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8日華誼兄弟文化城品牌推介會在深圳
舉行，華誼兄弟文化城董事總經理孟麗麗介紹
，項目總投資約130億元的華誼兄弟文化城有望
在今年7月開建，預計在3年內建成，將成為深
圳文化新名片、深圳國際創意谷，打造中國的
荷里活。

坪山新區黨工委書記楊緒松說，坪山新區
組建三年來，已經顯現出強大的資源聚集能力
，吸引投資上千億，接下來將加大力度，為企
業提供優質高效的服務，推動華誼兄弟文化城
的建設。

據了解，華誼兄弟文化城目前規劃在坪山
新區馬巒山坪山河一帶，是深圳市2013年重點
文化產業項目，規劃總佔地約118萬平方米，總
建築面積約125萬平方米，目前由華誼兄弟傳媒
集團、珠江投資集團以及坪山城投公司三家聯
合打造。項目是以影視文化為主題，以生態環

保為理念，以建築文化為承載，
以地質公園為特色，地上和地下

相結合，建成後將成為南中國定位最高端、產
業鏈最齊全、配套最完善的影視文化產業集群
，堪稱中國的荷里活。華誼兄弟傳媒集團董事
長王中軍介紹，目前在這個領域華誼兄弟也沒
有足夠的經驗，但相關建設方案還是很有想像
力，深圳有氣候的優勢和地理優勢，可以很好
的聯繫香港和內地，將來我們考慮在建設中以
電影場景等來規劃某一條街道，或者開發高科
技的電影博物館，讓市民在這裡能體驗到電影
特技等。華誼兄弟文化城項目董事總經理孟麗
麗介紹，經過一年多的時間，項目土地出讓有
望盡快解決，將在今年7月開建，爭取用3年的
事件建設，項目總投資達130億元。

坪山新區黨工委書記楊緒松說，這個項目
連續兩年寫進了市政府的工作報告，是市裡的
重點文化產業項目，是有文化內容的項目，接
下來將加大力度，全力推進。 文 梁彥

第九屆中國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於5月17日正式揭開帷
幕，深圳鹽田區展館以 「巨輪起航」的生動形象展示了 「新品質
新鹽田」。鹽田區委書記郭永航，區人大常委會常務副主任周建
明，區委常委，區委辦公室主任董秀，區委常委、宣傳部長吳定
海，副區長熊瑛等領導出席鹽田館開幕。本屆文博會鹽田館展位
設計以港口為理念，空間模擬一個建設中的海港場景，其中 「一
街兩制」、 「沙頭角魚燈舞」、 「孫中山庚子首義雕塑園」、 「
19.5公里海濱棧道」、黃金珠寶、俄羅斯頂級名家油畫等文化元
素都得到集中展現。本屆文博會鹽田館共有12家文化創意企業參
展，百泰首飾公司展示了《和合柱》，該作品由柱身、柱座和八

角木底座三部分構成，意
喻只要人人都伸出一雙善
良美麗之手，合力相擁，
共同努力，人間就會變得
更加和諧美好。瑞金國際
立足最前衛的藝術審美，
首 創 以 Au999.9 純 金 、
Ag999 純銀打造巧克力形
制飾品，該飾品通體高達

150 厘米，厚度達 30 厘米，整體重量達 180 公斤，價值人民幣
6780萬元，創全球之最，現已申請健力士紀錄。

鹽田國際創意港兩日成交額超25億
首次亮相文博會的鹽田國際創意港在兩日內，就取得了25.44

億元的成交額。5月17日，鹽田國際創意港的成交額7.59億，其
中合同成交額6.39億，成交項目5個，超億元項目2個；意向成交
額1.2億，成交項目1個。5月18日，鹽田國際創意港成交額17.85
億，其中合同成交額15.15億，成交項目5個，超億元項目3個；
意向成交額2.7億，成交項目1個。

據悉，鹽田國際創意港，是鹽田區政府按照 「四個走在前列
」和產業 「四化」的要求，加快轉型升級、推動轄區經濟實現跨
越發展的一項重要舉措，是打造 「新品質新鹽田」實施精品戰略
和特色提升戰略的延伸深化。鹽田國際創意港將文化創意與電子
商務兩個戰略型新興產業首次在傳統產業園區升級改造中實現融
合發展，同步騰出空間，形成文化創意產品的線上線下雙軌運營
模式、實現電子商務的交易平台的創意化時代。 文 程明越

本屆文博會上，龍門縣在惠州組團的宣傳推介展區通過現場
表演、農民客廳展示、圖片視頻展覽、宣傳資料發放等形式展示
龍門農民畫創意產業園、嘉義莊文化村、景新龍門民俗文化村、
藍田瑤族風情園等文化產業項目和文化發展成果。現場還將通過
大型燈箱展位對南昆山溫泉大觀園、富力南昆山溫泉養生谷、國
華南昆山生態旅遊區、尚天然國際溫泉小鎮、地派溫泉、十里水
灣旅遊度假項目、新龍門客棧等優秀文化旅遊企業和項目進行推
介。據了解，本屆深圳文博會上龍門縣共有15個文化產業項目在
組委會編制的《中國文化產業2013投融資項目手冊》中進行宣傳
推介和招商引資，其中龍景灣生態休閒基地和龍泉生態城項目安
排在文博會上進行現場簽約，簽約資金達17億元。文博會為縣內
文化產業發展搭建良好的宣傳平台，有力推動龍門文化產業發展。

據悉，近年來龍門縣立足於縣內豐富的文化資源和深厚的文
化積澱，大力發展特色文化產業，積極探索出了一條具有龍門特
色的文化產業發展的新路子，相繼樹立了龍門農民畫、舞火狗等
特色文化品牌，並推動了文化與旅遊的聯姻融合發展，成功地將
文化品牌影響力轉化成了現實生產力，開闢了一條有別於珠三角
經濟發達地區的區域特色文化產業發展新途徑，為欠發達山區縣
發展文化產業提供了重要借鑒。 文 劉衛東

在第九屆文博會上，騰邦名酒交易中心主辦
的首屆騰邦國際葡萄酒文化節隆重舉辦，來自法
國、德國、意大利、南非、澳洲、智利和新西蘭
等全球7個主要葡萄酒產酒國的86家精品酒莊代
表、葡萄酒行業標杆企業、全國各地葡萄酒經銷
商和愛好者齊聚騰邦，見證 「首屆騰邦國際葡萄
酒文化節」的盛大開幕。

騰邦名酒交易中心是騰邦集團投資6億元建
設的全球葡萄酒採購中心和高端葡萄酒投資交易
平台，將依託毗鄰香港的優勢，發展成為亞太最
大的進口葡萄酒平台和定價中心。目前交易中心
與法國波爾多61家列級名莊、澳洲財富集團（奔
富品牌擁有者）在內的500 多家酒莊和酒商，建
立了長期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法國瑪歌酒莊在
交易中心建設了全球第一家文化推廣中心。

由騰邦物流全資子公司深圳市物聯網科技有

限公司基於物聯網技術研發的全球首款高端二維
碼智能酒櫃，首次曝光引發關注，該酒櫃開創性
地將傳統酒櫃與RFID技術、二維碼技術及電子商
務相融合，為每一瓶葡萄酒建立全球唯一的 「身
份證」，實現從原產地酒莊、葡萄採摘、釀造、
灌裝、運輸、清關、報檢全流程溯源信息一覽無
餘，從源頭開始解決消費者的後顧之憂，並且可
直接在酒櫃上訂購葡萄酒，引領全新的葡萄酒消
費潮流。

在此次文博會上，中國農業大學葡萄酒學院
實習基地、深圳大學經管學院實習基地、深圳職
業技術學院實習基地和廣東省葡萄酒行業協會國
家三級品酒師資質認定考試培訓基地的正式落地
騰邦名酒交易中心，意味着騰邦國際名酒交易中
心將通過開展葡萄酒知識培訓、專題品鑒交流、
品酒師資質認證考試等多種形式，為葡萄酒文化

在中國的推廣和市場秩序的規範發揮作用。
據悉，文化節期間，通過歐陸風情的場景營

造，大型葡萄酒文化普及展覽，近距離參與瑪歌
酒莊、奔富酒莊和 「精品酒莊聯盟」的推介品鑒
交流會、校企攜手合作、慈善拍賣晚宴，以及舉
辦聚焦進口葡萄酒中國之路的跨界高峰論壇等豐
富多彩的形式，騰邦向心中瞄準的高端目標不斷
邁進。 文 王一梅、王慧

第八屆中國中部貿易投資博覽會（以下簡稱中博
會）於2013年5月18日-20日在河南省鄭州市舉行。
本屆中博會以 「持續轉型、協調發展、促進崛起」為
展會主題，對拉動中部地區的經濟發展以及相互合作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展現中部各省發展成果的優
質平台。

在中博會開幕式當天，由25家企業組成的深圳
展團，充分展現出了 「科技之都」獨有的新技術、新
產品、新服務，突出展示 「處處顯創新、處處展節能
」的優勢。據了解，分布於7個館區28個展位的深圳
企業代表，範圍涉及深圳優勢產業、特色產業、深圳
知名品牌、高端產品。包括電動自行車、通信、電子
、計算機、激光技術等高科技成果；鐘表、珠寶、家
用電器等製造業新產品展示；節能環保、醫療器械、
運動休閒等新型產業產品，在開幕日集聚了較高的人
氣。作為世界首創全自動電動自行車的國家級高新技
術企業，深圳台鈴集團曾創造了第一輛高性能電動車
、第一輛全自動電動車。第一輛全自動防盜電動車、
第一輛高能效電動車的四個 「中國第一」。榮獲 「中
國節能產品」稱號的台鈴品牌，歷經5代變革，在研
發出 「一省三多跑得遠」的第5代高能效電動車基礎
上精益求精，將 「正弦波控制技術」 「高效節能技術
」和 「矢量變頻技術」完美結合，研發出比第5代爬
坡能力更強，續行里程更遠的台鈴正能量電動車──
第6代高能效電動車，爬坡顯強項，以圓波代替方波
的正弦波控制技術，消除了過往電機在起步時的噪音
；以鳥巢形象裝備的全新一代H16高能效電機，將台
鈴自主創新的高新科技與運動精神完美呈現；以矢量
變頻技術精確控制勵磁分量和轉矩分量，達成坡路扭
矩更大，平路動力更順，爬坡顯強項。台鈴集團總裁
姚立表示，作為中國電動車行業的創新領導品牌，該
集團已掌握了行業超一流的核心技術，目前擁有國內
專利45項、國際專利5項，名列行業第一。希望通過
中博會平台打開國際市場，創建世界級品牌，讓中外
客戶充分體驗深圳特區創新高科技帶來的出行便捷。

文 劉思皇

第九屆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
易會南山區以 「品質．內容．創新」為參展主
題，重視突出品質，塑造品牌。共設大學城創
意園、華僑城創意文化園、歡樂海岸、華強文
化科技集團、深圳設計產業園、環球數碼和深
圳大學等7個分會場，組織9項專題活動，創關
注新高。參觀人數達到38萬人次，重要簽約項
目和重要意向簽約項目達百億，其中環球數碼
與法國Gaumont Animation公司已簽三維動畫電
視劇Calimero項目金額達到1400萬歐元。

近年來，南山區大力實施 「文化立區」戰
略，將文化產業發展擺在突出位置。如今，南
山 的 文 化 產 業 已 形 成 規 模 ， 已 建 成 的
OCT-LOFT華僑城創意文化園、南海意庫、深
圳設計產業園、深圳動漫園、南山數字文化產

業基地、香年文化創意廣場、美
年文化創意廣場、蛇口網谷、深

圳南山互聯網創新創意服務基地、南山互聯網
產業基地、大學城創意園、OCT-BAY 歡樂海
岸等十幾個文化產業園區已成為個深圳重要文
化標杆。還有9個 「文化產業基地」：騰訊、A8
音樂、雅昌、嘉蘭圖、華強文化、勁嘉、環球
數碼、迅雷、雅圖。其中 「教育培訓基地」包
括：深圳大學3號藝棧藝術原創基地、深圳職業
技術學院。

南山堅持文化立區的目標和方向，把 「文
化與科技緊密結合、創意與創新水乳交融」文
化產業發展首位，並率先在全國提出積極探索
「文化＋科技」的產業發展新模式。同時利用

高新技術推動文化產業由傳統模式向以數字、
創意為特徵的現代模式轉變，在文化創新發展
方面取得寶貴經驗。 文 王慧

騰邦物流舉辦國際葡萄酒文化節

▲首屆騰邦國際葡萄酒文化節盛大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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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誼兄弟文化城今年華誼兄弟文化城今年77月將開建月將開建

鹽田館以鹽田館以「「巨輪起航巨輪起航」」造型亮相文博會造型亮相文博會

龍門攜特色文化亮相深圳文博會龍門攜特色文化亮相深圳文博會

▲鹽田區委書記郭永航（前排左二
）與眾領導參觀鹽田館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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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大公報北京分社
地 址：北京市阜城門外大街11號

國賓寫字樓608室
電 話：(10) 6800 1032 6800 1033 6800 1034
傳 真：(10) 6800 1036 6800 1037
聯繫人：王文韜

廣東省
大公報廣東分社
地 址：廣州市寺右新馬路111號

五羊新城廣場八樓823室
電 話：(20) 8737 4985
傳 真：(20) 8737 5192
聯繫人：劉慧華

深圳市
大公報深圳分社
地 址：深圳市上步南路錦峰大廈11樓C室
電 話：(755) 8207 7251
傳 真：(755) 8207 7231
聯繫人：梁維果

中國證券採訪部
地 址：深圳市南山區東濱路66號
電 話：(755) 2607 4162
傳 真：(755) 2641 9058
聯繫人：田 靜

上海市
大公報上海辦事處
地 址：上海市虹橋開發區虹古路11弄20號一樓
電 話：(21) 6278 5709
傳 真：(21) 6278 1423
聯繫人：王志民

天津市
大公報天津辦事處
地 址：天津市和平區湖北路21號三樓
電 話：(22) 2339 5691
傳 真：(22) 2339 5690
聯繫人：史汝霞

重慶市
大公報西南辦事處
地 址：重慶市渝中區學田灣正街

東方花苑B座1901室
電 話：(23) 6362 8921
傳 真：(23) 6362 8921
聯繫人：翼 萍

安徽省
大公報安徽辦事處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寧國路寧國新村5棟504室
電 話：(551) 2622 408
傳 真：(551) 2622 202
聯繫人：秦炳煜

江蘇省
大公報江蘇辦事處
地 址：江蘇省南京市廣州路188號

蘇寧環球大廈21/F
電 話：(25) 8324 3655
傳 真：(25) 8324 8656
聯繫人：陳 旻

浙江省
大公報浙江辦事處
地 址：浙江省杭州市鳳起路139號

天安2幢24樓
電 話：(571) 8715 1210
傳 真：(571) 8715 1209
聯繫人：竺建平

福建省
大公報福建辦事處
地 址：福建省福州市華林路139號

屏東大廈九層
電 話：(591) 8753 5147
傳 真：(591) 8753 5147
聯繫人：史 兵

泉州市
大公報泉州聯絡站發行站
地 址：福建省泉州市豐澤區泉秀路東段

恆祥大廈911室
電 話：(595) 2886 8698
傳 真：(595) 2886 8698
聯繫人：鄧德相

廈門市
大公報廈門記者站
地 址：福建省廈門市思明西路58號2樓
電 話：(592) 2261 618
傳 真：(592) 2261 619
聯繫人：陳英杰

山東省
大公報山東辦事處
地 址：山東省濟南市濼源大街29號

聖凱財富廣場520
電 話：(531) 8858 9548
傳 真：(531) 8858 9549
聯繫人：辛 民

山西省
大公報山西辦事處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9號

王府商務大廈A座19D
電 話：(351) 3377 302
傳 真：(351) 3377 302
聯繫人：楊奇霖

內蒙古自治區
大公報內蒙古辦事處
地 址：內蒙古呼和浩特市錫林南路9號

銀都大廈A座1206室

電 話：(471) 6688 126
傳 真：(471) 6688 198
聯繫人：喬 輝

吉林省
大公報吉林辦事處
地 址：吉林省長春市

人民大街1633號205室
電 話：(431) 8890 5889
傳 真：(431) 8270 0922
聯繫人：盧 冶

黑龍江省
大公報黑龍江辦事處
地 址：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道里區通達街

138號哈爾賓商業大酒店705室
電 話：(451) 8480 5145
傳 真：(451) 8480 5147
聯繫人：焦紅瑞

遼寧省
大公報遼寧辦事處
地 址：遼寧省瀋陽市和平區

和平南大街45號南樓508室
電 話：(24) 2312 8388
傳 真：(24) 2386 5368
聯繫人：李 蘭

四川省
大公報四川辦事處
地 址：四川省成都市濱江東路158號

都會風尚大廈3單元1503室
電 話：(28) 8555 7928
傳 真：(28) 8555 7928
聯繫人：陳 明

貴州省
大公報貴州辦事處
地 址：貴州省貴陽市中華北路53號

美佳大廈北樓20樓7號
電 話：(851) 6822 423
傳 真：(851) 6822 425
聯繫人：汪仕英

雲南省
大公報雲南辦事處
地 址：雲南省昆明市西山區環城西路

170號雲南民族大廈13樓
電 話：(871) 4179 318
傳 真：(871) 4159 333
聯繫人：辛 民

陝西省
大公報陝西辦事處
地 址：陝西省西安市新城大院

陝西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大樓508室
電 話：(29) 8729 1924

傳 真：(29) 8729 4162
聯繫人: 張建麗

湖北省
大公報湖北辦事處
地 址：湖北省武漢市武昌中北路

愛尚東亭277號1號樓2803室
電 話：(027) 8576 1656 8576 1302
傳 真：(027) 8556 0732
聯繫人：孔 嘉

湖南省
大公報湖南辦事處
地 址：湖南省長沙市芙蓉區晚報大道

時速風標大廈1311室
電 話：(731) 8219 3515
傳 真：(731) 8219 3525
聯繫人：李 雷

海南省
大公報海南辦事處
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玉沙路5號

國貿中心21樓A座
電 話：(898) 6673 5188
傳 真：(898) 6673 5388
聯繫人：張建星

河南省
大公報河南辦事處
地 址：河南省鄭州市鄭東新區CBD

商務內環路2號中油新澳大廈901室
電 話：(371) 6558 5233
傳 真：(371) 6558 5427
聯繫人：王艷華

河北省
大公報河北辦事處
地 址：河北省石家莊市新休門街1號

濱江國際A座2305室
電 話：(311) 8537 7132
傳 真：(311) 8537 7131
聯繫人：顧大鵬

江西省
大公報江西辦事處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北京東路

南洋花園A4-5
電 話：(791) 8308 129
傳 真：(791) 8308 329
聯繫人：梁曉睿

廣西壯族自治區
大公報廣西辦事處
地 址：廣西南寧市青秀區東葛路82號

永凱現代城三單元22樓2201室
電 話：(771) 5705 598
傳 真：(771) 5705 598
聯繫人：胡 進

寧夏回族自治區
大公報寧夏辦事處
地 址：寧夏銀川市北京東路大地

世紀小區49號
電 話： (951) 3978 666
傳 真： (951) 3875 600
聯繫人：田育紅

甘肅省
大公報甘肅辦事處
地 址：甘肅省蘭州市平涼路166號
電 話：(931) 8585 106
傳 真：(931) 2180 108
聯繫人：楊紹紅

青海省
大公報青海辦事處
地 址：青海省西寧市七一路439號162室
電 話：(971) 6335 709
傳 真：(971) 6335 709
聯繫人：唐 瑜

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
大公報新疆辦事處
地 址：新疆烏魯木齊市中山路477號

自治區人民政府綜合辦公樓303室
電 話：(991) 2803 001
傳 真：(991) 2803 003
聯繫人：王 惠

珠海市
大公報珠海記者站
地 址：珠海市香洲區吉大路53號

新華大廈1106室
電 話：(756) 3225 869
傳 真：(756) 3225 869
聯繫人：陳艷君

澳門
大公報澳門辦事處
地 址：澳門水坑尾街321號泉雅閣3樓A座
電 話：(0853) 2835 4510 2835 4509
傳 真：(0853) 2835 4509
聯繫人：唐煥兒

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總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陽區工人體育場東路16號
電 話：(10) 6506 3082
傳 真：(10) 6506 4216
聯繫人：李燕麗

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廣州分公司
地 址：廣州市新港西路大江沖25號
電 話：(20) 3420 2170
傳 真：(20) 3420 1965
聯繫人：周 瑩

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 址：深圳市福田區泰然九路

海松大廈B座22層
電 話：(755) 2398 1662
傳 真：(755) 2398 1669
聯繫人：劉曉斌

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廣州公司珠海經營部
地 址：珠海市粵海中路南油花園3057號
電 話：(756) 8602 612
傳 真：(756) 8602 613
聯繫人：馬仲菠

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上海公司
地 址：上海市虹口區廣中路88號8樓
電 話：(21)3635 7800
傳 真：(21)3635 7810
聯繫人：張曉瑛

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 址：深圳市深南中路1027號

新城大廈西座1319室
電 話：(755) 2594 3875 2598 7671
傳 真：(755) 2594 3696
聯繫人：熊海平

珠海市新華書店
地 址：珠海市吉大景樂路36號
電 話：(756) 3260 010
傳 真：(756) 3341 355
聯繫人：林 瑞

福建外文書店
地 址：福州市晉安區連江北路官前路8號
電 話：(591) 8367 3552
傳 真：(591) 8367 6645
聯繫人：龍小明

成都和平圖書發行有限公司
地 址：成都市雙林路388號

富臨大廈18樓1806室
電 話：(28) 8438 0048
傳 真：(28) 8438 9239
聯繫人：郭小培

東莞市萬家通報刊發行物流公司
地 址：東莞市三元路8號報業大廈附樓
電 話：(769) 2312 6309
傳 真：(769) 2312 6307
聯繫人：葉志聰

中山市香山報刊經營有限公司
地 址：中山市石岐孫文中路147號4樓
電 話：(760) 8887 6770
傳 真：(760) 8883 6355
聯繫人：黎小姐

江門日報社
地 址：江門市華園中路25號
電 話：(750) 3502 693
傳 真：(750) 3502 693
聯繫人：林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