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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打造消费地标、聚焦消费国际化等六大任务

天津绘制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新蓝图

深圳大鹏打造文旅高地

国际大牌酒店布局落地

刘泽玮 贺轶群 本报记者 智文学

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深圳，是

我国内地高端星级酒店建设起步最

早的区域。 从南山蛇口到深圳福田、

罗湖口岸……提起深圳高端星级酒

店，大多数人会想到经济繁华的中心

城区。如今，依山傍海的“深圳生态特

区”、 文旅产业高地———大鹏新区将

引来近十家国际大品牌酒店集中布

局，一个全新的高端星级酒店集群正

在大鹏湾畔悄然兴起。

近年来， 大鹏新区坚持以“旅

游+”和“+旅游”为抓手，构建全域、

全季、全业态、全年龄文旅格局，这为

高端酒店的聚集提供了生长的“沃

土”。 10 月 29 日召开的大鹏新区招

商大会， 落实多个重大项目签约，共

建“生物+食品+海洋+文旅”复合产

业集群。其中，安缦酒店、悦榕中国等

行业代表均有意落户大鹏新区。如安

缦酒店是一家全球连锁酒店品牌，其

酒店建于世界各地的特色景点中，小

巧而精美，每座都具有独一无二的风

格。悦榕中国是悦榕集团与万科成立

的合资平台，布局酒店、养老、养生领

域，关注老龄化及健康养生需求。

高端品牌酒店的建设和规划，正

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目前，正在建

设中的高端酒店有 4个，分别是金沙

湾佳兆业凯悦酒店、 金沙湾佳兆业

W 酒店、 南澳大酒店和彭年企业家

度假村酒店。 此外，列入规划建设的

国际品牌酒店有 3个，分别是金沙湾

洲际酒店、金沙湾英迪格酒店和坝光

DK-18 地块酒店（均为暂定名）。

深圳市大鹏新区旅游发展“十四

五”规划明确，大鹏新区将鼓励引进

国际知名酒店建设和经营， 以金沙

湾、西涌、坝光、新大等片区为重点，

打造一批高端度假酒店集群，全面提

升大鹏旅游住宿接待水平。

业内人士表示， 今后的发展中，

大鹏酒店产业不仅要放眼高端市场，

更要走精品化路线， 与本地文化结

合， 针对目标客户进行品牌定位，让

国际酒店具备“大鹏特色”。

厦门：探寻海洋文化发展“新渡口”

滨海新区图书馆展示新区文化方面独特的魅力，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打卡。

齐天宝 本报记者 彭婷婷 文/图

今年 7 月，国务院批准天津等

5个城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培育建设，作为首批入选“国家

队”的城市，天津将如何描绘新蓝

图？ 记者了解到，天津近日研究制

定了《天津市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实施方案 (2021—2025 年)》

（以下简称方案），明确通过完成六

大重点任务，将天津建设成为具备

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国际消费目

的地、全球消费资源聚集地、全国

消费者向往地的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

顶层设计先行

“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大决策

部署， 必须牢牢把握国际是方向、

消费是核心、 中心是关键的总要

求。 ”天津市副市长王旭介绍，培育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深化扩

大内需战略的需要，是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需要，也是天津全面开启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征程

的需要。

王旭表示，国际是方向，就是

要成为国际消费资源的聚集地、更

高水平开放的新平台； 消费是核

心，就是要丰富消费供给，引领消

费升级，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中心是关键，就是

要增强城市吸引力凝聚力，提升城

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天津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沈蕾介绍，到“十四五”末，天津全

球消费资源集聚特征明显，消费升

级新高地效应突出，中心城市引领

带动作用增强，形成在更大范围内

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

水平动态平衡。 再经过 3 至 5年努

力， 构建起强大消费实现功能，使

天津成为具备高知名度和美誉度

的国际消费目的地、全球消费资源

聚集地、全国消费者向往地和展示

国内大市场风范的亮丽名片。

围绕目标的实现，方案提出了

打造消费地标、 聚焦消费国际化、

打造引领消费新高地、创建国际水

准消费环境、构建国际消费自由便

利制度环境和构建区域消费联动

发展新格局等六方面重点任务。

其中， 在打造消费地标方面，

天津将着力把金街建设成为彰显

国际影响力的天津地标商圈，构建

“滨城”亲海消费、文化中心文化消

费、佛罗伦萨小镇名品消费主题鲜

明的消费目的地，塑造海河亲水消

费、“洋楼”文化消费、津味美食消

费等独具魅力的消费名片。

在聚焦消费国际化方面，天津

将打造全球商品贸易港、跨境电商

综合试验区和市内保税展销综合

体，推进“买全球”“卖全球”。 实施

总部机构和首店引进专项行动，提

升国际品牌聚集度。 大力培育天津

消费制造拳头产品，做强老字号品

牌。

在创建国际水准消费环境方

面， 天津将增加 24 小时商品服务

供给； 构建自由便利消费制度环

境，争取设立市内免税店；促进区

域消费联动发展，聚焦汽车、乳品、

红酒等重点商品，打造服务本市辐

射“三北”的进口消费品供给平台。

丰富消费供给

“十四五”时期，天津将围绕海

河全流域开发、洋楼文化、冰雪经

济等做好消费升级大文章。

据天津市文旅局副局长马政

介绍， 将实施海河全流域旅游开

发， 加强水陆互动， 做深生态、休

闲、会展等主题旅游，打造独具魅

力的海河亲水旅游发展带；将依托

国家海洋博物馆、 航母主题公园、

东疆湾沙滩公园、东疆国际邮轮母

港，构建亲海旅游空间格局，建设

景观优美、体验丰富的国内一流亲

海亲水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

同时，天津还将深度挖掘洋楼

资源，构建以五大道文化旅游区为

中心汇集多点线历史风貌建筑的

综合性文化旅游网，与海河北岸意

式风情区共同形成体现天津都市

文化底蕴的中心区，打造彰显“天

津范”的洋楼文化消费名片。

据介绍，“十四五”时期，天津

将实施一批重点项目，完成杨柳青

古镇和五大道文化旅游区 5A 级景

区评定，创建蓟州溶洞 4A 级景区，

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黄崖关长

城文化精品展示园打造成精品项

目。 还将进一步丰富市民文化生

活，延长文博场馆开放时间，持续

打造“夜赏津曲”品牌等。

此外，天津还将大力发展冰雪

运动。 据天津市体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李克敏介绍，天津将大力发展

冰雪运动，建成蓟州国家冰上项目

训练基地等冰雪运动场馆，引入冰

雪主题体育综合体。 将推动“三大

球”项目发展，积极承办女排亚俱

杯和世俱杯比赛等国际顶级赛事，

打造“排球之城”。

各区联动展活力

美好蓝图已经绘就，行动是关

键。 率先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

天津的一份殊荣，同时这也将是沉

甸甸的责任，考验着天津各区的智

慧和能力。

据天津和平区区长郑伟铭介

绍，和平区将抢抓机遇，将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工作作为全

区的“一号工程”，率先建成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标志区。 将围绕国际知

名品牌集聚区， 消费资源配置中

心、新消费展览展示中心、时尚发

布中心、应用体验中心“一区四中

心”的目标定位，高标准编制总体

规划。 将加强体制机制、政策引领、

消费业态创新， 推进和平印象城、

国金购物中心、津湾广场、金耀广

场等重点项目，打造金街步行街地

标商圈；五大道地区以民园广场为

核心，先农大院、民园西里和庆王

府为节点，讲好“洋楼故事”，开发

新消费 IP， 提升夜间经济品质，推

动商旅文融合发展，打造总部经济

集聚地和“国际会客厅”。

滨海新区区长杨茂荣介绍，滨

海新区将突出亲海消费主题，以打

造国际知名海洋文化旅游目的地

为目标，建设国家海洋文化与旅游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高地为任务，构

建“一廊一带一区多组团”的滨海

旅游格局，打造国家海洋休闲运动

中心，推出一批标志性亲海旅游线

路，建设智慧文旅平台。 具体推动

“五大工程”———实施航母主题公

园提升工程，实施国家海洋博物馆

提升工程， 实施邮轮港城建设工

程，实施海洋主题文化旅游度假区

工程，实施海上旅游观光线路开发

工程。

武清区常务副区长吴丽祥介

绍，武清将以佛罗伦萨小镇奥特莱

斯、创意米兰时尚广场、V1 汽车世

界为代表的佛罗伦萨小镇商圈，是

推进京津冀区域共同消费市场建

设的重要布局， 依托区位优势，业

态不断丰富，已经初具规模，未来

将向着欧式风情高端商贸聚集地

的方向持续打造。

“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天津已经在行动。 从海河国际

消费季到国庆黄金周，短短三个多

月共开展了 900 多场促消费活

动。 ”沈蕾表示，围绕方案落实，细

化了 114 项具体任务， 分解到 37

个部门和 16 个区，形成纵向联动、

横向协同的培育建设合力，共同培

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厦门风劲帆满海天阔系列报道之③

洪鹭燕 佘逸 颜祥子

本报记者 钟瑜

北纬 24°53’的深秋，风轻柔

又和煦。厦门市翔安区东南隅的澳

头渔港特色小镇，伴随着规律的潮

汐， 远逝的历史翻涌而至。 恰是

200 年前，在澳头古渡口外，中国

远渡南洋的第一艘帆船起航，来往

船舷掠过波澜壮阔的海面，留下一

条令后人无限遐想的海丝航线。

200 年后，海岸旁的废弃建筑

物被海浪重塑，与海蛎和藤壶同生

共舞，这为中央美术学院研二学生

东方旭带来了创作灵感，距离古渡

口不远处的北欧当代艺术中心里，

他正以此为元素创作一件关于

“船”的抽象展品，以艺术形式展现

与古渡口的跨时空对话……

滨海渡口，是陆地文明驶向海

洋文明的起点，也是承载海洋文化

历史内涵的特定物理空间。因海而

兴的厦门正持续通过文化产业、研

学旅游、科普教育等方式让海洋文

化焕发生机与活力，探索打造海洋

文化传播与发展的“新渡口”，擦亮

海洋文化名片。

艺术为纽带

诠释海洋文化新思考

这个秋天，包括东方旭在内的

7 位青年艺术家陆续从北京来到

澳头， 抖落一身北方深秋的寒意，

扎进南方潋滟的秋光里。

北欧当代艺术中心内，一扇普

通的“窗”引发了陈啟恒的想象，他

利用“窗”这个视觉通道来展现渔

村变迁的影像， 探讨历史与未来、

空间内与外的关系。坐在一旁的王

顺瑜从小就不习水性，对大海有着

天然的敬畏之情，他表示，“这种敬

畏与以前渔民出海前祈求妈祖保

平安有着相通的含义。 ”王顺瑜想

通过搜集式创作来探索海边社区

与信仰之间的关系。这种来自海洋

的神秘力量同样令王浔着迷，她将

以“厦门的风”为主题，制作一个能

呈现海风剧烈变化的多媒体装置。

无论是废弃建筑物还是一扇

面朝大海的“窗”，无论是妈祖信仰

还是匆匆而过的海风，从那些海边

居民们习以为常的缝隙里，青年艺

术家们挖掘出对海洋文化的深刻

思考，雕琢出艺术精品。 他们的作

品将在 11月 24日开幕的“蓝色梦

想 2021·人类与海洋”国际艺术展

中展出，而该艺术展也是今年厦门

海洋周的配套活动。

海洋文化传播需要艺术作为

媒介，“通过一系列的艺术创作，让

大众参与其中，才能进一步认识海

洋、关心海洋。”北欧当代艺术中心

的负责人柯菁菁表示，今年是艺术

中心与厦门市海洋发展局互动打

出厦门海洋文化品牌的第二年，计

划让大众一起来制作永恒的瓷板

壁画。 去年，在厦门海洋周期间用

废弃 CD 制作的“迷路的鱼———银

龙鱼”展品被安放在下潭尾湿地公

园，社会反响较好。

当艺术家们与海洋文化在澳

头如约而至，逐步形成了北欧当代

艺术中心、超旷美术馆、容美术馆

等诸多文化艺术空间。“以此产生

集聚效应，打造海洋文旅与艺术产

业相结合的澳头海洋经济发展示

范区，进而带动渔民‘从海洋走向

陆地’， 实现转产的同时推动当地

经济的发展。 ”澳头工作组招商运

营部林志根表示。

澳头的无限风光是厦门市海

洋发展局规划发展海洋特色文化

休闲渔村的生动缩影，沙坡尾渔人

码头、曾厝垵文创休闲渔村、五通

凤头渔村特色小镇……将因地制

宜开发海洋特色文化资源，建立起

一个个连缀在海岸线上的海洋特

色文化产业平台，助力海洋文化的

传播。

研学为路径

当好海洋文化“摆渡人”

常年被海洋季风吹拂的厦门，

自然袒露着与大海的亲密， 在厦

门，孩子亲近海洋、认识海洋有着

比课本更近的距离。

近年来，厦门市海洋发展局运

用得天独厚的优势创办研学联盟，

梳理出十余条成熟的海洋研学线，

开展海洋研学活动 129场。以福建

第一个专注于海洋科学传播的科

普品牌“不懂实验室”为代表，团队

至少制作了契合不同年龄阶段的

4 条研学旅游路线。“通过研学活

动，在孩子们的心里埋下一粒大海

的种子，这颗种子或许会成为他们

在未来探索海洋之谜的契机。 ”品

牌创始人林宏杰有着传播海洋文

化的情怀与使命。

秉持着学术性与趣味性相统

一、研与学相平衡的观点，团队将

千篇一律的赶海活动升级成了有

趣的“潮间带探索计划”，孩子们不

仅认识到许多海洋生物、 滩涂植

被，而且也了解“潮间带”是涨潮和

退潮之间海岸带的学术概念。研学

活动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

受海洋文化的魅力，也助力厦门标

准化研学路线的打造。

实际上，研学路线是海洋资源

的利用与海洋文化内容制作和开

发相结合的产物。林宏杰还有另一

个身份———全国第一个海洋媒体

实验室“70.8海洋媒体实验室”的

负责人。这是一个以厦门大学为基

地，致力于推动海洋科学大众化传

播的平台，目前，该平台累计推出

科普短视频产品百余条，总粉丝数

超过 70万。 林宏杰与深耕海洋的

专家、学者交集笃深，同时他致力

于将海洋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加

入到研学资源里。

以此平台为依托，加速推进线

下研学与线上科普双轮驱动。 今

年， 该平台与厦门市海洋发展局、

厦门市海洋国际合作中心联合推

出的“海洋文化公开课”线上课程，

邀请海洋文化学界的大咖担任主

讲嘉宾， 目前已经推出了 4 期课

程。 其中一期“华夏海洋生物的瑰

丽传奇暨《海族列传》分享会”值得

一提，而《海族列传》是海洋文化丛

书系列中的一本，自 2016 年以来，

厦门市海洋发展局陆续推出“厦门

海洋文化丛书”， 打造海洋文化精

品，通过线上课程、书本等载体不

断拓宽海洋文化传播覆盖面。

基地为载体

挖掘海洋文化主题新资源

从高空俯瞰，集美区环杏林湾

水上骑行步道宛如一条鲜红色的

飘带，延伸在湛蓝的海面上，在近

步道入口的一侧，鲸探海洋科普研

学基地独立其间。

迄今为止，鲸鱼是人类所了解

到的体积最庞大的海洋生物。该基

地取名“鲸探海洋”直观表达了对

海洋的无限探索。在厦门市海洋与

渔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下，厦门

蓝海行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精

心打造的基地今年 4 月刚刚建成

开放，集科普、研学、IP 形象、运营

为一体，坐拥一栋三层独栋研学科

普楼和一栋研发楼。

记者步入外墙贴满文创 IP 的

科普馆一楼，仿佛置身于蔚蓝的海

洋，通过一些妙趣横生的交互式装

置，让小朋友们在寓教于乐中了解

到海洋生物、地质灾害、海洋环保

等知识，融入到海丝历史、国防科

技、科学家精神等文化氛围中。 走

到二楼，多个多功能实验教室配备

了专业的实验器材，可以实现素质

拓展和益智开发类项目。

以基地为载体，推动闽南文化

与海洋文化的融合与传播。鲸探海

洋科普研学基地的负责人许长春

表示，“今年 4 月底，基地组织了新

疆建设兵团的孩子来厦门看海，除

了介绍福建的海洋生物外，也传播

古田文化等红色文化，给孩子们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

然而， 海洋科普任重道远，不

能一蹴而就，需要有关方面不断拓

宽海洋文化广度和深度。厦门市海

洋发展局将策划一批科技馆、文创

基地、科普研学基地项目，加强海

洋意识教育载体建设。同时今年厦

门海洋周将首次举办 2021 中华海

洋文化厦门论坛， 约 90 名专家学

者将齐聚厦门， 深挖海洋文化内

涵， 探讨中国海洋文明发展历程，

共寻中国海洋强国的历史基因。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海

洋文化是人类与海洋互动的产物，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

海洋文化重要性日益凸显。 未来，

以文化为潮荡起双桨，探寻海洋文

化传播“新渡口”， 乘风破浪再出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