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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創意具國際視野 助建全球藝術品交易總部

灣區有望成中國文化創新引擎
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明確
提 出 ， 到 2035 年 建 成 文 化 強 國
。這是自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以來，
中央首次明確建成文化強國的
具體時間表。粵港澳大灣區的
不少文化從業者對此倍感振奮
，他們認為，大灣區可望成為
中國文化創新的引擎，未來可
創造優秀灣區文化，打造貫通
全球的藝術品文易總部。在這
過程中，香港設計具有國際視
野，同時工業設計、包裝設計
等經驗豐富，可望拔得頭籌、
覓 得商 機。
大公報記者

五中全會聚焦文化事業產業
豐富文化生活

•社會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
入人心，人民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身心健
康素質明顯提高，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和文化產業體系
更加健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豐富，中華文化影
響力進一步提升，中華民族凝聚力進一步增強

堅定文化自信

•全會提出，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提高國
家文化軟實力。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
導地位，堅定文化自信，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引領文化建設，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圍繞舉
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務
，促進滿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相統一
，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

健全文化產業

黃寶儀廣州報道

•要提高社會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水平，健
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

▶2019年第七屆深圳國際IP授權展
上，觀眾正在插畫漫畫區駐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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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為期一個月的 「第三屆大
灣區生活藝術節──大灣區藝術展」
在廣州南沙落下帷幕。香港藝術家作
品由大灣區國際藝術品保稅中心經南
沙文化藝術品保稅通道引進參展，大
幅縮減了藝術品過關審批的時間。南
沙正通過依託廣東自貿試驗區政策優
勢，力爭建設成為對接港澳、連接上
海、北京等國內主要藝術品市場，打
造成貫通全球的大灣區藝術品交易總
部基地。
文化藝術產業是粵港澳大灣區構
建現代服務業體系的重點產業。據媒
體報道，今年1月，大灣區國際藝術
品保稅產業中心在南沙揭牌，其間展
出的西班牙現代派畫家畢加索的名作
《男子與裸女》。這件藝術藏品來自
香港，從南沙口岸報關進入南沙綜合
保稅區，以 「暫時進出境貨物」 監管
方式，採用海關創新的 「關稅保證保
險」 擔保方式出區展示，有效解決了
進出口企業申請信貸額度難、申請成
本高、手續周期長等問題。
這只是粵港澳大灣區加快推進人
文灣區建設的一個縮影。近年來，粵
港澳大灣區內持續展開了深入的人文
交流互動，立足新時代，接續嶺南文
脈，取得了不俗成效。業界人士指出
，粵港澳地域相近、文脈相親，讓共
建 「人文灣區」 有了堅實的文化和社
會基礎。
港青葉昌源是天藝數碼文化娛樂
科技（江門）有限公司的製作總監，
落戶內地兩年多以來一直從事文化媒
體、拍攝製作的工作。在他看來，目

前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文化
產業發展在技術領域已經達到很高水
平，但創意仍略有欠缺，而這恰好是
香港的強項。他認為香港企業可以充
分發揮優勢，相信香港的創意加上內
地新生代拚勁，可以擦出更多火花。

「國潮」興起 港設計界佳音
廣州夢映動漫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創始人兼CEO的港青黃躍中也認為，
文化強國時間表出爐正是香港文化人
進入內地發展的一個新契機。近年 「
國潮」 消費興起，無論是北京故宮的
文創，還是各大品牌化妝品、服裝、
玩具與歷史文化結合的新品，都紛紛
成為爆款，同時崛起的還有類似世博
中國館《清明上河圖》等科技與文化
結合產品。黃躍中認為，香港設計有
國際視野，同時工業設計、包裝設計
等經驗豐富，也了解中國歷史文化，
正好發揮所長進行一些內容創作。
據悉，下一階段，大灣區將探索
非遺保護和傳承的嶺南經驗、共享公
共文化服務成果、推動文化產業轉型
發展。廣東還將與香港合作，優化完
善文化交流合作機制，進一步加強在
藝術人才、非物質文化遺產、文物等
各領域文化交流，推進文化遺產遊徑
宣傳與合作；加強文化交流品牌建設
，加強政府資助下的兩地文藝精品交
流演出；支持舉辦國際影視展及粵港
兩地電影交流活動，推動舉辦廣東國
際旅遊產業博覽會、香港國際旅遊展
等交流活動等，這些都將為港人港企
參與文化建設提供更多機遇。

資料來源：五中全會公報

港國際化創意大有作為
內地與港澳藝術文化青年聯盟
秘書長 李國輝
希望未來相關部門能在創作、製作
、管理等方面出台相關政策，讓港澳從
業者更全面地融入國家文化強國發展中
去

香港設計師 黃競
香港有很多藝術中心、演奏平台等
國際化的文化平台，可以思考如何利用
好這些硬件，以國際化的創意，更有效
地做好文化 「轉化」 和 「輸出」

▲剛落幕的大灣區藝術展好評如潮
中新社

雙循環結合點 搭建輸出平台

【大公報訊】記者李望賢深圳報
道：五中全會對文化建設高度重視，
從戰略和全局上作了規劃和設計，明
確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對
此，不少在深圳工作的香港文創業界
人士表示，內地文化市場發展潛力巨
大，香港業界應該加強對接，也希望
內地搭建相關的對接平台。另一方面
，香港的國際化優勢，還可以為中國
「文化強國」提供更有效的文化輸出。
香港設計師黃競20多年前就來到
深圳發展，他對五中全會提出的 「文
化強國」 時間表表示振奮。他表示，
過去數十年中國的硬件發展很快，軟
實力也在逐步發展，但是要達到國際
化水平，還需要很好的文化輸出能力
，讓國際上其他國家能夠了解。他認
為，香港可以作為很好的 「輸出平台
」 ，當好國際國內雙循環結合點。
「內地文化產業發展迅速，無論

是跨界融合、科技參與還是新的是商
業模式，都有很大的優勢。香港國際
氛圍濃厚，有藝術中心，演奏平台等
國際化的文化平台，可以思考如何利
用好香港這些硬件，更有效地做好中
國文化 『轉化』 和 『輸出』 。」

二三線城市潛力巨大
香港設計商會主席葉智榮也看好
內地的文化市場，在內地發展十多年
，他的客戶已經遍及多個城市。葉智
榮認為，國家一直非常重視對文化產
業，市場潛力巨大。他認為，隨着
內地的發展，香港設計師面臨的競
爭也越來越大，年輕設計師可以考
慮往二三線城市發展。 「不過香港與
內地的文化存在差異，香港設計師要
做好準備應對挑戰，也希望內地可以
搭建一些平台，幫助設計師和市場進
行對接。」

香港設計商會主席 葉智榮
隨着內地的發展，香港設計師前往
內地面臨的競爭也越來越大，年輕設計
師可以考慮往二三線城市發展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文化與傳播
學院副院長、教授 郭媛媛

二
○九年第十五屆中國（深圳）
▲ 一
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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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企業在市場、資本運作等方面
非常有優勢。在國家推進文化強國建設
之時，港澳業界可利用成熟的經驗和既
有的市場，積極投身到國家的文化建設
當中
▲10月4日，多名身穿漢服的青年參加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周的文化活動
中新社

試點合作 內地文藝基金降申報門檻
▲2019年第十五屆深圳文博會吸引不少
香港參展商
資料圖片

優勢互補 港公共文化服務受捧
【大公報訊】記者李陽波西安報道
：近幾天，瀏覽有關五中全會的新聞，
已成為在西安工作港人潘文雋的 「固定
動作」 。潘文雋告訴大公報，多年來，
自己一直在內地從事文化品牌策劃推廣
的工作，希望能引入香港公共文化服務
經驗。此次公報的三個方面重點任務提
出將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水平，這也讓潘
文雋覺得自己所做的探索有了價值。 「
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實現公共文化服
務一體化，香港公共文化服務模式在創
建文化強國進程中大有可為。」
2007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後，潘文雋
就留在了內地發展，2019年來到古城西
安後，這裏厚重的文化底蘊和氛圍更是

讓他如魚得水。
在接受大公報訪問時，潘文雋表示
，近年來在為內地客戶策劃文化品牌時
，他特別注重公共文化服務水平的融入
。 「在這一點上，香港有凸出的優勢。
」 潘文雋指出，香港公共文化服務發展
迅速，服務模式日趨完善，無論是城市
服務、公共設施、便民服務，還是對於
長者的關懷、社區公益活動等，都可以
通過民間或者官方的組織進行交流，互
通有無。 「比如香港有很多社團，會主
動在周末於社區為長者提供關懷，比如
送東西、表演、募資等形式。我覺得這
就是一種很好的展現傳統文化中 『孝』
的方式。」

近年來，香港和西安在文化交流方
面往來頻繁，這也讓潘文雋對彼此文化
新合作前景充滿期待。 「西安是千年文
化古城，而香港則代表了現代文化的繁
榮和多元，兩座城市完全可以相互借鑒
。」 對於未來自己的努力方向，潘文雋
也有了新的目標。 「我自己是做文化品
牌的，可能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將香港現
代的城市文化、城市生活、市井煙火氣
與內地的傳統文化去進行聯想。」 潘文
雋認為，香港把老上海、老廣文化與西
洋文化做了結合，最終結合出自己的味
道。 「我希望未來通過自己的努力，也
能在香港和西安間創造出更多的這種 『
結合』 。」

對於香港業界如何
更好參與文化強國建設
的問題，首都經濟貿易
大學文化與傳播學院副
院長、教授郭媛媛表示，內地擁有強
大的文化市場，港澳業界可利用自身
優勢，抓住機遇創造文化新價值。內
地與港澳藝術文化青年聯盟秘書長、
藝文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行政總監李國
輝表示，希望未來相關部門能在創作
、製作、管理等諸多方面制定相應的
措施，讓港澳文化從業者更好地融入
到內地文化事業發展中。
郭媛媛認為，港澳企業在市場、
資本運作等方面非常有優勢。在國家
推進文化強國建設之時，港澳業界可
利用成熟的經驗和既有的市場，積極
投身到國家的文化建設當中。在產業
方面，盡可能盤活、整合、開發、創
新、生產、傳播，形成更好的市場，
這對於港澳的資本力量和企業而言都
是大有裨益的。
李國輝表示，小康之後精神生活
也應提升，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

專家
解讀

時間節點選擇非常合適。港人參與文
化強國建設具備管理、策劃和後發三
個優勢，同時也面臨國情理解、政策
解讀和心理調節三方面挑戰。

讓港澳青少年感受中國文化
作為香港文化從業者，李國輝希
望，未來相關部門能在創作、製作、
管理等方面出台相關政策，讓港澳從
業者更全面地融入國家文化強國發展
中去。 「例如港人很難參與國家藝術
基金、北京市文化藝術基金申報，希
望可以搞一批試點，推出相應的政策
，鼓勵港澳文藝團隊與內地的團隊直
接合作。」
另外，公共文化事業中就包括文
化傳播。郭媛媛說， 「港澳地區也是
中國的一部分。要讓港澳青少年更深
刻的感受我們的文化是統一的。在發
展中，國家一定不會偏廢這一塊。尤
其是在文化傳播和優秀的傳統文化教
育方面，相信國家會給予香港更多的
關注。」
記者 江鑫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