飛沖天。
。
自 1984 年開始舉辦
年開始舉辦濰坊國際風箏會
濰坊國際風箏會，
，讓濰坊的風箏 「飛」 進了大眾的視野
進了大眾的視野，
， 「飛」
遍了中國大地的上空，
遍了中國大地的上空
，也 「飛」 向了世界五大洲
向了世界五大洲。
。如今
如今，
，濰坊市風箏企業發展到 300 多
家，設計生產的風箏規格品種達到上千種
設計生產的風箏規格品種達到上千種，
，風箏產業鏈從業人員 8 萬多人
萬多人，
，風箏及相關
產業年產值超 20 億元
億元。
。 在國內市場上
在國內市場上，
， 每 10 隻風箏就有 8 隻是濰坊造
隻是濰坊造；
； 在國際市場
上，每 10 隻風箏就有 7 隻是濰坊造
隻是濰坊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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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風箏產業文化交易博覽會，兩屆博覽會的
總交易額分別達到1億元和1.2億元，為風箏生
產企業和經銷商搭建一個集中展示、交易的平台。

傳統風箏 守正創新

風箏盛會 賦能產業
隨着新中國的成立，濰坊風箏煥發了新的生機，風
箏交流活動日趨頻繁和擴大，濰坊
風箏開始與世界接軌。特別是
1984 年首屆濰坊國際風箏會以
來，濰坊風箏的知名度大幅提
升，國內外銷量持續增長，風
箏企業數量迅速增多，小小的濰
坊風箏藉助濰坊國際風箏會的東

因勢利導 做大做強

放飛龍頭風箏
風，做成了大產業。
首屆濰坊國際風箏會時，濰坊市有 20 家風箏企業，
規模小、效益低，是手工式風箏作坊，年銷售額僅有
20 多萬元。隨着國際風箏會的舉辦，現在濰坊市風箏
企業發展到 300 多家，坊子區的王家莊子村和寒亭區
的楊家埠村已成為主要的風箏生產加工基地。該市每
年生產風箏約 1.2 億隻，設計生產的風箏規格品種達到
上千種，風箏產業鏈從業人員 8 萬多人，風箏及相關
產業年產值超 20 億元。
濰坊生產的風箏已遍及 50 多個國家和地區，佔據國
內市場的 85%和國際市場的 75%，現代風箏成為市場的
新生力量，軟體風箏、夜光風箏、沖浪風箏、特技運
動風箏等成為對外出口的主力軍。同時也湧現出了如
濰坊天成、濰坊凱旋、楊家埠、飛人風箏廠等一些年
銷售千萬元以上的較大企業，出口企業 39 家。濰坊風
箏除在當地銷售外，國內的北京、上海、義烏等地是
其主要的營銷集散地；在國外，已遠銷歐美、東南亞
等 40 多個國家和地區。

風箏電商 異軍突起
近年來，隨着電商行業的突飛猛進，濰坊的風箏企
業也緊跟潮流，實現線下線上兩條腿走路，規模較大
的風箏電商企業達到 50 家。
濰坊風箏產業界最大的股份制生產企業兼出口企業
——濰坊凱旋風箏製造有限公司，2004 年就在阿里巴
巴國際站註冊了推廣平台，把絕大部分業務都搬到了
網上進行。
在被譽為 「中國風箏第一村」的坊子區王家莊子
村，一隻隻風箏通過電商平台 「飛」往全國各
地。在王家莊子村，風箏加工廠突破百家，規
模較大的商家超過八成，八成以上的風箏加
工廠都有了自己的網店，實現了線下線上
同步銷售，這裏年產風箏達 9000 萬隻，
年產值逾 2 億元。
為促進風箏產業發展，弘揚風箏文
化，推廣風箏運動，形成規範、高效
的風箏交易市場，濰坊市於 2019 年、
2020 年連續舉辦了兩屆中國（濰坊）

得益於風箏會的舉辦和風箏文化的傳播，濰坊的風箏
產業由小到大，朝着規模化、集團化、高端化發展。這
期間，也離不了濰坊市對風箏產業的培育和扶持。
堅持 「走出去」戰略，積極推動濰坊風箏、風箏匠
人走出濰坊。先後在美國、意大利、新西蘭、澳大利
亞、法國、馬來西亞、加拿大、韓國、日本、南非等
國家和中國台灣、中國香港開展了濰坊風箏文化交流
活動，參加過國內 31 個省、市、自治區舉辦的風箏節
會活動。
2013 年第 30 屆中國濰坊國際風箏會期間，濰坊市扎
製獨具特色的風箏大篷車，到全國 15 個重點城市進行
風箏放飛、民俗藝術品和濰坊景觀名勝圖片巡遊展
示；2018 年舉辦了 「我帶風箏遊濰坊活動」，進一步
擴大了濰坊風箏和濰坊文化旅遊的影響力；為慶祝新
中國成立 70 周年，2019 年 9 月 24 日 「雲門壯志 風箏
圓夢——濰坊風箏中國行」全國放飛活動啟動。本次
活動與新華網合作到祖國的東西南北端和泰山、黃河
壺口瀑布進行放飛，行程 12000 公里……
圍繞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推動濰坊風箏產業做
大做強，加強資源整合，建立濰坊風箏產業生產聚集
區，打破單家單戶小作坊式的生產模式，打造現代化
風箏生產領軍企業，擴大高端優質風箏如精品傳統風
箏、現代風箏、動力風箏和沖浪風箏的生產規模，正
在建立風箏產業標準體系，制定風箏產業規劃，鼓勵
風箏企業採用新材料、新技術製作高附加值的產品。
推進規模化生產，打造產業園區。促進濰城、坊
子、寒亭風箏生產廠區化，推進建設國際風箏文化產
業園，並吸引外地風箏企業落戶產業園，支持坊子區
王家莊子村和寒亭區楊家埠村創建風箏文化特色小
鎮。
助推風箏企業擴大銷售，鼓勵支持風箏企業走出去
開拓國際市場，宣傳中國文化。在風箏生產相對集中
的坊子區王家莊子村，打造電子商務淘寶村。
濰坊高度重視風箏知識產權，注重風箏商標專利的
保護，並逐步規範風箏市場和交易秩序，使濰坊風箏
產業走上一條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路子。目前，濰
坊風箏正在申報國家地理標誌產品。
濰坊風箏，由於政府的重視和人民的鐘愛，伴隨着
濰坊國際風箏會的連續舉辦，已成為當代濰坊人的文
化象徵。它越洋過海，聯結起了世界人民的友誼，也
成為濰坊市經濟騰飛的巨大槓桿。濰坊的風箏產業也
經歷了從小到大、由弱到強的轉變，走上了傳統技法
與現代新科技相結合的道路，在世界舞台上大放異
彩。

孩童在放飛場奔跑

國際風箏會 搭建經貿合作平台

據史料記載，濰坊風箏宋代開始流行於民間，明代
普及，清代乾嘉時期盛行鄉里。當時濰坊開始出現專
門從事風箏製作的民間藝人，在濰縣白浪河沿岸扎製
風箏，新穎好看，起飛高穩，遠近聞名。而且年年有
民間或官辦的風箏賽會，連許多外地的風箏商販和風
箏藝人也慕名而來。
以竹篾為骨架，以絲絹糊面，然後飽蘸丹青，一筆
一划勾勒、渲染……經過幾十道工序，一隻栩栩如生
的風箏才得以誕生。 「自古傳法，薄如懸絲」，濰坊
傳統風箏是工藝、美術與匠心的結合，硬翅、軟翅、
串式、板式、立體、動態風箏，無不工藝精湛，具有
選材講究、造型優美、扎糊精巧、形象生動、繪畫艷
麗、起飛靈活的風格與特色。
長期以來，濰坊風箏產銷主要集中在兩處：一是老
濰縣，二是楊家埠。老濰縣風箏（城派風箏）是以十
笏園為核心的老濰縣 「雅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
是傳統藝匠派的典型代表。而楊家埠風箏作為民間傳
統風箏的代表，大量吸收了木版年畫的用色風格，怡
紅快綠，明黃亮藍，生猛而濃烈，大膽而誇張。一個
是淡煙流水畫屏幽，一個是濃墨重彩鋪排來，卻有着
靈魂上的共同點：無論是造型還是製作工藝，都有着
一種精益求精守正創新的工匠精神。世代傳承的精湛
技藝，為濰坊風箏這個品牌的打造積蓄着資本、貢獻
着力量。

沖浪風箏

濰坊國際風箏會是集風箏、文化、旅遊、
招商四大板塊於一體的綜合性國際盛會。
「
風箏牽線、文體搭台、經貿唱戲」，濰坊
在全國率先創出了文化與經濟相結合的對外
開放經驗。每屆風箏會期間，濰坊都能洽談
簽約一大批重點招商引資項目。
「
十三五」期間濰坊藉助風箏會，共簽約
項目 162 個，總投資額 1192.2 億元。據統
計，濰坊國際風箏會舉辦 37 年來，各類活
動共吸引濰坊市外資金約 5000 億元，美國
卡特彼勒、德國貝爾、日本伊藤忠、中國香
港霍氏集團等一大批世界 500 強及國內外知
名大企業落戶濰坊。
濰坊通過風箏會這座橋樑，實現了走出
去、請進來的夢想，走出了一條全方位對外
開放之路。濰坊接待過來自世界幾乎所有國
家和地區的朋友，世界五大洲也都留下來濰
坊人開拓創新的腳步。濰坊已與 213 個國家
和地區建立了經貿合作關係，有 70 多個國
家和地區的企業在濰坊投資發展，投資企業
2120 家。先後與泰國、日本、韓國、德國
等 18 個國家的 38 個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和
友好合作城市關係。
濰坊國際風箏會，是濰坊走向世界的一張
亮麗名片，是濰坊最有價值、最具代表性、
最有影響力的城市品牌，也是濰坊對外開放
的窗口和合作發展的平台。

風箏軋製現場

濰坊國際風箏會放飛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