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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至20日，第二届中国
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在山东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共有17个国家相关文
旅机构、22个省市区、山东省16地
市26区县组团参展，参展商达2600
余家，参展展品达50余万件。中共
滨州市委宣传部、滨州市文化和旅
游局组织全市 25家文旅企业、共
700余种文化和旅游商品参展。

展会期间，文化和旅游部产业
项目服务平台第二十六期精品项目
交流对接会暨山东省文化旅游重点
项目推介招商会举办，邹平市醴泉
中华恐龙园农康旅综合示范区项目
在推介招商会上成功签约，项目总
投资15亿元，分三期投入实施。

“智者智城·志在滨
州”主题提领滨州展区

滨州展区位于文旅融合展区的
1C7黄金位置，面积420平方米，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为
指导，以“智者智城·志在滨州”为展
示主题，滨州参展商带来了科技文
创产品和民间剪纸、泥塑、葫芦烙
画、枣木雕刻、草柳编等工艺品，并
有民间手艺人现场进行制作展示，
传统经典吕剧唱腔吸引大批戏迷现
场围观。

本届博览会设文化旅游融合、
沿黄文旅、“好客山东”、创意设计、
动漫游戏、文旅装备、乡村振兴、“一
带一路”、美术精品、艺术品等10大
展区，在“山东手造”“齐鲁粮油”“齐
鲁美食”等专题展区都有滨州市文
旅产品入选。其中，入选“山东手
造”精品展区的产品有博兴布老虎、
棉世纪织造、阳信牛骨雕、无棣海
瓷，入选乡村振兴展区“齐鲁粮油”
的有中裕、西王、天下五谷、玉杰面
粉等企业产品。值得一提的是，我
市是全省入选“山东手造”和“齐鲁
粮油”企业最多的城市。

新创意、新材料、新工
艺，让滨州传统展品更具
个性时尚

来文旅盛会赶一场“手造集
市”，听上去是一件好玩且新奇的
事。今年首次亮相的文化创意品牌

“山东手造”是本届博览会上的一大
亮点，主办方精心筛选了全省最有
代表性的手造精品资源集中展示，
博兴布老虎、阳信牛骨雕、无棣海
瓷、博兴棉世纪织造被选入列，给观
众带来一场非凡的文化盛宴。

颜色鲜艳、萌态十足的布老虎
是本届文博会的宠儿，大人孩子都
喜欢，但是没有脸的“素颜布老虎”
您见过吗？据布老虎技艺人刘娜介
绍，这种“素颜布老虎”是按客户的
个性化需求定制的，设计初衷源于
当下流行的“盲盒”，客户可以根据
个人喜好自行给小老虎“画脸”。牛
骨雕刻是一种传统手工技艺，我们
通常看到的牛骨雕都是通体白色
的，而这次的彩色牛骨雕来到了文
博会现场，令人眼前一亮。

博兴县棉世纪服饰有限公司成
立于2012年，但却是第一次来到文
博会，本次参展带来了多款棉麻男
式上衣和部分手工艺品。公司负责
人王立军介绍，此次带来的衣服所
用面料均为棉麻，使用特殊工艺织
成，衣服上所有纽扣都是年龄稍大
一点儿、拥有传统缝制技艺的农村
妇女手工缝制而成。值得一提的是
2014年马年春晚现场嘉宾以及后
来的“过年七天乐”等节目中都使用
过棉世纪生产的红色纯棉围巾。柔
软、吸汗、透气的棉麻服饰深受中老
年人喜爱，衣服刚在展会上摆出，就

有老两口来试穿、购买，购买后迫不
及待穿衣上身，拍照留念。

来自邹平市明集镇的汉家老苗
粗布，致力于传统纯手工粗布工艺
的发展和弘扬，同样成为了本次展
会的靓丽风景线。纯手工制作、使
用传统工艺，迎来全国各地游客、商
家洽谈订购。汉家老苗粗布负责人
介绍，汉家老粗布以其手感厚实、肤
感舒适、冬暖夏凉、透气吸汗等特
点，受到城乡居民们的青睐。在本
次展会上，客户多买整套的床品，省
事好搭配。现在，粗布坊从棉纺厂
直接进线，省去了一些工序，但是仍
然有几十道手工工序，并且每道工
序里还有很多子工序，每一件粗布
产品里都包含着织造人的智慧和汗
水。

博兴草柳编可谓是唤起老一代
人的回忆，很多中老年人来到展区
看到这些草柳编工艺品都笑开了
眼。对于年轻人来说，看到这些工
艺品也是爱不释手，大多买回家做
装饰品。我们两位记者朋友就买了
六个草柳编的编织包，回家送给家
中女孩子们，健康又环保，个性又时
尚。

布老虎、草柳编、牛骨雕、棉织
造……滨州这些传统手工艺品经由
现代创意、包装，在手造人一道道工
序的雕琢下，脱胎换骨，变成一件件
精美的时尚手工艺品。在打破地
域、超越时空的“手造集市”中，现代
商业遇见了传统美学，传统手艺找
到了新的发展机遇，进一步拓宽了
产业发展空间。滨州传统手工艺的
创新，为助推“山东手造”发展作出
了自己的贡献。

高科技融入滨州文旅
业：愉悦家纺人工智能开
启智慧生活

在愉悦家纺展台前，一款通过
面部识别软件、内置3D扫描仪的智
能医疗健康魔镜引起了很多观众的
兴趣。魔镜通过扫描分析人的脸
部、脂肪组织等，对我们的身体进行
一个全面的评估，可了解人肌肤的
年龄，可查看血脂、血压、血糖、胆固
醇等身体健康指数，同时通过动态
传感、人机交互，增加用户体验。这
款健康智能魔镜还可以在评分之
后，给出一些改善身体状况的具体
建议。据亲身体验的客户说，准确
度十分高，给出的建议也很有参考
价值。

愉悦家纺把一个卧室都搬到了
文博会滨州展区的现场，一款智能
水暖床垫和拥有国内首创TPS高精
度圆网印花技术的床品引得游客围
观体验。运用多领域前沿技术创新

日常生活用品让人叹为观止，展示
出愉悦家纺在科技创新、产业融合、
节能环保等方面的成就。

作为解决养老、康复和人类赋
能问题的关键性产品，愉悦家纺旗
下映寿滙康养服务中心带来的外骨
骼机器人产品吸引了大家的兴趣，
很多人主动前来咨询产品功能，并
积极体验。

愉悦家纺以“创造健康睡眠和
时尚生活”为理念，致力于为消费者
提供至臻至美的家纺用品，300多
件质优价廉的非洲蜡染花布在开展
第二天下午便被抢购一空。曾斩获
2020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金奖的十
二生肖防护小雨衣，因可爱的设计
造型和健康环保的材质深受家长和
孩子们的喜爱。

台前产品展示亮点纷
呈，幕后产业发展风生水
起

本届文博会，滨州参展企业、参
照产品都较往届有明显增加，并且
赢得了显著的品牌效果和商业效
果，这些变化的背后，是我市文旅产
业的加速发展。

据统计，2021年上半年，滨州
接待国内外游客922.49万人次，同
比增长138.04%，近两年平均增长
36.45%；实现旅游总收入84.36亿
元，同比增长230.28%，近两年平均
增长76.36%；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
34.57亿元，同比增长17.8%。

剪纸、泥塑、草柳编、老粗布等
传统手工艺逐步摆脱原始小作坊生
产状态，生产、营销步入了产业化发
展轨道。“滨州剪纸”的非遗传承人
从“手工作坊”到“文化企业”，实现
了非遗传承的产业化创新发展。博
兴县大力发展草柳编、老粗布等手
工艺特色加工产业，草柳编工艺品
企业达到36家、网点126个、线上线
下商铺1200余家，年交易额达8.7
亿元，带动了滨州、淄博、东营等地
市 100 多个村的近 12 万人就业。
老粗布文化创意产业园经营门店突
破220户，在全国设立连锁经营点
500余处，年交易额实现6.3亿元，
辐射带动就业5万余人。凭借发展
苇帘制作技艺，无棣县水湾镇成为
了全国最大的苇帘加工出口基地，
占世界市场份额近70%。在营销方
式上，传统的挑担赶集、提篮叫卖的
方式，已经被电子商务、现代物流所
取代。

包含了7家省级园区在内的各
类文化产业园区，加速了文化产业
要素聚集，拉长了产业链条，为文化
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平台支撑。
无棣海瓷艺术文化创意产业园、中

国草柳编创意文化产业园、高新区
文化产业园等园区，不但形成了生
产加工的规模效应，而且带动了研
发设计、工业设计、广告设计、相关
产品设计和包装设计等项目发展和
人才聚集。黄河三角洲文化产业
园、滨州荣德堂文化创意产业园、鲁
班文化产业园、邹平市创意园、高新
区文化产业园等园区，致力于整合
资源、协同创新，培育和打造一批重
要的创客空间载体和公共服务平
台，为广大创新创业者提供良好的
工作空间、网络空间、社交空间和资
源共享空间；通过开展创新创业活
动，营造创新创业良好氛围，以实现
创意设计领域创新与创业相结合、
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孵化与投资相
结合。阳信水落坡民俗文化产业园
的建设与发展，使水落坡镇成为全
省最大的古旧家具收购、加工、销售
集散地，并且衍生出瓷器、古玩字
画、民俗老物件经营项目。现在水
落坡镇有规模较大的民俗文化企业
有8家、古典家具专业村37个、民间
博物馆5处、古玩交易市场6个、古
玩收藏店2000余家，从业者3万余
人，年交易额达60亿元。在获评国
家AAA级旅游景区的基础上，水落
坡民俗文化产业园正在提升改造，
申报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与此同时，西王、愉悦、中裕等
工业企业亮相本届文博会，表明一
支更能创新、更有后劲的强大产业
力量走进滨州文旅事业发展的舞台
中央。愉悦家纺自主研发生产的纳
纤膜口罩亮相东京奥运会，愉悦家
纺产品蕴藏的“黑科技”让人们看到
了科技赋能文旅行业的无限可能。
滨州粮油企业为“齐鲁粮油”品牌贡
献了全省最多的企业和产品，其产
品受到了游客和商家的青睐。

近年来，滨州工业企业极其重
视运用科技和文化力量，推动品牌
高端化发展，提升企业竞争力，很多
产品富有文化含量和旅游市场价
值。与此同时，工业企业的基础设
施、生产经营业态，对应了当代人了
解工业文明的文化心理需求，成为
富有时代性的工业旅游资源，其中，
京博控股集团科教创新旅游示范
区、愉悦家纺有限公司家纺居家世
博馆、中裕小麦全产业链工业旅游
基地、瑞鑫地毯工业旅游基地分别
创建为省第二批、第三批工业旅游
示范基地。我市工业经济规模已经
处于全省各市的前列，传统优势产
业正在加快转型升级，战略新兴产
业蓬勃发展，将为滨州文旅事业带
来更多更新更好的文创产品和文化
旅游资源。

滨州文旅展品展现滨州文旅展品展现““智者智城智者智城””新风貌新风貌
———第二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滨州文旅融合展区巡礼—第二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滨州文旅融合展区巡礼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胡旭阳 通讯员 李纪念 魏廷合 王盟 燕鹏

邹平市醴泉中华恐龙园农康旅综合示范区项目成功签约邹平市醴泉中华恐龙园农康旅综合示范区项目成功签约。。

愉悦家纺“黑科技”智能魔镜吸引人们测试体验。

各式各样的游客涂鸦手绘海瓷。

博兴草柳编制品遭游客现场“抢购”。

博兴布老虎、抱枕等手工艺品入选“山东手造”精品展区。

滨州市滨州市““智者智城智者智城··志在滨州志在滨州””文旅融合展区文旅融合展区。。 《《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文创产品文创产品。。 四面八方游客来文旅盛会赶一场四面八方游客来文旅盛会赶一场““山东手造山东手造””集市集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