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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创意产业园区旅游开发
 

—— 国外创意产业园区开发经验借鉴

樊小兰 , 刘　住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 ]发展创意产业不但符合上海市“新型产业结构”的总体规划和 “科教兴市”的战略 ,实现由“中国制造 ”走向“中国创

造”的必经之路 ,而且创意产业拥有丰富的都市旅游资源。 上海创意产业园区旅游开发正处于初期阶段 ,分析其旅游开发现

状和存在问题 ,借鉴创意产业起步较早国家的成功经验 ,为上海创意产业园区旅游开发提供新思路 ,从上海市政府、中介机

构和创意产业园区管理等多视角实现园区的可持续旅游发展 ,实现“创意 ,让城市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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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 ,上海拥有大量老厂

房、老洋房、老仓库等优秀历史建筑 ,体现不同时期城

市发展的独特风格、艺术特色和科学价值 ,为上海创

意产业发展提供建筑载体。上海创意产业以创新思

想、技巧和先进技术等知识和智力密集型要素为核

心 ,通过一系列创造活动 ,引起生产和消费环节的价

值增值 ,主要包括文化艺术、建筑设计、研发设计、咨

询策划和时尚消费等几大类 ,涉及诸多行业 [1 ]。 老厂

房注入新的产业元素 ,老建筑里集聚新的机制和新的

增量 ,使老厂房成为创意设计类企业的聚集场所 ,成

为时尚信息的发布地与创意产品的展示场所 ,适宜举

办实物展示、文化交流、信息发布等活动。而创意产业

园区向社会开放的公共展示交流区域 ,为游客和当地

居民提供了公共游憩空间。

　　一、上海创意产业园区旅游开发现状
(一 )现状分析

目前上海市政府已对 4批共 75家 (未含未建成的

2家 )上海创意产业集聚区予以授牌 ,建筑面积 225多

万 m
2 ,在数量上上海创意产业园区居全国首位。但就

其发展来看 ,只有第一批创意产业园区建设已相对成

熟 ;第二、三批中的大部分尚处于招商阶段 ;第四批创

意产业园区多处于建设当中
[2 ]
。就其开展旅游活动的

条件来看 ,虽然园区区位优越 ,可进入性较好 ,但建设

成熟的创意产业园区中 ,具备旅游吸引力的十分有

限 ,且园区的投资开发方在园区建设初期没有考虑旅

游因素 ,没意识到园区旅游开发的服务功能和宣传效

果 ,出现配套设施不完善、缺少文化创意氛围、开放度

不够等现象。目前上海具备旅游观赏价值和游览条件

的创意产业园区还不足十家。

尽管上海创意产业园区旅游开发条件还不十分

成熟 ,但其旅游开发价值已受到各方关注 ,上海市区

政府、中介组织、旅游公司等均采取行动 ,推动园区的

旅游开发。旅游公司已组织大规模旅游团队 ,进行创

意产业园区旅游参观活动。如田子坊与上海一些旅游

社建立合作 ,进行团队旅游的接待工作 ,散客参观更

是络绎不绝。 M50创意园设置专门的旅游接待部门

和人员 ,针对不同的参观团体 ,设计不同的旅游线路

和讲解词 ,并开始对团队参观接待工作收取费用。随

着参观游客数量增加 ,上海创意产业园区的旅游接待

工作将逐步走向成熟。随着创意产业的概念迅速推广

并不断被人们接受 ,别具特色的创意产业园区吸引大

量游客前来参观 ,园区旅游接待人数仍在逐渐增长。

(二 )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追求数量、享受政策优惠 ,有些创意产业园区

盲目上马 ,导致建设不完善、缺乏特色、招商困难等问

题 ,不利园区的长远发展。各区应注意协调发展 ,形成

自己的特色和定位 ,不能只求量不求质 ,要培育出品

牌园区 ,真正吸引旅游者和创意人士的是富有创意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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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和文化气息的特色创意产业园区。

创意产业园区是创意人士和企业的集聚地 ,游客

参观园区会造成旅游与办公之间的矛盾。由于好奇心

和求知欲驱使旅游者往往想多了解园区 ,游览园区的

各个部分 ,但作为创意人士的办公场所 ,园区需保持

相对安静、封闭隔离的办公空间。游客多在节假日和

双休日进行参观游览 ,而这时正是创意人士下班休

息、园区关门的时候 ,很多游客满怀希望到访后只能

参观园区的外观建筑 ,不能深入了解产业状况 ,不能

满足游客要求。

园区由于管理部门和人员构成上的复杂性 ,目前

多采取行政接待或客户接待的方式 ,设置专门稳定的

旅游接待部门的较少 ,多是根据来访者身份级别临时

安排接待人员 ,在接待高层次的文化旅游者或外宾时

会暴露出更多的接待服务问题。虽然多数园区还处于

被动接待阶段 ,但创意产业园区具备旅游功能 ,其客

观上必然吸引游客参观游览。随着团队参观者的增

多 ,成熟的创意产业园区会向主动经营转变。

　　二、国外创意产业园区旅游开发经验
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 ,创意产业的发展成为

发达国家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举措。美国、法国、

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新加坡、英国等创意产业发展

较成熟的国家 ,产业集聚形成富有特色的创意产业园

区 ,吸引大量游客。对其成功经验总结如下。

(一 )政府推动与扶持

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政府把发展创意产业作为

创新产业结构、促进国际综合竞争力提升的主要措

施 ,制定各种相关政策并立法给予保护与扶持 ,大力

促进创意产业发展。如 1997年芬兰政府组建“文化产

业委员会” ,为发展文化产业提供政策支持。 1998年 ,

新加坡就将创意产业定为 21世纪的战略产业 ,并出

台《创意新加坡》计划 ; 2002年 ,成立了创意工作小

组 ,专门分析创意产业的现状、确定发展战略和政府

的对策 [3 ]。 1997年 ,英国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

组。此外 ,政府和社会各界通过建立各种创意产业或

文化产业发展基金来支持创意产业的发展。 如 1999

年 ,韩国通过《文化产业促进法》 ,明确“协助文化、娱

乐、内容产业” ;另成立“文化产业基金” ,提供新创文化

企业贷款 。 2001年 ,“世界设计大会 ( ICSID)”在韩国

举办 ,韩国政府投资约 100亿日元设立“韩国设计中

心”。同年 ,成立文化产业振兴院扶持动画、音乐、卡通。

同期 ,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也成立“产业设计特别委

员会” ,以产、官、财的结合方式 ,支持产业的设计活动。

(二 )旧城复兴

发达国家的创意产业大多是发于老城区、老厂

房、老港口等处 ,如英国的伯明翰、美国纽约的苏荷

区、加拿大的温哥华、日本北海道的小樽运河等。他们

提倡“旧城复兴”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整合老厂房 ,将

旧城看成是不可复制的价值很高的文化资源。已废置

的旧厂房、破仓库、小弄堂经过改造 ,变成创作室、创

意园区后 ,既保留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 ,也为

城市增添了历史与现代交融、传统与时尚结合的新景

观。将创意产业、创意文化与创意人才集聚在一起 ,不

但能产生强大的集聚和辐射效应 ,也推动了城市的更

新发展。 与欧洲相比 ,上海旧厂房的改造利用还停留

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层次上 ,更多地只是空间的利用 ,

而欧洲很多国家已经能根据经济、文化、环境需要 ,重

新设计出具有艺术性、时尚感、高效节能的新城市主

义的风格。

(三 )民众创意意识的提升

政府从产业发展角度来推动创意产业的同时 ,也

意识到公民创意生活的重要性 ,因此采取了一系列的

措施 ,包括:开放更多的博物馆及将所有数据档案数

字化等 ,期望通过教育培训、支持公民的创意发展、提

供公民的创意接触的机会 ,使人们可以享受创意生

活 ,并为产业的发展提供基础。激励社区居民参与创

意产业 ,促进当地居民与游客的互动 ,提高旅游吸引

力 ,实现创意产业园区旅游开发与保护相结合的可持

续发展。如新加坡政府就提出要使用优秀的创意作

品 ,在公众场合和公众假日积极采用艺术和文化作品

来装扮和设计 ;实施“创意社区”计划 ,将商业、艺术、

文化、设计、技术等整合进社区的发展计划 ,激发居民

的创造力和激情 ,培养公民创意生活与创意环境。

(四 )节事活动提升吸引力

创意产业园区内组织策划展演节事活动提升园

区活力和吸引力。如以动漫主题为依托的节事旅游在

各国的兴起 ,法国的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加拿大的

渥太华国际动画节等 ,不但为动漫文化的国际交流提

供了平台 ,而且有力地拉动旅游经济的增长。此外 ,许

多国家在展览表演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展演使视觉艺

术家从作品参展和销售中获得合理的报酬 ,更给创意

产业园区增加了艺术氛围和视觉效果。如新加坡连续

3年共投入 50万经费研究国际表演艺术市场 (以亚洲

为主 ) ,让表演艺术团体找到表演的舞台 ,并将新加坡

定位为世界一流的国际展演或表演艺术中心。当然 ,

创意产业园区也是论坛举办地 ,艺术、文化、科技等思

想的火花在创意产业园区内碰撞和提升。如 2002年

德国左菲埃矿区在欧盟资助下改造成为一个国际性

的设计中心。 目前设计中心每五年举办一次世界论

坛 ,世界上顶级的设计公司可以展示其设计作品 ,交

流设计经验 ;中小型设计公司可通过论坛外的各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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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会获得技术上的交流。创意产业为它聚集了人气 ,

带来了活力。

(五 )非营利组织推动

非营利组织经营管理创意产业园区 ,既减轻了政

府的负担 ,又延伸政府的职能 ,并融合多方利益 ,符合

市场化操作。 企业是创意产业发展的主体 ,大型文化

活动要靠企业的参与和赞助 ,但在国外很多行业协

会、工会、民间组织等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的许多

贸易协会、日本很多文化行业协会、韩国游戏产业开

发院等机构的服务范围非常广泛 ,不仅为创意商业和

企业提供服务 ,而且进行产业宣传和交流活动。 如日

本国际观光振兴机构向中国旅游业界推广其“动漫之

旅” ,使中国游客深刻感受日本动漫文化带给人们的

影响与快乐
[4 ]
。

　　三、对上海创意产业园区旅游开发的启示
通过对发达国家创意产业旅游开发成功经验的

总结 ,为上海今后深度开发创意产业园区提供了新的

思路和举措。

(一 )政府支持

发展创意产业是上海“科教兴市”主战略的重要

内容 ,它的发展和成熟需要得到政府的大力引导和扶

持。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 ,制订长远发展战略和政策

导向 ,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 ,对上海创意

产业园区旅游开发进行宏观引导和规范 ,将园区作为

一种都市旅游资源 ,探索开发其旅游产品 ,使上海都

市旅游内涵丰富、外延拓展 ,为创意产业提供良好的

社会环境。各区政府根据现有旅游资源丰度和创意产

业园区建设成熟度 ,对各区园区做出旅游发展规划 ,

进行园区功能差异定位 ,打造区域特色鲜明的创意产

业园区。选择开发条件成熟的园区 ,资源条件好、旅游

开发潜力大的特色园区重点培养。促进国内外交流 ,

提升园区国际化水平 ,打造国际旅游精品 ,提高上海

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相关部门应逐步完善创意

产业园区旅游发展的各项制度规范和行业标准 ,加强

对园区旅游开发的管理和研究。

(二 )创意城市

“发展 ,不是靠制造多少园区 ,我们需要全民办文

化。” 创意产业需要创意文化全民化 ,全社会大力提

倡全民创新精神 ,文化多样化和宽容精神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提高全民对创意产业的认知和鉴赏水平 ,

形成有利于创意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 [5 ]。旅游的发展

依托于城市 ,整个城市的创意环境将会吸引创意人士

及对创意产业感兴趣的游客。上海市在引导建设创意

产业园区的同时 ,要培养市民的创新意识和对来访者

的友善好客态度 ,通过在大学中设置创意产业相关专

业、公共场所放置多元性和包容性的街头文化设施、

举办公众参与的创意活动等 ,培育一批本地创意阶

层 ,并提供各类宽松发展环境吸引创意人士来沪。营

造与上海城市个性相吻合的创意文化氛围 ,在人力资

源、产业规模、科技研发、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方面

进行提升以增强园区的旅游吸引力 ,为园区旅游开发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 )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

虽然上海建立了文化产业基金 ,还应加大资金、

税收和投融资政策支持的力度 ,动员更多的社会资

金 ,支持创意产业的发展。与创意产业相关的非政府

专业组织机构 ,上海创意产业协会、上海创意产业中

心、上海社科院创意产业中心、上海工业旅游促进中

心等要配合政府、行业协会及企业做好创意产业园区

旅游发展的各项推进工作 ,整合上海 75家创意产业

园区、 2 500多家创意企业 ,挖掘上海创意产业园区

旅游资源 ,打造上海国际大都市旅游产品 [6 ]。 通过统

筹整合各种相关社会资源 ,与政府机构、行业协会、科

研院校、创意产业园区、旅行社等单位及机构进行全

方位、多层次的战略合作 ,为政府政策落实、园区经营

管理、公众旅游参观等搭建综合服务平台。

(四 )创意节事活动

创意产业园区为艺术活动和商业活动的举办提

供了适合的场所 ,策划艺术展览、论坛峰会、文艺演

出、周年庆典、品牌推广、新品发布等活动 ,使观光游

览与展演交流相结合、静态展示与动态活动相结合 ,

为创意产业园区增添活力。 展演内容要富有特色 ,集

文化性、观赏性、参与性、娱乐休闲为一体 ,如 2007年

上海国际创意产业周的举办。在旅游黄金周、中国传

统节日、西方节日等特别节庆日 ,以主题活动的形式 ,

设计游客参与性和互动性强的新颖旅游项目 ,充分利

用创意产业园区优势 ,突破常规观光旅游 ,深度开发

和创新融合人文观光、休闲娱乐、商贸洽谈、文化交流

的旅游产品 ,并延伸出内容丰富的自助项目 ,加强游

客对创意产业的深度体验 ,增加创意产业园区的整体

吸引力和游客满意度。

(五 )优化园区建设

创意设计独特的园区建筑风格 ,依托上海老厂房

的厚重和庄严 ,结合现代建筑手法的时尚与新颖 ,在

保持上海传统民族工业厂房特色的基础上 ,注入“文

化、休闲、创意”等新元素 ,既传承城市文脉 ,又展现建

筑艺术之美。如 1933老场坊既给游客 30年代的感觉 ,

又与现代工艺完美结合。中心城区的老厂房要优先改

建 ,使创意产业园区融入上海的其他旅游景点。 合理

安排交通手段运营提高园区可进入 ,园区内或附近要

配有专用停车场 ,游览路线布局合理、顺畅 ,适当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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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旅游交通工具。园区内配备完善的旅游配套服务

设施体系 ,以满足游客参观游览与休闲游憩的需要。

依据园区具体实际 ,进行旅游功能分区 ,划分为办公

区、公共休憩区、餐饮娱乐区、商业活动区、参观游览

区等 ,既保障园区的正常办公 ,又满足游客的需求。为

租户设计更多的公共空间 ,搭建和谐的创意气氛 ,实

现租户与游客共享与互动。

(六 )园区管理以游客为本

与传统产业以产品为导向的价值创造机制不同 ,

创意产业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在发展创意产业的

过程中 ,应采用韩国“一项创意 ,多重使用”的思想 ,把

创意、技术、产品、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 ,提高创意产

业的附加值 [7 ]。在前期招商过程中园区要考虑到旅游

因素 ,提高入驻企业素质 ,利于后期旅游活动的开展。

游客来访促进了创意作品的商品化 ,园区应为创意商

品的展示和销售创造便利条件 ,为旅游者提供种类丰

富、特色突出的创意商品 ,满足旅游者求新求异心理

和旅游购物需求。 合理安排园区内的旅游参观线路 ,

划分旅游参观通道 ,营造和谐的创意旅游空间。 专门

为旅游参观者制作内容丰富、样式新颖的导游材料和

旅游手册 ,陈列于园区明显的公共区域 ,方便游客取

阅。发放宣传资料和小纪念品给游客 ,树立园区个性

鲜明的旅游形象。针对不同旅游客源市场设计不同层

次和内容的旅游产品 ,并建立内容丰富、富有创意的

创意产业园区门户网站 ,吸引潜在游客。

(七 )可持续发展旅游

比其他旅游景区相比 ,创意产业园区对旅游容量

和游客层次要求更高 ,旅游开放和接待工作应有计

划、有组织地进行 ,做到园区旅游开发与保护的双赢 ,

避免超过园区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 ,影响游览质量

和园区正常秩序。可采取预约参观、限时接待等措施 ,

协调参观游览时间与园区工作时间 ,确定游客接待

量 ,控制游客规模 ,实现创意产业园区旅游可持续发

展。 结合园区旅游发展阶段和旅游资源条件 ,制定具

有指导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中长期旅游业发展规

划。 加强对旅游资源开发和项目建设的管理权 ,坚持

开发与保护并举 ,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做到生

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

总之 ,上海创意产业园区旅游开发尚处于初期阶

段 ,其旅游开发需要政府、非营利组织、园区等从宏

观、中观、微观的层面上共同推进。政府在宏观战略上

支持、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园区在管理上给予支撑

和保障 ,以实现上海创意产业园区旅游可持续发展 ,

实现“创意 ,让城市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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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ourism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Creative Industry Parks
——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Creative Industry Parks abroad

FAN Xiao-lan, LIU Zhu
( Tourism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234, China )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 f cr ea tiv e indust ries in Shanghai is no t only in line w ith the over all planning o f a new industrial

str uctur e, and the str ateg y o f revitalizing the cit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but it is the only w ay to achiev e the“ Made in

China” to “ China to Create” a s well. Wha t 's mo re impo r tant, cr eativ e indust ries a re rich in urban tourism resources. A t

present,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 f Shanghai cr eativ e indust ry parks is in its infancy . This pape r analyses the status and

problem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cr eativ e industry pa rks. Although the ove rall numbe r of Shanghai cr ea tiv e

indust ry parks occupies in abso lute superio rity in China, their tourism development conditions a re not y et ve ry ma ture.

How eve r, thanks to the g reat tourism va lue of cr ea tiv e industr y pa rks, their tourism development po tentials are eno rmous.

With developed count ries ' successful experience o f creativ e industries tourism development , new ideas fo r tourism development

ar e pr ovided to Shanghai cr eativ e industr y pa rks. In conclusion, the following will promo te the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o f Shanghai crea tiv e indust ry park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s macro economic stra tegy and funding suppor t, non - pro fit

o rganiza tions ac tiv e pa rticipa tion, optimization of the management o f cr eativ e industry parks, and enhancing the awa reness o f

citizens ' creativ ity and so on.

Key words: Shanghai; c reativ e indust ry parks; tourism development; fo reign expe 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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