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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城布帛菽粟，西城牛馬柴炭，中城珠玉錦繡。」 古諺曾長
期這樣描述京城特色，其中集京城古老韻味及現代國際化於一身的
北京東城，千百年來一直是商賈雲集的富庶之地，作為商業中心地
區已有上百年歷史。因而，東城自然成為嗅覺敏銳的香港資本最早
進入首都的首選寶地。行走在 「百年金街」 王府井一帶，包括目前
亞洲最大的商業建築群之一北京東方廣場、高端五星級別的北京貴
賓樓飯店等，都是香港資本早期支持內地發展的縮影和見證。時下
寸土寸金，這座傳統 「商業名區」 正致力於文化領域創新，引領老
城實現新突破。

文／李銳 張帥

根據北京市落實中央關於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有關部署，東城區總體發
展定位為 「首都文化中心區，世界城市窗口區」，主要承擔以下6項職能：
首都政務服務重要承載區、歷史文化傳承發展示範區、世界著名文化旅遊
城區、國際知名商業中心、北京高端服務業重要集聚區、宜居宜業文明城
區。

東城區政府主要領導李先忠介紹說，近年來東城區主動 「瘦身健體」
，通過業態轉型升級、疏解外遷、撤並清退等方式，調整升級現有有形市
場業態結構和經營布局，努力建設和諧宜居之區。

文化 「主脈」 尋求國際化發展
在北京城文化軀體內，東城是名副其實的 「主脈」。作為首都功能核

心區，東城區文化資源優勢明顯，是 「首都文化」最為集中的區域，兩處
世界文化遺產——故宮、天壇都位於東城區，集中體現了古都皇城文化與
民俗文化的魅力。輔之鐘鼓樓、南鑼鼓巷、前門等重要節點的聯動，東城
加快文化資源優勢向產業競爭優勢轉化。

如今，文化服務產業發展已然在東城區經濟增長中起到重要作用。
2014年，東城區地區生產總值達到1733億元，其中第三產業實現增加值
1662.8億元，比上年增長7.6%，佔全區GDP的95.9%，第三產業比重位居北

京全市首位。
東城目標遠不止於此。為繼

續培育壯大文化要素市場，北京
市東城區總體發展戰略規劃（
2011年-2030年）中提出，將進一
步提升國際版權交易中心的影響力
和輻射力，建設中國北京文化產權交易所，打造集文化物權、債權、股權
、知識產權等各類文化產權交易於一體的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綜合性文化產
權交易中心，並吸引一批國內外知名文化機構、行業協會、中介組織和高
端人才聚集，提升文化要素的國際化配置能力。

對此，在2015年京港洽談會新聞發布會上，香港貿發局中國內地總代
表吳子衡給予積極響應，他表示 「香港願發揮國際商貿平台的優勢，在貿
易、會計、法律等服務方面，為內地和國外的合作起到良好的中介和溝通
作用。」

文化聯姻科技引領創新東城
上月舉行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 「堅持創新發展，必須把創新

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
、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借助推動文化與科技融合，東城拓展文化發
展空間，增強文化產業核心競爭力，文化產業呈幾何級增長，創新之氣蔚
然成風。

第十屆北京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日前在京舉行，走進東城展區，
記者看到東城把胡同文化、非遺技藝、老字號品牌等5大主題區搬進會場，
文化科技的融合將產業融合發展的獨特魅力展現得淋漓盡致。東城着力推
薦展出的一款 「視屏空氣淨化媒體機」，能夠將空氣淨化和信息傳播首次
完美結合，不僅可以有效去除空氣中的細菌、病毒、TVOC等有害物質，
同時配有55吋超高清的LED屏幕還可完成播放視頻、圖片等信息傳播。這
項文化老城區裏出來的科技創新產品，文博會期間格外吸睛。

中關村東城園兼具有科技園區和文創產業集聚區的 「雙重身份」優勢
，廣受關注的 「車庫咖啡」、 「36氪」模式也在這裏實現復刻和升級。到
目前，中關村東城園內文化創意、信息服務、金融等高端領域的企業數目
已超過5000家，規模以上企業上千家，兩年前已實現收入超過一萬億元。
從 「高精尖」的要求來看，不少城市發展規劃專家對園區評價 「產業結構
基礎不錯，仍大有可為。」

「投資東城」 APP問世
微平台成推介小能手

《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提出，要加快北京市非首都核心功能的
疏解。東城區根據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既有的資源優勢確定了目前產業發展
的方向，構建 「2+4+3」高端產業發展體系：做強兩大優勢產業：文化創
意產業、商業服務業；做優四大支柱產業：旅遊業、金融服務業、商務服
務業和信息服務業；做大三大新興產業：中醫藥業、體育產業和低碳服務

業。
如果說，這些體系構成東城未來一

段時間產業發展的 「指示燈」，那麼為
使 「燈光」能夠及時被更多有意投資東
城的關注者看到，近來，東城區又借用

互聯網新媒體傳播之 「火」，順時順勢地
推出 「投資東城」APP。通過該手機應用，有意者不僅可以充分獲悉東城
各級有關產業政策，報名東城區投資促進活動，而且甚至還能利用它帶來
的整合信息，輕鬆在東城區選擇高性價比辦公場所。

除了可以了解首都核心區產業禁止和限制規定，解答公司註冊過程中
遇到的各種問題，還可以通過辦公選址模塊，為商務樓宇和尋址企業搭建
資源對接平台，東城推出的服務微平台，在北京率先實現環境推介、政策
引導、資源對接、商機發布、優惠謀劃、困難解決六大功能。推介產業服
務， 「投資東城」APP儼然成為一個耐心全面的 「小行家」。

主動瘦身健體建 「和諧宜居」 之區
北京近年先後獲得了 「國際花園城市」、 「國家衛生區」、 「中國最

佳管理城市獎」、 「數字城市建設傑出貢獻獎」等榮譽稱號，環境改善，
群眾幸福感提升。以文化為靈魂、以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為前提、以民生改
善為根本、以綜合執法為保障、以一流為標準的城市管理 「東城模式」，
明顯提升了城市管理綜合協調能力。根據 「首都文化中心區、世界城市窗
口區」的總體定位，2015年東城區將工作重點概括為： 「主動瘦身健體，
共建和諧宜居東城」，為此東城區研究制定了《東城區疏解非首都功能工
作方案》，確定嚴控產業准入門檻、清理淘汰低端產業、加快有形市場轉
型升級、推動產業高精尖發展、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等9個方面23項任務。

按照規劃，到2030年，東城區將建設成為文化軟實力強勁、服務經濟
發達、公共服務優質、城市運行高效、人居環境和諧的國際化、現代化中
心城區，成為彰顯首都文化魅力的世界城市窗口區。

商業名區唱響文化創新商業名區唱響文化創新
港資北上大有可為港資北上大有可為

北京東城北京東城

地壇文化廟會國際揚帆遠航
花絲鑲嵌、景泰藍、內畫鼻煙壺……

這些精緻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今日將在京港
洽談會的東城區專場上一一展出，非遺傳
承人現場製作表演，讓香港民眾近距離感
受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獨特魅力。

這是 「地壇文化廟會全球行」展區的
重要展出部分，據主辦方介紹，2015年，
「地壇文化廟會全球行」活動分別在泰國

曼谷、德國柏林、中華台北等地舉行，將
中國優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老字號品牌
、傳統民族民俗技藝、當代文化創意新品
和原汁原味的中華美食彙集在一起，統一
凝聚在春節這個喜慶祥和的符號之下，以
「地壇文化廟會全球行」為載體，推向海

外市場。
2016年 「地壇文化廟會全球行」將在

韓國、德國、泰國、伊朗舉辦，活動知名
商家雲集，涵蓋了以老字號、非遺為代表
的傳統優秀板塊；以全國文創新品為代表
的現代經典板塊；以全國各省市優秀傳統
文化為代表的中華文化精粹板塊，豐富內
容將吸引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勢必將取得
良好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地壇是中國現存最大的祭地之壇，明
清 「皇地祗神」的場所，代表祭祀頂峰地
位。 「地壇廟會」始辦於1985年，至今已
成功舉辦了30屆，每年吸引百萬餘遊客，
是中國的知名廟會品牌。在 「一帶一路」
國家戰略指導下，為積極推動 「中國文化
走出去」，持續宣傳和推廣 「地壇文化廟
會」品牌形象，2014年5月，北京市東城
區國有企業：北京東方信達資產經營總公
司在 「政府指導、企業承辦、市場化運作
」理念下，成立廟會品牌運營公司——北
京東方妙匯國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主辦
方表示，本次來港，冀借京港洽談會的平

台，尋找多個層面的合作，尋找 「
地壇文化廟會」海外活動授權、
品牌衍生開發的合作單位、包含
電商渠道、銷售代理等不同模式
的合作機會，同時也為來年計劃
在港舉辦的 「歡樂春節—地壇
文化廟會全球行．香港之旅」
活動打造良好的基礎。

記者獲悉，亞洲乃至世界最大的珍珠終端市場之一
北京紅橋市場將在本屆京港洽談會上與香港珠寶製造業
廠商會簽訂合作協議，以此推進首都的珠寶文化創新設
計領域的發展，實現產業結構升級與轉型。

北京紅橋市場享有京城珍珠第一家的美譽，隨着市
場的不斷發展，珍珠的文化附加值價值越來越成為消費
主流趨勢，珠寶的設計、定製市場日趨成熟，尤其是在
香港、廣州、深圳等地區。這是行業發展方面的潮流和
趨勢。

據悉，紅橋市場於2014年籌建紅橋原創珠寶設計中
心，2015年6月投入試運營。據相關負責人介紹，本次雙
方合作旨在搭建珠寶文化設計交流的平台，力求在珠寶
設計、珠寶定製加工、珠寶文化交流展示等方面進行深
入合作，以此推進首都的珠寶文化創新設計領域的發展
，實現產業結構升級與轉型，由粗放型經濟向集約型經
濟轉變，增加文化附加值、創新附加值，打造和樹立起
國家珍珠品牌形象，為開啟和實現 「十三五」規劃發展
而未雨綢繆，做好準備。

紅橋牽手香港珠寶製造業廠商會紅橋牽手香港珠寶製造業廠商會

樹國家珍珠品牌形象樹國家珍珠品牌形象
記者從京港洽談會上獲悉，東城區知名企業千葉珠寶將與

榮昌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在內的多家香港時尚珠寶企業就珠
寶款式設計，工藝研發，銷售等方面展開合作。千葉珠寶負責
人表示，希望以香港為窗口，打造輻射全球的「國際時尚集團」。

千葉珠寶股份有限公司，是集珠寶款式設計、製作工藝研
發、鑽石貿易及零售業務為一體的綜合專業珠寶公司。十餘年
來，千葉珠寶伴隨著中國奢侈品行業的快速發展，在國內建立
了強大的銷售渠道，近三百家直營門店遍及北京、上海、天津
、武漢、成都、重慶等40多座國內一線城市的標桿百貨，先後
為幾百萬名消費者提供了優質的服務。2015年，北京市千葉珠
寶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陸新三板市場，掛牌上市。

經過多年積累，千葉珠寶的鑽石採購體系裏的合作夥伴囊
括了全球前十大鑽石切割基地，擁有了高品質的克拉鑽石儲備
。2014年，千葉珠寶攜手26次榮獲紅點大獎的德國著名建築設
計事務所IFG（Ippolito Fleitz Group），開始店舖形象升級設
計。近日，千葉珠寶還成為2016春夏紐約時裝周摯愛之選品牌
，在世界的時尚發布平台上展示出中國的設計力量。

近年來，千葉珠寶在以產品設計為核心的基礎上，加強在
品牌建設上的投入。致力於將北京總部打造成以產品設計中心
， 品 牌 營
銷 中 心 和
財 務 管 理
中 心 為 主
的 總 部 基
地 ， 同 時
在 全 國 設
立6個銷售
大 區 ， 管
理 全 國 近
300家直營
零售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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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大街

▲千葉珠寶店舖形象千葉珠寶店舖形象▲▲紅橋大樓紅橋大樓

▼東城區方家胡同46號
—胡同裏的創意工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