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 济 □2020 年 9 月 14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刘 蕾 □本版美编 郭佳卉4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科技让展位变得鲜活

3D、AR、全息投影……
科技让游客距离历史文化
更近。

一进入10号展馆，记者
就被一群围观人群所吸引，走
近细看，发现一处展位除了三
面环绕的LED屏幕，头顶与脚
下同样由LED屏幕构成，画面
中一副画卷徐徐展开。在展
厅负责人的牵引下，记者“踏”
上龙舟，开始跟随眼前的画面
进入大运河的“历史长河”中。

作为《大运河传奇·坦荡
之襟》连环画的作者，刘恩东
十分感谢科技让他的画作变

“活”了。“沉浸式展览将京杭
大运河廊坊段的历史文化、风
土人情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等，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呈现，
是全面了解大运河文化的结
晶。”刘恩东告诉记者，连日来
的展出让他的画作收获不少
赞美，也让游客们通过3D效
果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运河
文化的强烈冲击。

近年来，沉浸式体验掀起
了一阵潮流。沉浸式展览突
破了传统文化产业单一的传
播方式，运用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新技术，以新玩法、新拍
法、新看法亮相服贸会。展览
分为连环画收藏、新连环画原
作、连环画沉浸式体验、新连
环画未来实验四个展区，通过
4分钟的AR、全息投影和30
幅原创画图，以及大量《大运
河传奇·坦荡之襟》珍藏版和
胶版连环画集中展示，打破了
连环画纸媒传播局限，备受游
客追捧。

此外，像西店记忆 fun-
stown这样的文创小镇展位
同样运用了科技与艺术元素，
展区设计以铁轨为主要元素，
还原西店记忆6条铁轨的交织
形态，将园区企业代表串联其
中，再以火车厢造型来实现沉
浸式光影空间与欧洲顶尖设
计大师作品的结合，用VR技
术展示科技与文化的融合，结
合静态展板及时间展布的方
式向观展者展示西店记忆老
旧厂房迭代升级的前世今
生。在这座由北京京郊玻璃

厂蜕变为创造IP的小镇内，运
营方着力打造五大业态闭环
与五大文化IP矩阵，并打通了
上下游产业链，力求建设全生
态文创小镇。

老厂房“腾笼换鸟”
变新颜

老厂房借由文化、科技赋
能巧变文化创意空间，也成为
本次服贸会的一大的亮点。

记者在展馆内见到了大
名鼎鼎的E9区创新工场的展
区，它是北京市朝阳区老厂房

“腾笼换鸟”拓展城市文化空
间的代表项目之一。事实上，
E9区创新工场的前身正是首
农食品集团筹建于1982年的
双桥乳品厂（即三元食品乳品
一厂），园区占地面积118亩，
规划面积10万平方米，分三
期改造，已完成改造6.7万平
方米。

值得关注的是，截至目
前，E9区创新工场一期已入
驻企业83家，文化科技类企
业占比超过88%，其中不乏强
氧科技、观正文化、特斯联、鲸

世科技等一批文化科技融合
领域的领军型企业，园区已形
成文化科技聚集优势。

是什么让E9区创新工场
完成从首都“奶瓶子”到文化
科技产业园区的蜕变？E9区
创新工场相关负责人朱超英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园区
实行“企业服务管家”制度，企
业入驻后将送上一对一企业
服务包，根据企业需求为企业
提供全年政策申报服务、融资
对接、场景落地、品牌推广等
支持。

在现场，朱超英给记者展
示了通过数控传播技术完成
了现实展区与园区之间的“穿
梭”——记者明明身处展区，
却在大屏幕的实景展示中显
示已经站在园区的某一处，在
互动中体验园区文化科技融
合的产业生态和代表性企业
的创新成果。此外，该园区还
注重社会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通过老旧厂房改造拓展多样
化文化休闲空间，如创客食
堂、健身房、音乐酒吧、智库咖
啡、书店、剧场等一应俱全，为
入园企业员工和周边市民打

造“10分钟文化休闲体验圈”。
在业内人士看来，一个

成熟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
服务内容应涵盖产品孵化、
展示推广、技术服务、人才培
训、投融资等产业链各个环
节，通过有效的管理机制和
资源整合，实现园区整体竞
争力的提高。

文化传播与经济效益
双管齐下

相 关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2019年底，北京市级文化产
业园区共集聚 9600 多家企
业，实现收入7800多亿元，税
收近290亿元；2020年，北京
市认定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园
区 10 家、示范园区(提名)10
家、市级文化产业园区 78
家。这意味着园区正在成为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承载地和周边居民的“文化会
客厅”。

上述来之不易的成果，与
政策引导密不可分。据北京
市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中心项
目协调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早
在2014年，北京市就制定出
台了系列政策，支持文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积极利用老旧厂
房拓展文化空间，打造文化产
业集群，培育一批各具特色文
化产业园区。

“这些园区服务社会的实
践表明，文创园既是产业园
区，也是文化事业的载体。它
们服务企业，也服务居民、服
务社会。”朝阳区文旅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只有园区的文化
内涵丰富了，文化生态完善
了；园区的社会影响力提升
了，经营收益拓展了，园区才
能更深层次地融入城市的更
新发展。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文化
服务贸易发展动力依然强
劲。文化产业园区作为文化
产业孵化、培育、协同发展的
平台，也正积极发挥文化领域
影响力，通过转型升级突破原
有界定，在文化传播与经济效
益双管齐下发挥出文化产业
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
作为历史悠久的葡萄种植大
县，正凭借着政策、区位、科
技、人文等优势，推动本土特
色葡萄种植产业与葡萄酒酿造
加工、文化旅游产业等高附加
值产业有机融合，不断探索绿
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新路
径。”日前，在第二十一届中国·
怀来葡萄节新闻发布会上，怀
来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俊英
表示，怀来正向打造中国“波尔
多”这一目标发起冲刺。

怀来县地处河北省西北
部，得益于地形、土壤、光照、
温度和降水等得天独厚的自
然禀赋，有着上千年的葡萄种
植历史。这里不仅是我国最
适宜的葡萄产区之一，还是规
模化优质葡萄理想产地。目
前，怀来产区葡萄种植面积达
到11万亩，葡萄酒加工能力
达15万吨，葡萄酒生产企业
达39家，先后打造了“长城”

“中法”“紫晶”“坤爵”等名优
品牌30个，累计获得600多
项国内外知名葡萄酒奖项。

怀来县副县长王小顺表

示，随着京张高铁的顺利开通，
怀来被纳入“首都半小时经济
圈”，未来将全力打造葡萄酒产
业集群，形成临首都核心经济
圈的葡萄酒产业文化集聚区。

记者了解到，经过40余
年的发展，葡萄产业已成为怀
来县最具特色的主导产业，极
大地拉动了当地经济增长。

“预计到2022年，怀来县将呈
现给游客的是15万亩葡萄种
植区、20个乡村振兴示范点和
200个酒庄，葡萄采摘观光和
酒庄旅游人数将达到每年
200万人次。”怀来县葡萄酒

局局长董继先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目前，怀来正凭借
采摘葡萄、参观酒窖、品酒、亲
自酿造等个性化模式逐渐打
造吃住行、游购娱、学养健的
葡萄酒文化乐土。

事实上，在怀来的顶层设
计里，以葡萄、温泉为重要内
容的文化旅游产业圈，早已跳
出“就葡萄抓葡萄”“就葡萄酒
抓葡萄酒”的单一模式，融合
的思路早早写进县域发展的
规划中。特别是怀来启动了

“葡萄酒+生态旅游”产业融合
新模式，加快酒庄集聚化与乡

村振兴深度融合，通过成功引
入利世G9等8个乡村振兴示
范点项目，多维度开发葡萄酒
主题文化系列产品，拓展葡萄
酒旅游产品和衍生产业链条。

此外，怀来还将通过湿地
公园建设等，提高怀来森林覆
盖率、湿地保护率，使怀来—
北京延庆生态建设一体化，同
时整合北京八达岭长城旅游、
延庆世博园旅游与官厅水库
湖区旅游资源，进一步拉动京
张产业互动，将纳入“首都半
小时交通圈”带来的经济效益
发挥至最大。

科技赋能科技赋能 政策加持政策加持
北京文创产业园正在更新北京文创产业园正在更新

做强做大葡萄产业，河北怀来志在打造中国“波尔多”

随着“互联网+”、5G

时代的到来，文化产业园

区也变得愈加不一样。

近日，在 2020 中国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

由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

管理中心主办的文化产

业园区展区首次亮相，

内容涵盖文化科技融

合、老旧厂房改造等领

域，展区综合运用声、

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

动静结合，集中展示北

京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成

就、特色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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