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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三天客流量达到17万人
次，来自全国各地和德国、俄罗斯、
泰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
陶瓷建材采购商、经销商、代理商前
来洽谈合作。

陶博会这几天，淄博本地的餐
饮、宾馆等行业呈现火爆状态，陶博
会很好的拉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发
展。

市人大代表、淄博国际旅行社
总经理刘秀丽说，她公司旗下的宾
馆已经全部住满，鲁中候机楼的机
场大巴供不应求，每趟车都爆满。

刘秀丽希望陶博会对淄博旅游
业带动幅度更大一些。“陶博会期
间，可以开辟几条陶瓷文化旅游线
路，让中外客商深入了解体会淄博
的旅游。”

市政协委员、山东姜玉坤眼镜
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盈曾提出《建立
淄博陶瓷旅游品牌的提案》，她告诉
记者，陶博会既是一个载体，也是一
次很重要的机会，陶博会除了展览、
论坛等，可以尝试将陶博会与旅游
相结合，进一步扩大淄博知名度。

本报记者 李超

陶博会带火
旅游等服务业

来自马来西亚客人在陶博会现场与工艺美术大师李秋峰结为好友。 本报记者 王鑫 摄

据统计，前十二届陶博会
和十一届新材料技术论坛共推
介科技项目6万多项 ,6473个技
术合作项目在淄博落地生根 ,

带动淄博全市科技投入和高新
技术产业投资689 . 23亿元。本
届陶博会签约257项产学研项
目，总投资165亿元。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
守智认为，陶博会都有一个主
题，这对当地陶瓷企业具有很
好的引导作用。

“淄博这几年来，一直在加
快产业结构调整，每年的陶博
会都会有一批新的技术问世，
这些技术可以迅速转化成生产

力，这样一来，就逼迫那些落后
的小厂进行科技创新，否则就
可能被淘汰。”张守智说。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郭利
民介绍说，陶博会有效助推经
济结构转型升级发展，淄博是
国内品种最全、产业链最完善、
研发创新能力最强的陶瓷产
区，有着深厚的文化和产业沃
土，陶博会的举办有力的引导
了产业转型。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秘
书长缪斌分析认为，上半年，全
行业成本上升，淘汰落后产能
的进程加快，调整产品结构，促
进产业升级成为此行业的主旋

律。他说，陶博会汇聚了行业内
的最新技术以及分析行业未来
的发展趋势，这将有利于本地
企业加快升级改造。

“将来，部分中小企业将
被淘汰，企业创新将变得越
来越重要，而淄博通过举办
陶博会，引导并扶持企业进
行调结构，是非常必要和及
时的。”

淄博华光陶瓷营销中心总
经理白华光告诉记者，他们对科
技创新和产业转型深有体会。

“我们公司现在有一个30

人的研究所，这30个人的贡献
占全公司产值的40%。”

三三天天陶陶博博会会总总交交易易额额5522 .. 22亿亿元元
山东产学研展洽会首次在淄博举办，257个项目带动投资165亿元

本报9月9日讯 (见习记者
王欣 记者 李超) 9日下

午，本届陶博会举行新闻发布
会通报陶博会相关情况，据统
计，此次会展参展、参会单位达
到4500多家，参展品种达到3万
多种，展会前三天客流量达17

万人次，总交易额达52 . 2亿元。
产学研展洽会共签约257项合
作项目，总投资165亿元。

据了解，本次展洽会共签

约257项产学研合作项目，其中
合同196项，总投资165亿元。预
计可实现新增销售收入751亿
元，新增利税127 . 7亿元。

据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郭
利民介绍，院士淄博科技行、国
际科技成果招商洽谈会等共征
集高新技术项目1万余项，全市
有1100余家企业、2000余人次
参加洽谈，共对接项目2154项，
签订技术合作项目617项。

鲁青瓷是淄博艺术瓷的代
表，在本届陶博会上颇受欢迎，
但由于仿冒品泛滥，已对品牌
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工作人员
在陶博会现场不仅讲解如何辨
别真假鲁青瓷，现场砸假冒鲁
青瓷成亮点之一。

山东昆仑瓷器股份有限
公 司 的 相 关 负 责 人 告 诉 记
者，他们公司与多家单位签
订合作协议，陶博会对企业

带来积极影响。
郭利民介绍，陶博会连续

举办了13届，对提高淄博知名
度，拉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届陶博会规模更大、门
类更全、内容更丰富。参展产品
涵盖了日用陶瓷、建筑陶瓷、卫
生陶瓷、工艺美术陶瓷、工业陶
瓷、高科技陶瓷和相关产品，有
数十个系列、数百个品种。

本报记者 李超 见习记者 罗旭君

历届陶博会共推介科技项目6万多项,带动投入689 . 23亿元

陶陶博博会会成成淄淄博博经经济济转转型型催催化化剂剂

陶博会助推

文化产业发展

陶博会已经连续举办十
三届，对淄博文化产业的推
动作用明显。

“陶博会其实也是对淄
博文化产业方向的探索。”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守智
说。

“从本届陶博会上我看
到，淄博在文化产业的经营
上有大幅提高，文化元素在
陶瓷产业中得到了更多的体
现。”

“依靠经济发展，走品牌
陶瓷文化路线是下一步淄博
陶瓷文化产业的方向，而陶
博会就是给广大的陶瓷企业
提供了一种引导和示范。”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院院
长、教授韩德信认为文化作
为一种软实力，对一个地方
综合实力的提升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如果能将文化和工
业发展结合起来，这样不仅
可以促进工业发展，更有利
于文化产业的发展。

山东昆仑瓷器股份有限
公司主要生产鲁青瓷，鲁青
瓷作为一种顶级的艺术瓷，
近年来大受欢迎。该公司销
售经理段瑞鑫表示，昆仑瓷
器一直注重文化与陶瓷的结
合，他们先后聘请了多位刻
瓷大师进行艺术创作，收到
了很好效果。

本报记者 李超 见习
记者 罗旭君

本报讯 中秋临近，月饼进入
销售高峰。但随着食品包装法规规
范越来越严格，不少月饼外包装上
都会注明食品添加剂等成分。同时，
媒体近日曝光有部分月饼存放数年
竟完好如新，引起不少市民对月饼
中添加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问题的
关注。

记者走访中发现，商场、超市中
琳琅满目的月饼品牌和种类让消费

者眼花缭乱。广式、苏式月饼在食品
添加剂使用上比较接近，一款广式蛋
黄月饼中除了面粉、油、水等之外，还
添加了脱氢乙酸钠等数种食品添加
剂。“月饼里添加剂太多，不知道对身
体有没有影响。”市民李先生说。

同时，记者发现，为了满足消费
者的需要 ,也有食品企业推出了不
含任何添加剂的“反腐月饼”，受到
市民青睐。淄博品味百年食品有限

公司负责人王先生告诉记者，今年
他们主打的百贺15月饼中就是没有
添加防腐剂等的月饼，因为销量很
好，成为今年淄博月饼市场上的一
匹黑马。

“因为没有添加任何食品添加
剂，所以我们月饼的保质期只有15

天，这在淄博还是首次出现，与国家
规定的月饼保质期60天相比，整整
缩短了45天。60天保质期的月饼为

了保证其馅料不变质，一般都会添
加脱氢乙酸钠这种食品添加剂，消
费者在月饼外包装上很容易就能找
到。”王先生说。

据王先生介绍，百贺15月饼无
论在外观上还是在选料上都精益求
精，除了0添加防腐剂外，所有食品
材料都甄选原产地顶尖食材，还采
用遵古烘制这一古老技艺加工而
成，是最适合与家人一起吃的好月

饼。“我们推出了苏氏、广式等十几
款品种可供消费者选择，能满足消
费者不同口味需求。”

王先生还告诉记者，为了响应
国家号召，百贺15月饼今年还推出
了60—140元多款精致月饼礼盒，欢
迎各单位、团体、个人前来选购。市
民朋友可拨打8195555咨询，也可到
张店区明清街与华光路交叉口北20

米路东百贺蛋糕直接购买。

中秋临近，月饼中食品添加剂问题引市民关注

““反反腐腐””月月饼饼渐渐受受市市民民青青睐睐

本届陶博会成果丰硕，交易额、客流均有所突破，据统计，前十二届陶博会和前十一届新材料技
术论坛共推介科技项目6万多项，6473个技术合作项目 ,带动全市科技投入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689 . 23亿元。陶博会在促进淄博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陶博会成淄博
创新发展名片

陶博会迄今已经举办十三届，
陶博会经过十余年发展壮大，已成
淄博创新发展的新名片，“淄博陶
瓷·当代国窑”、“新材料名都”两大
地域品牌形成。

7日,市委书记周清利调研陶博
会。他强调,要进一步发展会展经济,

丰富陶博会内涵。要坚持不懈地把
陶博会打造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品牌
展会 ,增强会展经济对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的拉动作用。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守智
认为，陶博会在业界乃至全国引起
广泛影响，淄博是中国北方古老的
瓷都，特别是在日用瓷方面处于领
先地位，对于促进中国陶瓷产业的
发展有促进作用。

淄博陶瓷行业协会会长韩克新
曾表示，淄博将继续实施全方位品
牌战略，促进和带动淄博陶瓷这一
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实现陶瓷制
造业向文化产业的快速转移。

山东昆仑瓷器股份有限公司销
售经理段瑞鑫也认为，陶博会已经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淄博本地陶
瓷企业也因此受益。

本报记者 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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