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 
 

关于邀请参加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文博会 

各项活动的通知 

 

各会员及相关单位： 

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以下简称“第十

一届海峡两岸文博会”）定于 2018年 11月 2日-11月 5日举办，主会

场设在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厦门市内主要文化产业园区和重点文化

企业设若干分会场。为进一步推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推动文化产

业繁荣发展，现诚邀各会员单位及相关企业参与本届文博会相关会议活

动。请各单位自行扫码报名参加各相关活动。 

如有问题请直接咨询组委会（联系人：谢忠咏，电话：17859766094）。 

附件：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文博会各项活动介绍及报名通道。 

 

 

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 

2018年 10月 30日 

 

 

 



附件： 

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文博会各项活动介绍及报名通道 

 

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以下简称“第十

一届海峡两岸文博会”）定于 2018年 11月 2日-11月 5日举办，主会

场设在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厦门市内主要文化产业园区和重点文化

企业设若干分会场。 

本届文博会在会议组织质量和数量上与往届相比，有较大的突破，

目前自主举办、联合承办及引进的活动会议达到 33 场，其中不乏国家

级重点会议活动，其中尤以第十一期产业精品项目交流对接会、2018中

国文旅产业（IP）投资对接交流大会、2018中国工艺美术文化产业创新

发展论坛等重点突出。 

一、文化和旅游部文化产业项目服务平台第 11 期文化产业精品项

目交流对接会（附件一） 

由厦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文化和旅游部产业项目服务平

台和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为支持单位的文化和旅游部产业项目服务平

台第十一期产业精品项目交流对接会（以下简称精品项目对接会）将于

2018年 11月 3日 9:30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四楼国际厅举行。 

精品项目对接会是文化和旅游部产业项目服务平台长期打造的一

项品牌，主要吸引来自全国各自的文化精品项目进行路演和对接。 

组织企业人数：50-100人 

报名通道：扫描以下二维码报名登记 

 

 

 

 

 



 

二、2018中国文旅产业（IP）投资对接交流大会（附件二） 

2018中国文旅产业（IP）投资对接交流大会由文化和旅游部文化产

业司、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组委会主办，中国人民大

学创意产业技术研究院、娱乐资本论、灵玲创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协办，

是海峡两岸文旅产业交流传承与融合的桥梁，是海峡两岸文旅产业对话

交流的窗口，也是海峡两岸文旅产业互动的平台。本届交流遇见——“新

旧”交织梦幻文旅，将于 11月 2日 14：00-16：30，在厦门国际会展中

心四楼观海厅举行。本届交流会将邀请华侨城商业副总裁、万商俱乐部

创始人杨泽轩，恐龙园文旅集团首席创意官虞炳，新浪智库总监张翔，

无锡灵山东方禅意总监朱唯丹，陕文投投资总监杜屹，娱乐资本论创始

人郑道森，厦门灵玲演艺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卫勇，莲花罗汉山副总经理

林三川等参加。 

组织企业人数：50-100人 

报名通道：扫描以下二维码报名登记 

 

 

 

 

 

 

三、2018中国工艺美术文化产业创新发展论坛（附件三） 

2018 中国工艺美术文化产业创新发展论坛由文博会组委会和中国

工艺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由中艺新国际展览（北京）有限公司和厦

门文广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承办，将于 11月 2日下午 14:30，在厦门

国际会展中心四层国际会议厅举行。 



著名文化学者、凤凰卫视文化大讲堂主持人王鲁湘、中国艺术研究

院工艺美术所所长邱春林、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专职副理事长、中国工艺

艺术品交易所董事长高常梓等将参会。 

组织企业人数：50-100人 

报名通道：扫描以下二维码报名登记 

 
 

 

 

 

 

 

 

 

 

四、文博大讲堂 2018峰会（附件四） 

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文博会高峰论坛，将于 11月 2日 9:30在厦门国

际会展中心四楼国际会议厅举行。届时，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中央党

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化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祁述裕，台湾亚太文

化创意产业协会理事长陈立恒，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王鲁湘等两岸知名

人士，以新“时代•新融合——海峡两岸文化传承与创新”发表演讲，

分享两岸文化产业合作大视野 。 

组织企业人数：50-100人 

报名通道：扫描以下二维码报名登记 

 

 

 

 

 

 

 

 



附件一：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项目服务平台 

第十一期产业精品项目交流对接会方案 

（送审稿） 

一、活动时间 

2018年 11月 3日 9:30-12:00 

二、活动地点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4楼国际会议厅 

三、参会人员 

（一）主承办方和支持单位 

1.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 

陈桦楠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投融资处调研员 

兼副处长 

2.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 

        黄苇洲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待定） 

        苏忠明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市场与产业处处长 

3.厦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傅国强  厦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陈建文  厦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产业发展处处长 

4.中国人民大学创意产业技术研究院 

白连永 中国人民大学创意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二）重要嘉宾 

1.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嘉宾 

朱   茂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党委委员、副主任 



陶宏宽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产业处处长 

2.福建省各设区市文化旅游部门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

嘉宾 

3.厦门市金融办、市文发办嘉宾 

4.厦门市各区文体局嘉宾 

（三）其他参会人员 

参加路演的全国重点文化项目企业、产业发展司邀请的金融机构、

参加路演的福建省重点文化项目企业、厦门市部分金融机构、产业基

金、文化投资机构、媒体代表等（约 300人） 

四、会议议程 

9:30—9:40   主持人宣布开会、介绍领导与嘉宾 

9:40—10:00   领导致辞：1.黄苇洲副厅长讲话（待定） 

                        2.白连永副院长讲话 

10:00—11:45 重点项目路演推介（具体名单待审定，预 

计 8-10个项目，其中全国重点项目 3个， 

福建省 5个，厦门市 0-2个） 

11:45—12:00 产业精品项目与金融机构自由交流对接 

 

 

 

 

 

 

 

 

 

 

 

 



附件二： 

2018 中国文旅产业（IP）投资对接交流大会方案 

 

大会简介：2018 中国文旅产业（IP）投资对接交流大会是海峡

两岸文旅产业交流传承与融合的桥梁，是海峡两岸文旅产业对话交流

的窗口，也是海峡两岸文旅产业互动的平台。2018中国文旅产业（IP）

投资对接交流大会是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文博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将探

讨两岸发展文旅产业的不同方式，互相借鉴、互相印证，依托文创与

传统旅游业的融合进一步深化落实文旅产业供给侧改革。 

大会时间：11月 2日 14：00-16：30 

大会地点：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四楼观海厅 

大会主题：遇见——“新旧”交织梦幻文旅 

主办单位：文化和旅游部文化产业司 

          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组委会 

协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创意产业技术研究院 

           娱乐资本论 

灵玲创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文广会展 

大会议程： 

    一、致辞环节 

14:00—14:05 文化与旅游部相关领导/海峡两岸文博会组委会

相关领导（待定） 

    二、主题演讲 

14:05—14:25 恐龙园文旅集团首席创意官   虞炳 



14:25—14:45   华侨城商业副总裁、万商俱乐部创始人 杨泽

轩（待定） 

14:45—15:05   厦门灵玲演艺有限公司 董事长 徐卫勇（待定） 

15:05—15：25  莲花罗汉山副总经理 林三川 

 三、圆桌论坛 

15:25—16:30    

    对话嘉宾： 

   张  翔   新浪智库总监  

   郑道森   娱乐资本论创始人  

   杜  屹     陕文投投资总监  

   朱唯丹     无锡灵山东方禅意总监 

  四、自由交流 

 16:30—17:00  大会结束。 

 

 

 

 

 

 

 

 

 

 

 



附件三： 

2018 中国工艺美术文化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一、论坛背景 

2018中国工艺美术文化产业创新发展论坛由海峡两岸（厦门）

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组委会和中国工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工艺集团）联合主办，由中艺新国际展览（北京）有限公司和厦门文

广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承办，将于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

产业博览交易会（以下简称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文博会）期间举办。 

    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局面日益勃兴，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成果日新

月异的大好形势下，海峡两岸文博会上，海峡两岸乃至全球工艺美术

文化高端的创作和经营人士群贤毕至，我们以此为契机，立足于中国

工艺美术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为论坛主题，探讨中华传统工艺美术如

何实现传承与创新并举，与时俱进地讲好工艺美术这篇中国故事。论

坛将依托海峡两岸文博会参展展商和观众，充分发挥海峡两岸文博会

的辐射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宣传中国工艺集团“中华工艺美术文化

产品和文化服务集成提供商”的战略理念。通过论坛的一系列活动，

以谋求中国工艺美术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为主旨，积极融合于海峡两岸

文博会，开门办论坛，与优秀文化产品创作者、文化产品和服务生产

企业共商、共融、共举，大力弘扬工艺美术艺术之美、文化之美，促

进产业发展，以践行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的既定战略决策下，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 

二、论坛举办时间、地点 

论坛时间：11月 2日 14:30-16:45 

论坛地点：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四层国际会议厅 

三、论坛组织机构 



论坛主题：聚焦工艺美术文化  谋划产业创新发展 

主办单位：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组委会 

  中国工艺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中艺新国际展览（北京）有限公司  

厦门文广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云南省鲁甸县人民政府  中国工艺艺术品交易所 

支持单位：中国工艺美术协会 

媒体支持：景德镇在线新闻网 

参 与 人：各主承协办单位领导、特邀嘉宾约 15 名；参展单位

代表约 50名；媒体记者约 60名；各方邀请及现场报

名参会共 300-400名。 

四、论坛议程 

（1）论坛段 

14:30-14:35   主持人宣布开幕，介绍来宾 

14:35-14:45   厦门市政府领导致辞 

14:45-15:00   中国工艺集团领导发表主旨演讲《着力创新 破

解难题 开创产业发展新局面》 

15:00-15:50   圆桌论坛：聚焦工艺美术文化 谋划产业创新发

展 

主 持 人：王鲁湘  著名文化学者、凤凰卫视文化大讲堂主持人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 

论坛嘉宾：邱春林  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所所长 

马  佩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专职副理事长 

高常梓  中国工艺艺术品交易所董事长 

（2）慈善拍卖捐赠仪式段 

15:50-15:55  主持人宣布慈善拍卖结果，举行善款捐赠仪式。 



15:55-16:05  鲁甸县领导发言：中国工艺集团产业扶贫模式 

（3）合作签约段 

16:05-16:20  中国艺交所艺术银行推荐 

16:20-16:35  中国工艺集团集成系统服务模式介绍 

16:35-16:40  中国工艺集团与台湾参展商（选 10位左右代表）

签订加盟协议 

16:40-16:45  厦门文广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与中艺新国际展览

（北京）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厦门市政府领导与中国工艺集

团领导见证 

16:45   主持人宣布论坛结束 

四、拟邀请参与报道论坛媒体名单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中新社、人民网、

中国日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等中央媒体 21家 

   ◎《旺报》、中央社、《联合报》、《中华时报》等台湾媒体 9 家；

《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商报》香港媒体 3 家；第一财经、《福

建日报》、《福建画报》、厦门电视台、厦门卫视、《厦门日报》、《厦门

晚报》、《海西晨报》、《海峡都市报》等省市媒体 47家 

   ◎新浪、凤凰、搜狐、网易、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网、福建文化产

业网、厦门文化产业网、景德镇在线新闻网、58 同城网、小鱼网、

雅昌艺术网、《艺术商业》、《财富经济》、《写字楼》、《总裁圈》等其

它商业媒体 16家 

   ◎“艺术厦门”、“言之有泛”、“今日头条”、“厦门头条”、“厦门

广电”“凤凰网厦门”等微信 APP大号 6家 

 

 

 



附件四： 

文博大讲堂 2018 峰会方案 

 

峰会简介：文博大讲堂是海峡两岸文化产业交流传承与融合的桥梁，

是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对话交流的窗口，也是海峡两岸文化产业互动的

平台。文博大讲堂 2018 年峰会是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文博会的主论坛

和重要活动之一，将突出文化主体、突出产业未来、突出政策发布、

突出未来发展。 

峰会时间：2018年 11月 2日 10：00—12：00 

峰会地点：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四楼国际会议厅 

峰会主题：新时代·新融合·新发展——海峡两岸文化传承与创新 

主办单位：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组委会 

          台湾亚太文化创意产业协会 

承办单位：厦门文广传媒集团、福建日报报业集团 

执行单位：文广会展、海峡导报社 

独家协办单位：弘磐文化 

支持单位：中国工艺集团、敦煌研究院、北京凤凰岭书院、厦门自贸

区管委会、法蓝瓷、央银会 

峰会规模：500人 

峰会主持：新华社制片人、主持人  浦奕安 

峰会议程： 

10：00—10：02  主持人宣布峰会开始，介绍莅会嘉宾 

10：02—10：05  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文博会组委会领导致欢迎辞 

10：05—10：15  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 主题演讲 



10：15—10：25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化政策与管理研究

中心主任  祁述裕  专题演讲 

10：25—10：35  法蓝瓷总裁 陈立恒 专题演讲 

10：35—10：45  凤凰卫视文化大讲堂主持人  王鲁湘 专题演讲 

10：45—11：55  中国（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国家文化出口基

地建设方案发布 

10：55—11：05  活动仪式 

               1. 海峡两岸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成立 

              【上台嘉宾：陈立恒、尹智君、吕礼臻、许  通海、

王岳飞、李荣钢、郭丹英、吴晓力】 

2. 好漾文化社成立 

              （1）“好漾”文化社成立仪式 

              【上台嘉宾：许四孟、蔡崇达、朱玮杰、周士渊等】 

              （2）发起人许四孟上台介绍“好漾”文化社 

11：05—11：55  圆桌对话 

    主    题：海峡两岸文化产业融合与文化自信 

主 持 人：新华社制片人、主持人  浦奕安 

对话嘉宾： 

    中国工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瞿贤军 

    北京老舍茶馆总经理                       尹智君 

法蓝瓷总裁                               陈立恒 

    金门县文化局副局长                       黄雅芬 

    台湾工艺之家协会理事长             许朝宗（待定）   

11：55—12：00  主持人总结峰会成果，宣布峰会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