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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大运会，深圳从创业之城、设计之都、青春之都、创意之都，向大运之城、中国曼哈顿挺进

证券时报记者 彭妮

如果你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 你

会为它的哪一点深深着迷？

是深南大道两旁的绿意葱茏， 还

是市民中心别样的现代建筑？ 是华强

北电子商铺的热闹繁华， 还是满城绽

放的 “

U

” 型笑脸？

这是一座极具现代特色的滨海城

市。 这座城市， 被美国 《纽约时报》

列为

2010

年必到的

31

个旅游胜地之

一。 如果你手头正好拿着一本旅游手

册， 也许会看到这样的介绍： 这是一

座 “国际花园城市”； 是被称为 “青

春之城”、 平均人口年龄不到

30

岁的

“中国最年轻的城市”； 是拥有世界之

窗、 欢乐谷和东部华侨城等著名人造

景观的 “主题公园之都”； 是生产了

全世界

1/5

手机的 “中国数码产品基

地” ……

是的， 深圳就是这样一座城市。

这些闪亮的头衔， 是这座迷人的城市

不可胜数的耀眼名片之一。 不过， 这

些过去已经拥有的头衔， 显然还算不

上是最动人的。

2011

年

8

月， 即将

在此举办的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将 “从这里开始”， 诠释 “不一样的

精彩” ———这是这座城市以大运会之

名向世界传达的理念， 也是这座刚刚

而立的城市重新出发的雄心。 也因

此， 在

2011

年的炎炎夏日， 这座城

市又多了一个名称———“大运之城”。

“设计之都”流淌创意文化

“大运之城” 将展示 “不一样的

精彩”。 那是怎样一种精彩？ 是绽放

在大街小巷 “

U

” 形笑脸呈现给世人

的青春活力？ 是， 也不全是。 这座为

大运全情投入的城市， 显然不仅仅是

想举办一场全球青年的嘉年华。

在来自全球的海量设计方案中，

主办方最终选择了本土团队设计的

“欢乐的

U

” 作为会徽， 并由此衍生出

颠覆传统形象的吉祥物

UU

。 这两个代

表大运会的标识， 极简又极其独特，

被业界认为将 “颠覆中国已经延续了

二十多年的关于形象的定义”。 它们，

展示的不仅是史上最年轻的申办城市

迎接世界的热情， 也是 “设计之都”

深圳与众不同的创意文化。 而这背后，

印证着深圳文化产业的飞速成长。

过去数年来， 积极寻求转型升级

的深圳， 文化产业以年均

15%

的增

速迅猛发展， 产业规模、 增长速度均

居中国大城市前列， 形成了以腾讯为

代表的 “文化

+

科技”、 以招商银行

为代表的 “文化

+

金融”、 以华侨城

为代表的 “文化

+

旅游” 的创新发展

模式。

2008

年

11

月

19

日， 深圳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 “设计之都”

称号， 成为中国第一个 “设计之都”。

2010

年， 深圳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

637

亿元， 成为与高新技术、 物流、

金融并驾齐驱的第四大支柱产业。

此间成长起来的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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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

华强文化科技、 华视传媒、 雅图等一

大批文化科技企业， 与被称为 “中国

文化产业第一展” 的文博会、 特色文

化产业基地大芬村以及怡景国家动漫

产业基地一道， 成为最能代表深圳的

闪亮名片之一。

“创意设计是深圳作为一个年轻

城市文化创新的源泉和价值所在。”

深圳平面设计协会主席毕学锋说，

“今天， （创意设计） 已经拓展到文

化、 城市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和角落，

成为城市产业转型的推动者。” 斯言

诚哉

!

在这个火热的夏天， “

U

” 形

笑脸代表了这座城市的热情， 更展示

着 “设计之都” 创意文化的精彩。

“创业之城”崛起中国曼哈顿

此刻， 如果你身处深圳湾体育中

心， 你将会看到那座被许多人称为 “春

茧” 的体育馆。 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坐在

看台上就能看见蔚蓝大海的体育馆。 在此

举办这座城市有史以来最盛大活动的开幕

式， 举办方自然有着一番良苦用心。

过去， 深圳是所有心怀梦想的人

们理想的 “创业之城”。

2010

年， 这座

城市被 《福布斯》 杂志评为中国大陆

最具创新能力的城市； 被美国布鲁斯

金学会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评为中国

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 在全球范围内

仅次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从这里，

走出了招商银行、 平安集团、 深发展

等引领创新风向的金融巨子； 走出了

华为、 中兴等堪称中国通讯业龙头的

科技巨擘； 还催生出比亚迪这样的新

能源产业先锋。 他们， 成为深圳展示

给世界的闪亮名片， 也见证着 “创业

之城” 的成长。

如今， 前海， 这个偎依在特区臂弯

中的宠儿， 怀抱深圳打造全球金融中心

城市的雄心， 承载 “中国曼哈顿” 崛起

的梦想， 即将从这里迎风起航。 而风景

无限的深圳湾， 正是未来大前海的总部

经济区、 高端居住区和综合商业区所

在。 根据规划， 未来

3

年， 深圳将投入

400

亿元， 汇聚体制机制上的优势和具

有 “突破性” 的政策， 将前海片区打造

成现代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区、 现代服

务业发展集聚区、 香港与内地紧密合作

先导区、 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引领区。

预计

10

年后， 前海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

1500

亿元左右， 平均每平方公里

GDP

或达

100

亿元。

前海， 这块 “特区中的特区”， 已被

定性为深圳乃至整个广东省转型升级的

标志性平台， 尽管还只是一块

15

平方公

里的土地， 却已经炙手可热。 无数的商

机裹挟着海风的味道扑面而来， 招商地

产、 深振业

A

、 深赤湾等深圳本地上市

公司早已摩拳擦掌……

“大约在

30

年前， 当整个中国还处

在沉闷之中的时候， 深圳破茧而出。

30

年后， 深圳特区这艘小船， 始终走在前

方， 指引着国家这艘巨轮的航向。” 这是

来自 《凤凰周刊》 的一段报道。 报道还

说： “春茧” 这个名字， 像是人们对深

圳过去的骄傲总结， 但许多人还希望，

它可以继续成为深圳未来的隐喻。

这固然是隐喻， 也是一个公开的秘

密。 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 深圳

30

年的改革探索， 远未终结， 更不曾靠

岸。 破茧， 对于深圳来说， 是重新起航

的决心， 也是探索深水区的勇气。 毫无

疑问， 前海， 即将崛起的 “中国曼哈顿”，

将是深圳灿若群星的名片当中最耀眼的

一张。

下次来到深圳， 你一定不再陌生。

国际花园城市、 设计之都、 青春之都、

创意之都、 主题公园之都、 大运之城、

中国曼哈顿……这些闪亮的深圳名片，

你最爱哪一张？ 你会带走哪一张？

承办大运

深圳收获更多自信

洪智明

遍布大街小巷的 “市容环境提

升工程” 提醒我们： 大运会就要来

了。 开门迎客之前先打扫门庭一番

可以算是一项传统， 从北京亚运会

到近几年的北京奥运会、 上海世博

会和广州亚运会， 莫不如是。 有人

感慨， 中国人对大型活动的热情真

是举世罕见， 大运会等国际赛事可

以考虑永久在中国举办。

这类调侃的话近期偶见于网

络。 筹办赛事多少对市民的日常生

活会有影响， 有意见实属正常， 但

将 “穿衣戴帽” 简单视为 “面子工

程” 显然不能概述大型活动对于城

市的改变。 如果说在申办大运会之

时还没有预见到世界经济的调整，

筹办则为出口依存度极高的深圳应

对全球经济危机提供了一个契机。

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给整个城市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正效

应。 翻查一下过去

10

年的数据，

很容易就会发现， 除了

2003

年和

2004

年深圳的固定资产投资保持

了两位数的增长外 （那两年正是

“非典” 影响较大的年份， 需要投

资拉动）， 在

2007

年成功申办大运

会之前， 深圳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率一直在个位数徘徊。 在出

口疲软的情况下， 侧重投资和消费

拉动自然是可以想见的， 而大运会

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由头。 这几

年， 地铁的拓展、 机场第二跑道的

修建以及数十个场馆的建设与翻

新， 让整个城市的基建水平又迈进

了一大步， 为深圳乃至其他地区创

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在 “特区一体

化” 和 “迎大运” 的大背景下， 多

处比赛场馆和相关配套设施布局

“关外”， 显然为新片区的城市化提

供了抓手 。 如今 ， “水晶石 ” 、

“春茧” 已经成为深圳新的地标之

一， 梅林关、 布吉关也从城市的分

界点成为新的中心城区。

当然， 这只是外在的变化， 城

市内涵的改变更有意义。

首先是城市自信心的增强和

“世界的深圳” 之觉醒。 在与喀山、

高雄、 穆尔西亚、 波兹南等老牌城

市的对决当中胜出， 无疑提升了深

圳的国际知名度和城市影响力。 作

为一名全程参与申办的工作人员，

笔者还记得

2005

年出访西班牙、 葡

萄牙和英国拜会国际大运联执委时，

介绍深圳时总要特别说明 “

Nearby

Hongkong

” （毗邻香港）。 而现在，

世界对深圳已然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

2009

年

9

月英国金融家杂志

推出的 “全球金融中心排名第六期”

当中， 首次上榜的深圳竟高居第五

位， 位列伦敦、 纽约、 香港、 新加坡

之后， 居于苏黎世、 东京、 上海之前。

不仅是伦敦金融城， 世界也似乎第一

次 “发现” 了中国的深圳。 事实上，

这份榜单背后有着深圳市政府的积极

推介。 在申办大运会之前， 深圳几无

有意识、 有组织的国际推介经验， 对

自身在国际上的定位还缺少把握， 成

功申办后， 则有了更多上场竞技的信

心和经验。

另一方面， 成功申办也是国际

组织对深圳作为一个城市的充分肯

定。 很长一段时间， 深圳的定位与

形象总是与 “经济特区” 相关联，

如今， 随着政策普惠和改革深入，

从一马当先到万马奔腾， 深圳的使

命发生变化， 除了继续作为 “特区”

推进综合配套改革之外， 在国际舞

台上发挥更重要的资源配置作用， 成

为新时期深圳的又一定位———既是中

国的特区， 也是世界的深圳， 诚如广

东省委书记汪洋所言， 要敢于 “叫

板” 新加坡、 香港等国际发达城市。

观望的时候总觉得遥远， 而开

始行进之后， 才发现目标并非遥不

可及， 这也许是大运会给深圳的一

个启示。 现在只是开始， 世界的深

圳正在路上。

（作者系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助

理研究员）

文化名片：从沙漠走向文化绿洲

证券时报记者 张媛媛

深圳这座曾被称为 “文化沙漠” 的

城市， 近几年来绝地反击， 文化创意产

业迅猛发展， 已成为与高新技术、 物

流、 金融并驾齐驱的第四大支柱产业。

深圳人耳熟能详的华侨城集团公司、 大

芬油画村、 华强文化科技集团、 观澜版

画产业基地、 怡景国家动漫画产业基地

等全国知名文化产业基地迅速崛起， 形

成一片片文化绿洲， 带领这个城市朝着

文化产业龙头大市的目标迈进。 无论是

怀旧岭南文化、 抑或是现代化、 国际化

的时尚先锋气质， 都演绎着深圳这座城

市富有特色的文化生活。

华侨城：演绎深圳文化气质

华侨城很能代表深圳这个城市的文

化气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本届大

运会闭幕式选择在华侨城集团旗下的

世界之窗举办并不意外。 从世界之

窗、 民俗文化村到近年来精心打造的

OCT-LOFT

华侨城创意文化园， 华侨

城集团不仅给企业自身， 也为这个城

市打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

如今，

OCT-LOFT

已成为不少

到访深圳的文化人士必经之所， 其

画廊、 展览、 创意市集、 艺术家工

作室、 设计公司以及精品家居、 时

装、 酒吧等集聚一地的形态， 对于

为大运而来的年轻人们无疑颇具吸

引力。

大芬油画村：演绎特色文化

1989

年， 香港画商黄江带领十几

名画工进驻， 租用民房进行油画批量

生产和经销， 吸引不少画商、 画师或画工

前来。

今时今日， 大芬油画村规模较大的

公司有四十多家， 画廊、 工作室及绘画

材料经营门店八百多家； 大芬油画村及

周边的油画产业从业人员约

1.5

万人， 初

步形成了集油画生产、 创作、 展示、 交

易、 培训及旅游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特

色文化产业基地。

华强集团：

从制造业向文化产业转身

华强文化科技集团从制造业向文化

创意产业成功转型， 其大型文化科技主

题公园、 特种电影系统、 环幕

4D

影院系

统、 动漫制作系统、 游戏制作系统等多

个方面， 都以高科技为依托， 催生了深

圳文化的新业态。

科技名片：

创新锻造伟大企业

证券时报记者 张媛媛

深圳这座年轻而富有张力的城

市， 也是一个科技创新氛围浓厚的地

方。 近年来，

IT

、 新能源、 生物等三

大新兴产业迅速崛起， 诞生了华为、

腾讯、 比亚迪等一大批伟大企业， 成

为深圳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比亚迪：领跑新能源汽车

比亚迪， 这家 “世界上最年轻的

汽车企业” 与同样年轻的深圳牵手大

运， 成为此次盛会的汽车类独家供应

商， 将向世界呈现科技、 环保、 节能

的深圳新形象。

“

2011

年是比亚迪电动车大规模

量产的元年。 比亚迪将向深圳大运会

提供

500

台电动车。” 比亚迪董事长

王传福接受采访时表示， 随着大规模

示范运行， 电动车这个市场会逐步打

开。 他表示， 比亚迪前不久回归

A

股

市场筹措的资金， 主要投到新能源汽

车和新能源电池上， 将对下半年的公司

业绩有所支撑。

腾讯：发掘大运主场优势

当腾讯

QQ

的企鹅与大运会的吉祥

物

UU

牵手的一刻， 标志着世界大运会

正式拥抱中国

3.6

亿网民， 腾讯也正式

成为深圳

2011

世界大运会的指定官方

合作媒体。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马化腾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腾讯将通过视频等报道平台， 第一

时间传播信息， 进而迅速扩大

2011

年

深圳大运会在国内、 国际上的影响力。

不久前， 腾讯还专门开发设计了网上虚

拟火炬传递平台， 吸引了超过

500

万网

友网上接力。

借助腾讯庞大的用户群在社交平台

的影响力， 本届大运会充分体现了深圳

“简约低碳、 节约环保” 的城市理念；

腾讯也将进一步拓展和巩固年轻人市

场， 让这张城市名片更深入人心。

金融名片：

尽显深圳金融活力

证券时报记者 张媛媛

深圳， 这座人口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的青春之城， 一路 “闯” 字当

先， 在这片创业土壤上， 成就了富

有生命力的 “金融近卫军” ———招

商银行、 中国平安、 中信证券等。

他们诞生和成长的步伐， 总是伴随

着这座城市的转型与升级。

证券时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借助本次大运会， 这些金融梯队中的

深圳 “名角” 正在向纵深拓展。 在

“后大运时代”， 这批 “大运银行”、 “大

运保险”、 “大运券商” 在传播金融服

务的同时， 将进一步提升影响力。

“作为一家出生成长在深圳、

锐意进取的商业银行， 我们力挫众

多银行竞争对手， 成为深圳大运会

的首家银行合作伙伴和独家财务顾

问， 这不仅是招行履行自己的银行

服务职能， 一定意义上也将对外代

表国家金融形象。” 招商银行综合信

息协调组

(

大运办

)

有关负责人杨毅在

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据介绍， 在金融服务方面， 招行

派驻专人协助大运会执行局开展日常

工作。 截至

2010

年底， 大运会共开立

3

个账户， 累计存款总额逾

5

亿元。

目前， 深圳市政府大运会专项运营资

金及市场开发赞助收益等已逐项全部

纳入招商银行账户系统。 在投行财务

顾问方面， 截至

2010

年

12

月， 招行该

项业务共实现收入

1165

万元。 在零售

金融方面， 截至

2010

年

11

月底， 招行

共发行大运会 “一卡通”

29

万张， 卡内

资产共计

13.7

亿元； 信用卡中心推出的

“深圳城市主题大运会联名信用卡” 累

积流通卡量已达

6

万张， 总交易金额已

近

6.4

亿元。

作为深圳保险业的一张名片， 中

国平安则成为本届大运会保险领域惟

一的全球合作伙伴

,

为本次大会提供包

括赛事综合责任险、 人身意外伤害险

等在内的全方位保险保障。

观察 Observation

宋春雨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