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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题报道

2013 长三角文创金鼎奖揭晓

由长三角文化创意产业联盟主办的“长三角文化创意产业金鼎奖”评选是一

项面向泛长三角地区的行业内高端评选活动，由长三角创意产业联盟主办，上海

创意产业中心、杭州市文化创意协会、南京创意产业协会、安徽省创意经济研究

会等 14 个长三角地区文创行业协会和媒体承办。

自 2011 年成功举办首届“金鼎奖”评选活动以来，深受国内、长三角地区

的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对形成长三角文化创意产业资源联动树立了良好的品牌

活动形象，对促进长三角文化创意产业集聚与合作一体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

2014 农历新年前，2013 长三角文化创意产业金鼎奖评选揭晓，来自江苏、

浙江、安徽、上海长三角三省一市的 20 多名申报单位和个人分别荣获优秀园区、

杰出企业、领军人物、创意咨询策划、创新平台、创新创意等六大类奖项。这是

在刚刚过去的 2013 年度中长三角地区文创企业、文创园区的投资商、运营商、

服务商、掌门人、设计师等一年一度的成果检阅，显示了长三角文创产业的新发

展。

文创产业异军突起同城效应日益彰显

在过去的一年中，长三角地区文创产业的同城效应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尤其

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走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前沿的长三角地区，进一步

加强了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按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方

向，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两方面，均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以市场为主导、以设

计为先导、以文化为根本、以创意为手段的文化创意产业，成为适应经济创新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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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转型发展和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性抓手，成为各地区经济、

文化、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其所做出的贡献率也在逐年提高。正是在此背景

下，2013 长三角文创产业金鼎奖评选活动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沙场点兵”。

本届金鼎奖评选是自 2011 年以来的第三届，得到了长三角地区约 20 个城市

上百个文创单位和众多文创人士的积极参与，是文创界“同舟共进、共襄盛举”

的自愿行为，也反映了业界同仁“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抱团取暖、合作多赢

的共同需求。将文创产业领域内上海的先发效应与长三角地区的同城效应，开展

互动，融为一体，既是跨地区、跨部门的长三角文创产业联席会议成立的初衷，

又是这个社会公共服务平台在全国同行中的创举，显示出文化创意产业无疆界的

生机和活力。

名流新锐各领风骚公共平台服务行业

1月 17 日，在昆山创意产业中心由专家定审了获奖榜单，并予以公开发布。

据长三角联席会议轮值主席、上海创意产业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何增强介

绍，解读这份榜单，人们会发现上榜名单中既有多年来一直领跑文化创意产业的

先行单位和领军人物，如上海纺织时尚产业有限公司及其掌门人邵峰、上海圣博

华康文化创意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掌门人孙业利、上海锦和商业经营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掌门人郁敏珺，又有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新锐设计企业

及其领军人物，如苏州梵蒂诗服饰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皋小春、上海木马工业产

品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丁伟、LKK洛可可设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贾伟、苏

州蜗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石海；既有优秀园区的代表，如田子坊、文

定生活创意产业园、上海国际时尚中心、上海国际设计交流中心，又有新涌现的

行业翘楚如徐州彭城壹号创意园、昆山台湾老街文化创意园、杭州越界•锦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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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等。一些在成长中走向成熟的文创新秀如上海卓维 700 陶艺谷、浙江在沪开设

的乐孜家具（上海）有限公司此番也以各自鲜明的特色分别获得创新平台奖、创

新创意奖。

据悉，长三角创意产业联盟是一个非政府、非盈利性的行业公共服务平台，

承担的功能不仅是地区内行业间的合作交流，更重要的是将业界的各种有效资源

进行整合，通过该平台向相关地方政府的文创项目总体采购，然后运用招投标的

方式让有资质、有能力的创意设计企业接活订单、承揽业务，实实在在地把产业

做大做强，为供需双方搭建交互式双通道，使各地文创产业的增值效益、溢出效

益落到实处。

何增强还告知：“在金鼎奖的评选活动中，我们奉行的是公开、公平、公正

和宁缺毋滥的原则。既考虑到面的广泛性、代表性，更要做到好中选优、精挑细

选，并扶持和培育行业的新生力量、新生代人物的健康成长。”

2013 长三角文化创意产业金鼎奖获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奖项类别 获奖单位/个人

优秀园区奖 文定生活创意产业园

上海国际设计交流中心

昆山智谷创意产业园

徐州彭城壹号

田子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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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庄台湾老街

杭州越界锦绣工坊

杰出企业奖 苏州蜗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远景营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大业产品造型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美国科特勒咨询集团（上海分公司）

上海洛可可整合设计有限公司

荷兰拓腾建筑方案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园区管理有限公司

品物（上海）工业产品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领军人物奖 邵峰（上海纺织时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贾伟（LKK洛可可设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皋小春（苏州梵蒂诗服饰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人（中国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副教授）

吴兵兵（安徽永鹏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吕永中（上海半木轩家具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丁伟（上海木马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创意咨询策划奖 上海圣博华康文化创意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优朗品牌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创新平台奖 卓维 700 陶瓷文化创意公共服务平台

创新创意奖 乐孜家具（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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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红星铜艺有限公司

创意投资奖 合肥滨投商业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更多相关报道：

时尚先行者 创意领军人——记上海纺织时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邵峰

秀多彩时尚 亮世界眼球——上海国际时尚中心风华绝代巡礼

编织设计之都的“中国梦”——上海国际设计交流中心园区探访

陶艺传薪火：体验“手指上的中国”

家居生活旗舰 蓝海破浪前行——前进中的文定生活创意产业园

越界·锦绣工坊：绣出杭州锦绣天地

全能冠军打造创意智邦 圣博华康排布沙场点兵

彭城壹号：城中新城 跨省地标

周庄台湾老街崛起“中国第一水乡”

皋小春和他的梵蒂诗男装设计

为了梦中的“快乐树” 乐孜家具“轻办公”设计连中三元

http://www.shbiz.com.cn/Item/226261.aspx
http://www.shbiz.com.cn/Item/226262.aspx
http://www.shbiz.com.cn/Item/226263.aspx
http://www.shbiz.com.cn/Item/226264.aspx
http://www.shbiz.com.cn/Item/226265.aspx
http://www.shbiz.com.cn/Item/226266.aspx
http://www.shbiz.com.cn/Item/226267.aspx
http://www.shbiz.com.cn/Item/226268.aspx
http://www.shbiz.com.cn/Item/226269.aspx
http://www.shbiz.com.cn/Item/226270.aspx
http://www.shbiz.com.cn/Item/22627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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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心新闻

“昆山设计推进计划”第三批申报项目专家评审会召开

第三批“昆山设计推进计划”于 2013 年 11 月正式启动以来，昆山创意设计

中心工作人员陆续开展了企业拜访与对接工作，2014 年 1 月 17 日，“昆山设计

推进计划第三批申报项目专家评审会”在昆山智谷创意产业园隆重举办，政府有

关部门、行业专家以及来自昆山开发区的 6家生产制造型企业和 19 家来自海内

外的知名专业服务公司参与评审会。

本次评审会的目的是审批申报项目的可行性，并确定服务对接，会上，来自

昆山开发区的 6家企业分别陈述了各自的转型升级需求，来自海内外的 19 家知

名专业服务公司分别汇报前期对接与调研的成果，针对不同企业在市场调研、品

牌咨询、渠道策略研究和营销推广策略等方面需求进行方案提报，由行业专家与

政府有关部门把关推进项目的可行性和预计效益。

目前，昆山创意设计中心正在做评审会的小结与整理，下一步将综合政府有

关部门与评审会专家的建议，确定最终的签约项目与服务方向。

自 2011 年 8 月起，在昆山开发区管委会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下，昆山创意设

计中心开始推行面向昆山开发区企业的设计推进计划。秉承“汇聚世界设计力量，

提升昆山产业能级”的宗旨，推进计划致力于整合国内外优秀文创产业资源，协

助昆山的传统制造型企业完成转型升级，整体推动“昆山制造”向“昆山创造”

转变。

“昆山设计推进计划”起初是通过政府购买第三方研发设计、市场调研、品

牌建设、营销推广等专业服务的形式，有计划帮助企业实现由代工生产向设计加

工，继而向创立自有品牌转变。“成功实施两批后，我们很欣喜地看到，政府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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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设计扶持企业转型，正在变成越来越多企业的自主行动。”上海创意产业中心

秘书长何增强说。另据昆山创意设计中心秘书长曹阳介绍，本期推进计划的各项

目将在 2014 年农历春节后，正式开始执行。

2014 中国铜文化发展高层论坛在铜陵举行

2014 年 1 月 11 日，2014 中国铜陵铜文化发展高层论坛举行。此次论坛由亚

洲铜装饰协会和国际铜业协会主办，上海创意产业中心参与了此次论坛的相关组

织和策划工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陆勤毅、铜陵市市委书记

宋国权、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敬明以及一批国内顶尖的铜文化、铜文物、铜

艺术专家、铜饰铜材企业代表、文创行业代表出席论坛。此次论坛旨在邀请铜业

中人多维度、多视角地研讨铜文化产业发展理念、方向、经验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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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上，亚洲铜装饰协会会长谭德睿首先发言，他充分肯定了铜陵在铜产业

与文化方面的成就与贡献，青铜帝国文化产业集聚区项目和一些铜文化企业在传

承、开拓、创意和振兴方面引领国内同行业。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社会科学院

院长陆勤毅就“中国铜文化的传承与振兴”发表讲话。铜陵市委书记宋国权致欢

迎辞，他说，铜陵市发展铜文化、铜产业资源丰富、基础厚实、氛围良好,市委

市政府已将铜文化发掘、铜艺产业发展作为铜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来抓，作为文

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特色来抓，希望各位来宾在学术、艺术与产业层面与铜

陵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作为青铜帝国文化产业集聚区的总策划方，上海创

意产业中心秘书长何增强介绍了青铜帝国的策划思路与基本情况，青铜帝国以铜

产业和铜文化为核心，是产业、商业、文化、旅游四位一体的新型城市综合体，

致力于传承和发扬铜陵的千年文脉、引导铜陵铜产业的转型发展和城市更新，青

铜帝国愿意为铜业中人搭建一个互利共赢的平台，共同实现行业的繁荣。亚洲铜

装饰顾问、专家和企业领导等就各自的专长领域发表了专题演讲。

论坛期间还举行了美籍华裔雕塑家、美国国际雕塑基金会主席、中国铸造协

会理事会顾问吴信坤大师艺术馆入驻青铜帝国的签约仪式，吴信坤艺术馆将集中

展示一批吴大师的优秀铜雕塑作品，吴大师也将为青铜帝国一期项目-铜铃水街

设计若干公共艺术作品、礼品和旅游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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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园区动态

微软首个全球游戏创新中心落户天地

2014 年 1 月 27 日，天地软件园与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在万豪酒店举行了

合作签约仪式，正式宣布微软游戏创新中心项目落户天地。区委书记张国洪、市

科委副主任陈杰与微软全球副总裁陈实为微软游戏创新中心项目启动。天地软件

园董事长梁专建、微软大中华区副总裁谢恩伟、艾蒲谷公司总裁寇晓伟共同签订

《天地应用谷合作协议》。

微软游戏创新中心项目是中国首个以游戏创新为核心的初创企业孵化基地。

中心将以领先的微软技术平台为基础，以微软管理和技术团队为主体，通过和政

府及产业合作，激发新创企业在微软Windows 和 WindowsPhone 平台上进行游戏

开发的积极性，为本地数字应用及游戏产业提供充满活力和健康的生态体系，帮

助本地中小型游戏开发商提高开发技能并创作反映中国文化价值的游戏内容，进

而加速普陀乃至上海地区的游戏产业创新进程，并逐步把普陀区打造成国内最

大、辐射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游戏产业创新生态区。

文定生活荣获“2013 年度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特殊贡献奖”

上海文定生活创意产业园（文定生活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继荣获 2013 长三

角文创产业金鼎奖之后，马年伊始，又喜获“2013 年度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

特殊贡献奖”。

2月 12 日下午，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召开 2014 迎春茶话会，会长周禹鹏

到会致辞。会上，周会长简要回顾并通报了 2013 年联合会的主要工作及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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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要求，表彰了在 2013 年为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和取得优

良成绩的会员单位并颁发荣誉奖杯。近年来，徐汇区四星级产业园“文定生活”

在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推进行业协调、促进文化创意信息交流、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获上海现代

服务业联合会颁此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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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动集锦

【活动名称】“丝路经纬”主题展

【活动时间】2013 年 12 月 12 日

【活动地点】800 秀

【活动内容】由画匠创作，通过植物染色、手工编织成波斯地毯的工艺，传承至

今已至少 2500 年。此次主题展分多个场地进行，将向观众多维度展示波斯地毯

的顶级品；其中中国老地毯将安排在红坊的华氏画廊展出。

【活动名称】“近代上海实业家与社会进步”展览

【活动时间】2014 年 2 月 28 日上午 10:00

【活动地点】源创创意园

【活动内容】近 200 件文物、文献、图片等再现 20 位近代上海实业家在促进上

海经济发展、赞助社会公益事业中的作用，大部分展品是首次对公众展出。

【活动名称】“设计上海”2014 上海国际设计创意博览会

【活动时间】2014 年 2 月 27 日到 3月 2日

【活动地点】上海展览中心举

【活动内容】“设计上海”2014 的主题为“西方遇到东方”，“设计上海”是

杰出西方创意设计与中国优秀设计师深入沟通的平台，逾 100 个世界知名设计品

牌将齐聚上海，其中 90%的品牌为首次被介绍到中国。

【活动名称】印象派大师·莫奈特展

【活动时间】2014 年 3 月 8 日-2014 年 6 月 1 日

【活动地点】上海 K11 购物艺术中心

【活动内容】展览将展出 52 幅印象派大师真迹，包括 40 幅莫奈作品、12 幅莫

奈收藏的其他印象派画家包括雷诺阿等大师的作品以及 3件莫奈生前所用物品。

本次展览将展出莫奈艺术生涯中几个重要时期的代表作，其中不乏难得一见的绝

世珍品，价值连城。这将是一次零距离接触大师真迹的绝佳机会，也是一场席卷

中国大陆的印象派艺术盛宴。

http://www.shanghaik1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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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业播报

杨雄：推进中国工业设计研究院建设

上海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19 日上午开幕，上海市市长杨雄

作政府工作报告。在 2014 年文化繁荣发展方面，杨雄说，要提高公共文化服务

的质量和效能，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杨雄说，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制度，推

进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会化、专业化管理，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举办重大文化活动。建设世博会博物馆等重大文化设施，强化公共文化场馆公益

性使用，继续办好市民文化节、上海书展等活动，推动文化进社区、进地铁、进

商圈，让文化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融入市民生活。

杨雄说，要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深化国有文化企业改革，降低社会资

本进入门槛，扩大影视制作发行等领域开放，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共同

发展。促进文化与金融、科技、教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提升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服务功能，推进中国工业设计研究院建设，推动网络视听、动漫游戏、数字出版、

时尚创意等产业加快发展。建设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推进国家文化对外贸易基地

建设，支持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文化企业走出去，在开拓境外市场中增强竞争力和

影响力。

《上海市设计之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印发

上海设计之都建设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

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是增强城市活力、塑造城市品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的重要途径。近期《上海市设计之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3-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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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印发。《计划》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指导思想、推进原则、总体目

标和主要指标；第二部分提出发展工业设计、时尚设计、建筑设计、多媒体艺术

设计4个重点领域；第三部分提出初步形成4个体系、8大工程、28个项目组成的

重点任务。

了解更多

上海实施文化十项创新工程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为响应这一号召，增强文化创造活力，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简称文广局）

以美丽“中国梦”和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为牵引，以公共文化、文化产业和

文化市场三个体系建设为聚焦点，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及文化创新奖评比为抓

手，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着力实施文化十项创新工程，

促进文化与旅游、金融等融合发展、文广影视等八大产业集聚发展，其中以“文

化十进”为重点的城市文化氛围营造、上海公共文化服务“十有”模式和文化市

场“十大”机制等受到相关部门的肯定。

十项创新工程分别是：一、文化政策法规创新工程。二、文化氛围营造创新

工程。三、文化活动机制创新工程。四、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工程。五、文化设施

功能创新工程。六、文化主体丰富创新工程。七、文化环境开放创新工程。八、

文化资本杠杆创新工程。九、文化需求保障创新工程。十、文化人才高地创新工

程。

了解更多

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2315/node4411/u21ai836544.html
http://www.cnci.gov.cn/content/2013126/news_80642_p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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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鼓励专特精、中小微实体书店创新发展

从日前召开的2014上海市新闻出版（版权）工作会议传出消息，上海将继续

鼓励支持专特精、中小微且能为特定读者提供延伸服务的实体书店创新发展。

会议对2014年上海新闻出版工作要点进行部署，重点包括动态调整上海新闻

出版专项资金资助标准、支持民间资本有序参与出版经营活动、探索开展民营文

化机构从业人员责任编辑注册工作等。同时，上海将鼓励书业向社区、学区和商

区延伸，引导和支持各类读书组织和机构开展多种阅读和图书推广活动。

此外，上海将筹建出版艺术基金会，而随着上海迪士尼的开园，上海还将利

用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平台，延伸童书产业链，逐步打造综合性的儿童产品和服

务展示交易大平台。

在版权公共服务和管理保护工作方面，上海将积极探索互联网环境下版权管

理模式，推进互联网版权自律工作常态化，引导建立重点作品预警制度，加大对

互联网版权主动监管力度。

“发现上海，看见未来”上海设计亮相 2014 法兰克福消费品展

当地时间2014年2月7日9点，全球最大的消费品展—2014法兰克福消费品展

拉开帷幕。继参展2013年伦敦设计节后，上海设计再次组团出击国际展会，以“发

现上海，看见未来”为主题亮相2014法兰克福消费品展。

和周边的欧洲大牌设计展位相比，梅红色的主题色、干净硬朗的线条设计让

上海设计展位整洁低调又亮丽活泼，蕴含海派文化底蕴的独特东方特色让上海设

计脱颖而出。不同风格、不同功能的展品从不同的角度聚焦“发现上海，看见未

来”的主题。沪尚工坊的瓷板画、天泰茶叶的乐泡茶饮机、杨明洁的锡器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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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戈隆特骨瓷、HeyJewel 原创首饰、七次方的自主设计小家电、“神七”航空机

芯上海牌手表、智位机器人的3D打印机等，从生活需求的方方面面，展现着上

海设计是如何将中国古老文明的血脉延续至现代生活的胫骨中的。

据悉，2014法兰克福消费品展展期为五天，共有8个展馆，分为家居、礼品

和厨具三个主题。参展者来自世界30多个多家和地区，每天都有潮流趋势发布等

活动。上海设计展团此次组织了“看·上海”系列品牌活动，参展企业代表将每

天在展区内组织不同的精彩体验活动。

当地时间2月8日，上海设计展团将举办以“合作共赢，创新发展”为主题的

商务对接交流会。届时，德国国家经济发展署、中国驻法兰克福领事馆、德国代

表企业等将与会，与上海设计代表团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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