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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西南文創考察行】 

 

考察時間：擬定 6 月 11 日（週日）至 19 日（週一），為期 8 天。 

 

參加人員：大陸方小組召集人呂祖善，副召集人楊建新等 4-6 人,臺灣方小組召

集人陳立恒等文創業者代表 15 人。總人數 20 人左右。 

          盛華仁副理事長將在廣西南寧會見所有團員 

 

考察地點：6 月 11-14 日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北海及周邊，6 月 15-19 日在

貴州省貴陽、修文及周邊。 

 

行程規劃： 

6 月 11 日 

台北-南宁 17:50-20:40 (南航 CZ3046) 

          

6 月 12 日 

09:00-11:30   考察南宁富士康科技集团 

12:00-13:30   广西自治区台办宴请 

13:30-14:30   午休 

14:30-16:00   南宁文创企业考察 

16:30-17:30   盛华仁副理事长会见 

              考察团一行，广西自治区领导陪同 

17:50-19:30   盛华仁副理事长及广西自治区领导宴请 

 

6 月 13 日 

09:00-12:00   南宁-北海 

12:00-13:00   午餐（北海市台办宴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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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4:00   北海-合浦 

14:00-15:00   参观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15:00-16:00   合浦-北海高新区 

16:00-17:30   考察北海高新技术创业园 

18:00-20:00   北海市领导会见宴请 

 

6 月 14 日 

09:00-12:00   北海-南宁 

12:00-13:30   南宁市领导会见宴请 

13:30-15:30   考察青秀山 

16:00-17:00   南宁市台办宴请 

17:00-17:40   南宁市区—吴圩机场 

19:00-20:00   南宁-贵阳（QW9788） 

 

6月14日（星期三） 

下午  部分台湾团员 台北‐贵阳  12：25‐14：45(南航 CZ3022) 

晚上  考察团成员 南宁-贵阳 19：00-20：05（青岛航空QW9788） 

      下榻喜来登酒店 

 

6月15日（星期四）全天贵阳 

07:30早餐 

08:30 前往中国文化（出版广电）大数据产业（简称 CCDI） 

      项目基地（车程 20 分钟） 

08:50 观摩 CCDI 项目基地（《国家“十三五”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 

      “互联 网+”行动重大文化产业工程，30 分钟） 

09:20 前往多彩贵州文化创意园（步行 10 分钟） 

09:30 观摩多彩贵州文化创意园（30 分钟） 

10:00  在文创园召开座谈会（90 分钟） 

11:30  在文创园午餐 

13:00  前往青岩古镇（车程 30 分钟） 

13:30  考察青岩古镇（90 分钟） 

15:00  前往孔学堂（车程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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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  参观孔学堂（60 分钟） 

16:30  返回贵阳 

17:30  省领导会见并宴请 

18:00  晚宴 

 

6月16日（星期五） 

贵阳—遵义—仁怀 

07:30  早餐 

08:00  乘车前往遵义（车程约 120 分钟） 

10:00  参观遵义纪念馆（40 分钟） 

10:40  参观遵义红军街（40 分钟） 

11:20  观摩遵义 1964 文化创意园（40 分钟） 

12:00  午餐（60 分钟） 

13:30  前往仁怀（车程 60 分钟） 

14:30  考察仁怀国酒文化城（90 分钟） 

16:00  参观杨柳湾小镇（60 分钟） 

17:00  前往仁怀酒店入住 

18:00  晚餐 

 

6 月 17 日（星期六） 

仁怀—修文—贵阳 

07:30 早餐 

08:00  前往修文阳明文化园（车程 180 分钟） 

11:00  参观阳明文化园（60 分钟） 

12:00 午餐（60 分钟） 

13:00  前往贵阳高新技术开发区（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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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参观大数据展示中心（60 分钟） 

14:30  前往贵安新区（30 分钟） 

15:00  考察瑞士风情小镇（40 分钟） 

15:40  前往富士康产业园（20 分钟） 

16:00  参观富士康产业园（60 分钟） 

17:00 返回贵阳 

18:00 酒店自助餐 

 

6 月 18 日（星期天） 

贵阳—安顺 

07:30 早餐 

08:00  前往安顺黄果树（车程 120 分钟） 

10:00  考察黄果树（120 分钟） 

12:30  黄果树镇午餐（60 分钟） 

13:30  前往天龙屯堡（车程 60 分钟） 

14:30  考察天龙屯堡（90 分钟） 

16:00  返回贵阳（60 分钟） 

18:00 晚餐 

19:00  前往贵阳大剧院（车程 5分钟） 

19:30  观看多彩贵州风演出（约 90 分钟） 

 

6 月 19 日（星期一） 

考察团嘉宾返程 

上午 贵阳-台北 08：50-11：20 (南航 CZ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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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參加之航班建議： 

6/11 台北~南寧  17:50~ 20:40, 南方航空 CZ3046 

6/14 南寧~貴陽 19:00 ~20:05 青島航空 QW9788 

6/19 貴陽~台北 08:50~ 11:20, CZ3021 

 

只參加後段貴州行程之建議航班 

6/14 台北-貴陽 12:25-14:45 南方航空 CZ3022  

6/19 貴陽~台北  08:50~ 11:20, 南方航空 CZ3021 

 

只參加前段廣西行程之建議航班 

6/11 台北~南寧  17:50~ 20:40, 南方航空 CZ3046 

6/15 南寧~台北   14:30~ 17:00, 南方航空 CZ3045      

 

費用：陸方負責各地餐費和當地交通費（含門票、座談會等相關費用）。 

機票及住宿費用為自理費用。 

 

 其他參考資料 

南宁富士康科技集团在南宁先期投资注册南宁富宁精密电子有限公司。该公司经

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新型电子元器件、便携式微型计算机、高档服务器、

计算机周边设备、高端路由器、游戏机、数字照相机、数字音/视频编译码设备及

上述产品的散热模组和相关零配件；汽车用散热片、五金塑料零附件、新型建筑

材料、工业及建筑装饰用铝型材及玻璃幕墙的生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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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馆区占地面积 133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4100 平方米。馆

内建筑有仿汉石阙大门、汉墓保护展示厅、主体中心文物陈列厅等仿汉代风格建

筑，以收藏、研究、修复、陈列合浦汉墓出土文物为主，藏品的种类丰富，馆藏

文物多达 5200 余件，是区内唯一以汉文化展示为主的遗址类博物馆。 

 

北海高新技术创业园创建于 2012 年，是由北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与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0806）共

同打造的创新创业平台。创业园是北海高新技术创新创业服务中心的重要组成部

分，园区已成为北海市推动创新创业发展的一张名片，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全国青年创业示范园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首批国家小

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和“广西自治区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等。 

 

青秀山位于南宁市区的邕江江畔，由青山岭、凤凰岭等 18 座大小岭组成，总面

积 4.07 平方公里，，主峰海拔 289 米。青秀山顶上耸立的龙象塔，始建于明万历

年间，共有九层，高 60 米，为广西最高的塔。 

 

中国文化（出版广电）大数据产业项目基地（CCDI）总投资约 300 亿元，主要

构建“出版广电大数据中心”、“广电融合网（有线、无线、卫星、互联网）”、“广

电融合智能终端平台”和“广电金卡”四大基础设施平台，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建

设“国家数字音像传播服务平台”和“中国广电网络新产业”等两大系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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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贵州文化创意园是贵州文化会展和创意的平台和窗口，是省内第一个基于贵

州文化优势和特色的文化创意孵化基地。围绕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展示、研究、交流和发展利用,建立自己的文化品牌,并对平台企业和相关产业链

企业进行培育和孵化。在首届文化产业博览会期间,200 多家文化企业参展,以“非

遗”金、木、石、纸、布、土为主线,重点展示银饰、蜡染、刺绣、服饰、箫笛、

陶瓷、奇石等文化创意作品。 

 

青岩古镇 5A 级景区，位于贵阳市南郊，是贵州四大古镇之一，始建于明朝。古

镇内设计精巧、工艺精湛的明清古建筑交错密布，被誉为中国最具魅力小镇之一。

青岩镇的镇容布局沿袭明、清格局。青岩镇民风古朴，物产丰富，具有深厚的文

化底蕴。古镇内有九寺、八庙、五阁、二祠、二宫、一院、一楼、石牌坊、城墙

等古建筑群。 

 

贵阳孔学堂位于著名风景区——贵阳花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中段，占地 460 亩。

总布局分为已建成的“公众教化区”和正在建设的“中华文化研修园”，主要功

能为学习、研究、教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汇聚海内外儒学名家，交流学

术成果，开辟国学讲堂，诵读传统经典，演习文明礼仪，兼具典藏与陈列等。由

中天城投集团、宏立城公司、凯宏公司等捐资 15 亿元建设。公众教化区(贵阳孔

学堂一期)占地 130 亩，建筑面积 2 万余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礼仪广场、大成

殿、明伦堂、六艺学宫、乡贤祠、阳明祠、奎文阁、杏坛及高 9.28 米的孔子行

教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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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文化创意园占地 105 亩，总建筑面积 10 余万平方米，由遵义长征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总体策划、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园区被列入遵义市八大旅游文化精

品工程项目，也是遵义市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园区以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贵州

长征电器集团公司长征十二厂原址为主体，围绕创意、时尚、休闲、怀旧四大主

题，划分为文化创意区、三线建设展示馆、旅游休闲区、艺术广场区、管理服务

区五大功能区。 展示创意生活的时尚与美好，融入艺术创作、创意设计、三线

建设展示馆、艺术画廊、艺术广场、音乐酒吧、怀旧咖啡、特色餐饮、旅游休闲。 

 

茅台镇杨柳湾，杨柳湾是国酒茅台的发源地，有“茅酒之源”的美称。 

据茅台村现存最早的明代《邬氏族谱》的扉页所绘家族住址地形图就标注其邻居

“杨柳湾”一带就有酿酒作坊。清咸丰年间由于战火，酿酒作坊被毁，酿酒业一

度中断。至清同治年间，盐商华联辉在茅台购地，请回昔日的酿酒师，建起了酿

酒作坊——成义烧房，酒取名为“回沙茅台”。1915 年，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

览会上荣获金奖。 

 

仁怀国酒文化城位于怀仁市茅台酒厂内，占地 3000 余平方米，共有汉、唐、宋、

元、明、清及现代 7 个展馆，收藏匾、书画、文物作品 5000 多件，系统介绍了

中国历代酒业的发展过程及中国历史上与酒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方

面的典故。浓缩了中国五千年酒文化的辉煌及精髓，并反映了茅台酒的发展历程。

该馆被评为 1999 年上海大世界吉尼斯之最。 

 

贵阳修文阳明文化园总投资 67.2 亿元，规划总用地面积 229.89 公顷，毗邻贵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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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该项目计划 2013 年 6 月底动工，建设期为 4 年，第 5 年开始试运营。作

为贵州省 100 个城市综合体之一，贵阳修文阳明文化园致力打造成为融文化展

示功能、旅游服务功能、商贸商务功能、休闲养生功能、生态居住功能和公共管

理功能为一体的新型城市综合体。 

 

天龙屯堡古镇位于贵州省西部平坝县，喀斯特地貌大山深处，有天台山、龙眼山

两山脉，距贵阳市 72 公里。这里地处西进云南的咽喉之地，在元代就是历史上

有名的顺元古驿道上的重要驿站，名“饭笼驿”。明初时，朱元璋调北镇南，在

这里大量屯兵，兵来自江浙汉族，本世纪初被当地儒士改名为“天龙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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