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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发展的新契机，利用I
P创造流
量，发展文旅产业是一个新路径。
陈沐民表示，
接下来他们计划在大
日前，
厦门市文化旅游会展产
陆打造观光片场。
业发展大会召开，
努力建设新时代
“目前我们的片场在台湾云
文化旅游会展名城。大会的召开，
让台湾从业者看到了许多发展的 林县，是全球最大布袋戏制作中
心，但是没有对外开放。
”陈沐民
机会，
也增强了发展文旅产业的信
心。筹建观光片场、打造智慧农场 说，布袋戏虽然是传统技艺，想要
历久弥新同样需要不断创新传播
……众多的机遇催生了一系列文
方式，
而发展文创产业也是其中一
旅项目，
许多台商在大陆开始追寻
项措施。
“诗和远方”。
陈沐民表示，通过观光片场，
n]opqarstu
游客不仅可以了解霹雳布袋戏的
风度翩翩的素还真、正气凛然
制作流程，
也可以了解布袋戏这一
的一页书、
沉默寡言的叶小钗……
传统文化，在创造商业价值的同
上周末，在2019厦门国际动漫节
时，
也为传承和推广中华传统艺术
动漫游戏嘉年华活动中，有不少动
做贡献。陈沐民介绍，除了观光片
漫爱好者装扮成台湾霹雳布袋戏 场之外，
他们也考虑筹建霹雳布袋
系列作品中的角色。
霹雳布袋戏在
戏的主题乐园以及主题民宿等。
大陆拥有大批粉丝，
跟随大陆文旅
融合发展的浪潮，
霹雳国际多媒体 vwxUyz {|}~
在曾厝 里，一家台式民宿马
股份有限公司也计划在大陆建设
克客栈受到了众多游客的关注及
观光片场。
入住体验。
老板陈清隆在民宿圈里
该公司两岸文创园区开发部
顾问陈沐民告诉记者，自1988年 小有名气，被大家称为马克大叔。
在大家看来，
他是一位懂得享受生
霹雳布袋戏出品以来，
已经播出了
2008年就来到这里，从数
2400多集，是台湾动漫产业知名 活的人，
I
P。
“许多大陆观众，
是看着我们的 码业跨行旅游业，他凭着台湾经验
作品长大的。
”说起这点，
陈沐民表 一手打造了客栈。
如今，
厦门发展文旅产业如火
示十分开心，他告诉记者，他们经
如荼，
陈清隆也发现厦门的网红旅
常来大陆参加漫展等活动，
“霹雳
游景点越来越多。他直言，想要让
布袋戏”这一I
P也在大陆催生了众
多衍生品，
他们也希望在大陆有更 游客们对厦门有深刻印象，开发的
项目需贴近民众生活需求，要带有
加多元的发展方式。
特色的文化内涵。
“从四年前我就
大陆观众的热情以及文旅结
合的契机，让霹雳布袋戏这一I
P看 开始构想富有两岸特色的文旅项
目，
在海沧院前社与合伙人一起打
造了凤梨酥观光工厂，后来又在村
里打造带有闽南古厝味道的民宿，
我也与村里人一起努力，
慢慢营
造一个闽台文化生态村的氛
围。
”
陈清隆的文旅规划理念
与一 群台 胞不 谋 而合 ，
今年 ，又 有 多
位台商加 入其
中，包括擅 长
烘 焙 的 蔡 明 雄 、庄
立农，在农业领域富
有经验的郑明和
及在漳州开
!"%& klm '(

设纺织厂的台商彭及铭，大家各司
其职，
一起去建造心中的柏拉图乐
园。
“现在我们几位台胞都住在院
前社了，大家不仅是工作伙伴，也
是邻居，
平时一起泡泡茶、聊聊天，
总能产生不少的想法去进一步规
划落实。
”陈清隆笑着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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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周末，院前社显得格外热
闹，
在凤梨酥观光工厂迎来不少中
小学生前来体验。负责运营管理的
彭及铭每次总会与学生们一起体
验，
互相交流。他希望，能延伸观光
工厂的内涵，
让大家不仅仅是来体
验手作，也能了解台湾文化，因此
在展厅里摆设了不少台湾特色产
品。
“我 们 团 队 里 有 两 位 烘 焙 老
师，他们都有几十年的烘焙经验，
既会制作台湾特色糕点，也会结合
时下的流行趋势去创新糕点，我们
定期聚会试吃，开发适合手作的产
品，
让观光客或者市民能有更多的
选择，
这也很有意思。
”彭及铭说。
此外，
由郑明和负责规划的智
慧农场将成为他们打造闽台文化
生态村的重要部分，跑遍大陆多个
省市的郑明和，
决心要打造富有生
活味道的智慧农场。
来大陆已有十多年的郑明和，
2004年来福建寻根，在南安石井
找到了大陆的宗亲，十分激动，从
此他与大陆族群的交流不断深入。
在台湾高校教授生态学的郑明和，
也将农业技能发挥到极致。他说：
“我从台湾高校退休后，便来到大
陆进行农业种植辅导，跑遍了很多
乡村，
进行农业种植技术的传授及
农产品深加工等，但来到厦门院前
社，
我的脚步就离开不了了。
”
在这里，
郑明和与团队的伙伴
一起规划了龙永智慧农场，他带来
了农业技术及特色种子，认真地进
行规划、种植，如今在院前社逐渐
呈现了农场的雏形。
“我们将打造
科普示范基地、种苗孵化区、教学
基地等农场项目，希望游客及住在
周边的民众，来到这里，也能进行
DI
Y农场体验，让大家看到最特别
的瓜果，享受农业文化生活。”郑
明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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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2019厦门国际会展周的重
要活动之一，厦门会展青年沙
—“现代旅游会展
龙第七季——
综合体的建设与运营”研讨会
在厦门佰翔五通酒店举办。众
多两岸会展业界的大咖，通过
分享他们在会展展馆建设和会
展运营方面的丰富经验，为厦
门发展会展业建言献策。
厦门市会议展览事务局副
局长杨少菁介绍，会展业是厦
门市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
在提升城市国际影响力、推
进城市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等
方面起到了强大的黏合催化作
用，
突出产业特色和市场需求，
厦 门市 积 极建 设提 升 会 展 设
施，努力打造集会展、商贸、物
流、文创、休闲娱乐、交通枢纽
为一体的具备国际化运营水平
的大型会展产业综合体，形成
了国际会展中心片区、佰翔会
展中心片区、翔安会展片区的
三大会展产业聚集区，全面提
升了厦门会展综合竞争力，高
标准建设国际会展名城。
未来厦门会展业如何做出
特色？不少业者给出了自己的
看法。全国会展业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副主任刘海莹表示，
“会展综合体这个概念，首先
是从产业开始，
从项目开始，从
会展的项目到会展的产业逐步
升级。佰翔会展聚集区是厦门
三大聚集区之一，从功能上看
比较齐全，但内部设施的配套
上还有进一步改善空间。只有

通过 不断 使 用 和 不 断 完 善 才
可以更好地适应市场的需
求。”他认为，会展需要加入各
种业态，发展多业态是应时之
需，多业态包括商业、餐饮、旅
游、体育、娱乐等等，只做会议
和展览，可以说没有什么发展
前途。
安益国际集团总裁涂建国
则分享了 2014年台湾高雄是
如何在资源匮乏情况下打造出
一个新的会展中心，并在建成
之后加以运营。“我们提出多
角化的经营概念，用精品化的
服务为导向的经营模式，包括
周边的服务等等。同时也专门
为展览的会议提供个性化的服
务，
做到创新的经营模式。”涂
建国说，现在高雄展览馆中心
出租率平均年成长率 15.
2%，
会议中心出租率平均年成长率
23.
7%，可以确保这个展览中
心到目前为止运营得非常好。
他表示，通过了解城市特
色和优势去建设，并利用城市
的力 量去 吸 引 展 览 业 落 地 举
办，自然就会带动这个城市会
展业的发展。“厦门也是如此，
紧抓区位优势，用国际的经验、
创新概念的导入、全球的资源
来整合多元的平台，必然会成
为两岸会展城市的代表。”涂
建国说道。
本次活动由厦门市会议展
览事务局指导，厦门市会议展
览业协会主办，厦门佰翔五通
酒店、
厦门佰翔会展中心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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