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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文旅新业态成果展举行

24家企业“晒”出广州文旅硬实力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陈川

卢云龙 通讯员 穗文广旅宣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2020广州文交会于11月22

日至25日在广州集中举办。 据介

绍，本次大会涵盖产业峰会、影视

演艺等10大板块活动。 为贯彻落

实省委、市委关于办好广州文交

会的有关精神，促进广州市文旅

行业的整体回暖复苏，加快培育

文旅新业态模式，助力文旅产业

高质量发展。 本届广州文交会期

间，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特意

组织举办广州文旅新业态成果

展示会。

“我在广州文旅新业态成果

展示会摆好了电竞擂台，欢迎各

路电竞爱好者现场参与。 ” 本届

文交会参展企业之一的趣丸网

络负责人告诉记者，电竞产业第

一次在文交会这个舞台展现，TT

语音连同广东省电子竞技协会、

广州市电竞协会组织了全省高

校战队，参与了现场举办的粤港

澳明星邀请赛，让更多以前只能

在网络上观看比赛的大众来到

现场感受电竞赛事氛围，给老城

市注入新鲜活力。

企业

24家文旅重点企业携最新成果参加

作为本届文交会开幕式的重点项

目之一，2020广州文旅新业态成果展

示会于11月22日至25日在广州越秀国

际会议中心举办。 展示会由广州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和广州城投集团组织实

施，涵盖了腾讯集团、网易集团、长隆

集团、融创文旅集团、广州新华集团、

玖的数码科技、奥飞娱乐、漫友文化、

天闻角川等24家文旅新业态代表性企

业， 重点展示广州数字文化、 文化创

意、文化旅游云服务、文旅消费、非遗

文创等文旅新业态最新成果。

当中， 一批广州重点文旅企业的

新项目和新产品将闪亮登场。 譬如长

隆集团将展现全新主题区域、 巡游路

线等一系列沉浸式体验旅游项目产

品；腾讯集团以“好看广州”为主题，将

发布总部位于广州的微信平台， 合并

月活跃账户数达到12.025亿的最新成

果； 网易集团公布大型游戏娱乐直播

平台———CC直播间的发展项目资料；

玖的数码科技将展示跨界创新融合文

旅智能产品———VBOX，以及5G VR云

旅游平台。 此外，一批夜间旅游消费新

模式， 智慧旅游云平台及非遗文创等

新文旅产品也将与观众见面。

部分参展企业介绍

看点

看电竞赛事，互动体验吸眼球

为期3天的展示会将举行系列人

气互动项目， 让每一个前来观展的市

民都可以与文旅新业态发展成果进行

面对面的体验和交流。 趣丸网络将在

展示会主舞台上举办一场由广州唯一

拥有王者荣耀职业联赛席位的明星电

竞战队TTG参战的精彩电竞赛事；而

仁兰文化、岭美文化等非遗文创企业，

将展示数字非遗的最新产品， 以及艺

术纳米微喷技术、 非遗通草画复制技

术方面等最新的成果， 并邀请一批非

遗文创大师到现场与市民进行交流。

本次展示会的观众开放时间是11

月23日至25日，每天早上的9点至下午

5点。 参观的市民群众到场只需出示穗

康码，登记个人信息，即可免费入场。

现状

文旅新业态

发展势头迅猛

记者从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方面了解到，广州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文旅产业的发展， 今年疫情以

后，我市安排了专项经费对数字文化

等五类文旅新业态重点项目进行扶

持，配合文旅园区企业供租金减免优

惠、文旅企业贷款贴息补贴、发放文

旅惠民消费券等措施，为我市文旅企

业复工复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促进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配套政

策及资金扶持措施也即将出台。本次

广州文旅新业态成果展示会将体现

出我市疫后文化旅游产业复苏发展

的良好态势，也传递了我市全力培育

文旅新业态经济快速发展的决心和

信心。

根据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

虽然在疫情期间广州文旅企业整体

受到严重的冲击，但在互联网搜索服

务产业，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

版软件开发产业，动漫、游戏数字内

容服务产业以及互联网文化娱乐平

台产业等文化新业态企业的营业收

入却逆势大幅度增长。 可以预期，文

旅新业态迅速发展将会改变人民的

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成为广州文化

产业新的经济增长极，为广州创建全

国文化消费示范城市，打造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助力。

政策

多项措施助力

广州文化产业发展

为支持广州文化产业发展，广州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出台多个积极措施政

策，为文化旅游产业链发展保驾护航。

一、出台《广州市关于积极应对疫

情影响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健

康发展的

若干措施》（简称“文旅

12

条”）

。 协调引

导国开行广东分行、广州银行、建设银

行及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受疫情影

响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以及优惠措施，

制定印发《关于印发支持文化旅游企

业复工复产专项金融服务措施的通

知》， 鼓励有贷款需求的企业主动申

请，帮助企业切实降低融资成本。 广州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梳理出文化旅游业

50强企业，建立市、区、企业三级对口

联系机制， 通过上门走访和电话问询

的方式详细了解情况， 积极协调相关

区政府和市直部门解决企业困难，告

知国家、省、市的相关扶持政策，目前

已全部复工复产。

二、支持文化旅游新业态发展，下

发《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关于组织

申报广州市文化旅游新业态项目扶持

经费的通知》， 组织开展申报和评审，

安排资金扶持文化旅游新业态项目。

落实《时尚创意

（含动漫 ）

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要求，推动广州

动漫游戏产业发展， 下发2020年时尚

创意

（含动漫 ）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

持动漫游戏企业。 扶持、 指导酷狗音

乐、荔枝FM、YY等本土互联网文化企

业，搭建互联网文化产品开发、运营、

推广平台，促进动漫、游戏、数字音乐、

网络出版等视听文化内容消费。 YY

（欢聚时代 ）

、虎牙直播、酷狗音乐、荔

枝FM等都成为全国领先的互联网企

业。 广泛开展“云上旅游”“云上非遗”

“云上文创”等营销活动，拓展线上消

费，有效适应后疫情时代“微度假、轻

旅行、宅经济”的大众消费新常态。

三、下发《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关于开展市级以上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减免租金补助申报通知》，开展市级以

上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减免租金补助申

报工作， 安排扶持补助重点文化产业

园区和企业。

展位号：

A01

企业：广州长隆集团

简介： 广州长隆集团综合了主题

公园、文化演艺、科普教育、休闲度假、

餐饮酒店等旅游优势功能，产品结构

丰富、主题特色鲜明，目前已经形成大

规模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形态，品牌

效应影响全国、辐射东南亚，成为中国

旅游行业的龙头集团企业之一。

展位号：

A02

企业：正佳文旅集团

简介：作为一家集商贸、旅游、文

化 、教育 、娱乐 、社交 、商务等功能于

一体的国家级旅游景区与文商旅综

合体，目前旗下拥有正佳极地海洋世

界 、正佳雨林生态植物园 、正佳演艺

剧院 、哇哇哇游乐城 、广州正佳广场

万豪酒店五大创新性项目。

展位号：

B01

企业：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简介：腾讯（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是

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之

一。 腾讯多元化的服务包括

QQ

、微信、

QQ

空间、腾讯游戏、腾讯动漫、腾讯新

闻客户端和腾讯视频等。微信于

2010

年

10

月筹划启动，由腾讯广州研发中心产

品团队打造。

展位号：

A07

企业：广州趣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简介： 广州趣丸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即时语音通讯、 游戏社交、

游戏联运发行、 电子竞技等业务于一

体的创新型企业 ， 旗下拥有

TT

语音 、

TT

电竞 、

TT

游戏等多个知名品牌 ，

致力于为用户提供丰富的泛娱乐社交

内容。

▲

非遗传承人在制作泥塑。

荨

观众体验

VR

飞越广州塔的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