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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图书馆的文创、日本的三味
线表演、匈牙利的葡萄酒……9月12
日，第八届重庆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
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不少市
民发现，在N2馆“一带一路”国际文
化馆，外国商品琳琅满目，各种体验
和观赏项目应接不暇。

来自文博会组委会的数据显示，
本届重庆文博会吸引到28个友好国
家及地区参展，国际化水平较上一届
有大幅提升，重庆文博会越来越有国
际范。

借助文博会进入西南市场

“网上看到的洪崖洞夜景好美，
真想去实地看看！”9月11日，来自越
南的展商梅英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
话说。

梅英和丈夫将近百件沉香木带
到了今年的文博会。她介绍，这些沉
香木未经雕琢，具有古朴的美感。“这
是我第一次参加重庆文博会，希望借
助这一优质平台，开拓中国西南市
场。”梅英说。

巴基斯坦展商阿布拉介绍，今年
他携近40件家具参展。“我的朋友参
加了去年的重庆文博会，3天销售了
5万元人民币。所以，我今年也来

了。”他说。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首次参

加重庆文博会。“参加重庆文博会，一
方面是为了宣传韩国的文化旅游资
源，吸引更多市民到韩国旅游观光；
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加强韩国与重庆
间的文化交流，促进韩国企业在重庆
地区进行经贸合作。”大韩贸易投资
振兴公社重庆代表处相关负责人说。

一些外国驻渝领事机构相关负
责人表示，重庆文博会是一个重要的
文化交流平台。“重庆文博会是推介
日本文化的一个平台，众多观众前来
了解日本文化，对我们而言是非常宝
贵的机会。”日本国驻重庆总领事馆总
领事渡边信之说，通过重庆文博会，
各国人民也将增进对重庆的了解。

提升国际化水平是必由之路

重庆文博会为何时隔一年，国际
化水平就得到了快速提升？

9月12日，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副
总裁江波表示，为吸引更多国际展商
参展，提升文博会的国际化水平，重
报集团前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及外国驻渝领事机构、外国商会做了
大量沟通。

据了解，7月15日，第八届重庆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领事馆推介会
在渝举行。日本、荷兰、匈牙利、英
国、意大利等8家驻渝领事馆的代
表，与文博会组委会及部分“一带一
路”国家参展商代表，共同探讨了“一
带一路”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
亮相重庆文博会的相关事宜。

据介绍，得益于重庆市人民政府
外事办公室、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
委员会、重庆市商务委员会等部门的
协助，本届文博会邀请到7家驻渝领
事馆参展，创下了历届之最。

“提升国际化水平，也是重庆文
博会发展的必由之路。”重庆日报报
业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重庆文博会
的发展愿景是成为在中国具有相当影
响力的文化旅游博览会，“走出重庆、
走向世界，在提升巴渝文化国际影响
力的同时，让世界深度了解重庆。”

“文博会是世界了解重庆
的一个窗口”

如何进一步提升重庆文博会的
国际化水平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主办方将更
加注重增强展商和观众的体验，“吸
引更多国际先进的产业或项目参展，
提升重庆文博会的专业化水平。”

据介绍，重报集团还将依托重庆
市对外文化交流中心、重庆国际传播
中心等平台，向世界范围内的商会或
展商推介重庆，以此提升重庆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进而提升重庆文博会的
美誉度和参与度。

外国驻渝领事机构相关负责人
又有何建议呢？匈牙利驻重庆总领
事馆相关负责人说，自2016年起，匈
牙利驻重庆总领事馆每年两次举办
匈牙利文化节（即布达佩斯之春和布
达佩斯之秋）。举办该文化节、参与
重庆文博会，都是为了推介匈牙利的
文化，让更多重庆市民感受到匈牙利
文化魅力。“希望有关部门可以制定
相关政策，吸引更多优秀的外国文化
艺术机构参展，让重庆文博会更有看
点。”他说。

“改革开放以来，重庆的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日本国驻
重庆总领事馆总领事渡边信之表示，
如今，重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谋划
和推动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赢得了
世界瞩目。他说，重庆文博会是世界
了解重庆的一扇窗口，希望重庆开放
的大门一直敞开，世界能通过文博会
这个窗口，看到更加开放、自信、包容
的重庆。

吸引28个国家和地区参展 成为重要的文化交流平台

重庆文博会越来越有国际范
本报记者 赵迎昭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9月
1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第八届重庆国
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文博
会）举行的“智慧出版·安全阅读”重
庆出版集团数字技术产品发布会上
获悉，重庆出版集团将通过打造“一
云两端”，开发放置类游戏《家国梦》
等跨界融媒体产品的方式，满足用户
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长期以来，传统出版和阅读存
在读者与内容失联，安全内容生产缺
失、内容孤岛造成资源浪费、内容安
全监管难等痛点。”在12日的发布会
现场，重庆出版集团有关负责人表

示，打造“一云两端”，就是希望能解
决这些问题。

据了解，重庆出版集团打造的
“一云两端”指安全阅读云、“渝书
坊+”和“渝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其
中，安全阅读云将通过专业生产内
容（PGC)、用户创造内容（UGC）、职
业生产内容(OGC）等多种方式聚集
海量内容资源，并对上传用户的权
益进行保护。安全阅读云将结合人
工智能与传统人工三审三校，对用
户上传内容进行审核，保证内容的
导向正确；通过专业技术手段对上
传内容进行整合，实现内容数据化、

标准化、商业化，进而让内容转化为
数据资产。

渝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主要由内
容资源平台、教育数据工坊等部分构
成。其中，内容资源平台旨在利用重
庆出版集团在近70年发展历程中所
积累的教育内容、题库、教育名家名
师等，为学生提供在线学习、远程辅
导等服务。而教育数据工坊则可通
过内容资源平台积累的大数据，为教
师、学生、家长提供内容资源、数据化
评测等服务，实现因材施教。

“‘渝书坊+’则旨在让重庆出版
集团与机关、学校、银行、商场等场

所进行合作。通过在这些场所中打
造智慧阅读场所的方式，满足市民
的阅读需求。”这位负责人表示，该
项目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将作者、内容、读者与各
个生活场景融合，智能识别读者阅
读偏好，真正实现个性化阅读。

记者还了解到，由重庆出版集团
与腾讯公司联合出品的一款展示新
时代国家发展的放置类城市建设游
戏《家国梦》将于国庆前正式上线。

“‘一云两端’融媒体产品的推
出，体现了重庆出版集团打造新出
版＋X系列产品的决心。”该负责人
表示，重庆出版集团将继续沿着

“智慧阅读 安全出版”的发展思
路，研发更多的跨界融媒体产品，适
应用户多样化、个性化、分众化的
消费需求。

重庆出版集团“一云两端”亮相文博会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9月12
日，重庆重报电商物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重报电商公司）携100多种绿色
农产品亮相文博会，为市民送来一场
特色农产品饕餮盛宴。

走进N4馆的重报电商公司“重
报生鲜”展台，市民可购买产自彭水新
田的高山玉米和红薯、产自中国“红心
猕猴桃第一县”的苍溪红心猕猴桃、城
口腊肉系列产品，以及来自新疆的葡
萄干、和田枣、牛肉干等西部风味特
产。本届文博会上，重报电商公司还
特别推出了“云货出滇”行动，组织了
一批产自云南的土特产展出。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满足不同消

费者的口味，重报电商公司还组织了
一批“即开即食”产品。它们是由城
口县重点扶贫企业重庆登娃食品开
发有限公司生产的登娃家庭装系列
产品，包括飘香风干鸡等。重庆日
报记者看到，在重报电商公司“重报
生鲜”展台前参观和购买的市民络绎
不绝。去年受到市民喜爱的北纬
43°新疆褐牛奶系列产品，再次亮相
文博会。

为了方便市民购物，重报电商公
司物流中心专门在现场设置了物流配
送点，并实行优惠服务，300元以下的
商品收快递费10元，300元以上的商
品免费快递。

重报生鲜上百种绿色农产品受青睐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9月12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文博会现场举行的
重庆开州汉丰湖国际生态文旅度假项
目签约仪式上获悉，开州区已与伟光汇
通旅业签约，将投资141亿元，共同打
造汉丰湖国际生态文旅度假项目（以下
简称汉丰湖项目），使之成为开州旅游
新坐标。

据了解，此次由开州区政府和伟
光汇通旅业共同打造的汉丰湖项目位
于开州区汉丰湖北岸，规划涉及范围
6963亩，整体建筑体量达180万平方
米，总开发周期8年。“根据协议，该项
目将以汉文化与三峡文化为引领，通

过重点打造以开州故城、盛山胜
景、秦巴古道为特色的文化休闲旅
游片区；以水利三峡文化科普乐
园、奇境三峡主题水游乐园为特色
的文化游乐体验片区；以盛世开州
产业总部基地、乐活开州国际康养
社区、开运开州禅养度假/生态观鸟
湿地为主题的湖滨康养度假片区的
方式，让其成为开州乃至重庆文旅
的新坐标，进而让更多游客能体会
开州风采。”开州区文旅委有关负责
人介绍。

据悉，该项目首期预计将于
2022年开放。

投资141亿元 开州将打造文旅新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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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台工作人员正在用青瓷做乐器表演。

▲市民正在欣赏核雕作品。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侗族大
歌《山里草莓》、木叶独奏《木叶声声》、
苗族舞蹈《锦鸡舞》……9月12日上
午，文博会开幕式之后，“多彩贵州民
族民间文艺精品展演”在N2馆主舞
台精彩上演，让上千名市民和展商欣
赏到贵州的民族风情。

除了欣赏精彩演出外，位于N2
馆的贵州馆也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
赏精美展品。在贵州展馆，记者首先
注意到了展出的近20把正安吉他。
据了解，正安吉他因选材好、做工精
细、质量过硬，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美
誉。据介绍，正安吉他采用进口木材
制作，制作工序有200多道，其中，50
多道工序需要经验丰富的工人来完
成。

除了正安吉他，贵州苗族刺绣、马
尾绣等展品也体现着贵州手艺人的匠
心。在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水仙马尾
绣展位前，马尾绣的布包、钱包、祥云挂
坠等，小巧别致。展商告诉记者，水族
马尾绣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三都是全
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黔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东南部，与都匀、
独山、荔波及黔东南州的丹寨、榕江、
雷山等县市相邻。水族马尾绣是水族
妇女世代传承的以马尾作为重要原材
料的一种特殊刺绣技艺。这种水族独
有的民间传统工艺，分布在三都县境
内的城镇和水族村寨。水族马尾绣工
艺独特，刺绣制品十分精美，被誉为

“刺绣艺术的活化石”。
马尾绣绣品在水族人民的生产生

活中具有深远影响。马尾绣背带、马
尾绣尖角鞋、马尾绣童帽等是马尾绣
绣品的标志性产品，在水族生活礼仪
中具有重要的特殊意义。

9月13日上午11点 30分、9月
14日下午2点，“多彩贵州民族民间
文艺精品展演”将在重庆国际博览中
心N2馆继续上演，市民可前去欣赏
侗族风情表演《行歌坐月》《鼓楼抢鸡》
等节目，感受原汁原味的贵州历史文
化之美。

来重庆文博会贵州馆
感受多彩民族风情

重庆文博会，贵州展台展示的织锦产品。

▲日本爱媛县传统乐器表演——三味线。
▲参会的国际展览商。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记者龙帆、齐岚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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