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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里也能
长出“护肤品”

各种会展论坛“扎堆”举办，粤港澳大湾区构建起会展业都市圈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陈
强

昨天，司法部新闻
发布会发布消息称，
“世界律师大会” 将于
12月9日至 10日在广
州举办。这是中国第一
次作为主办国举办的
世界性律师盛会。

今年，各种国际性
论坛、展会扎堆在粤港
澳大湾区城市举行。 11
月12日，首届华侨华人
粤港澳大湾区大会在
广州开幕，11月 26日
-29日，2019大湾区工
业博览会在深圳举行；
11 月 27 日 -29 日 ，
2019粤港澳大湾区院
士峰会暨第五届广东
院士高峰年会在东莞
举行；12月 1日-2日，
“2019从都国际论坛”
在广州举行……

这背后折射出的
是，大湾区会展业的加
速发展。粤港澳大湾区
越来越重视会展业的
平台功能， 以广州、深
圳、香港、澳门等城市
为核心构建起了会展
业都市圈。

用蘑菇做的“人造肉”，你吃过没？ 对于广东的科
学家来说，用蘑菇做出美味营养的“人造肉”已经不
是什么难事。

广东是全国食用菌的主要消费市场之一， 粤港
澳大湾区也是食用菌产品进出口的集散地。 科学家
们充分利用了粤港澳大湾区在食用菌领域的技术、
市场等诸多优势，搞了一些“大事”。

中国工程院院士、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名誉所
长吴清平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他和团队正筹划在广
州建立大湾区微生物安全与健康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建造全球最大的食用菌及大型真菌种质资源库。

到目前， 这个资源库已经采集保藏了野生菌
11000 余株，完成基因分类鉴定 4300 多株，保藏标
本 8 万多号，居全国之最。

不仅如此， 吴清平院士团队还通过位于广州科
学城的“食用菌新品种繁育国家高技术产业化 （中
试 ）基地”开展成批品种的人工驯化栽培试验。 将固
体培养长出子实体或液体深层培养长成菌丝体的品
种，用基因组、蛋白组、代谢组和细胞组等现代组学
技术，进行大数据大通量的风味营养和抗肿瘤、抗病
毒、抗衰老、降血糖、降血脂、免疫调节、肠道微生物
调节功能筛选，经过活性成分提取分析、功能机理、
药代动力学等研究，开发出食品、保健品、护肤品和
药物前体化合物等高技术产品。

粤北山区平均气温低、 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
适宜食用菌的生长， 韶关是我国重要的食用菌传统
产地，有着悠久的食用菌栽种历史。

在以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为代表的“广东省食
用菌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的技术支持下，多家食
用菌及其相关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企业已经
进驻韶关市甘棠工业园， 与多家当地的食用菌企业
联合开展产业园建设， 将原先分散的食用菌生产凝
聚成食用菌一二三产相结合， 产业发展与扶贫致富
相融合，产量与质量共跨越的有机整体，用现代科技
重振粤北的食用菌传统产业。

预计到 2020 年，产业园区食用菌用地面积将达
到 1000 亩， 优质特色食用菌栽培覆盖率达 100%，
其中 60%以上达到标准工厂化栽培水平。 园区食用
菌总产量达 6000 吨，总产值将达到 1 亿元。 到 2021
年，食用菌产业集群总产值有望达到 1.2 亿元。

吴清平院士说， 食用菌乃至大型真菌类本身就
是个亟待发掘的资源宝库。 各种食用菌具有山珍风
味，且蛋白质丰富，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三大
营养素及动植物维生素含量均衡， 还有富集微量元
素的特性，是人类食物补给、营养纠偏和解决粮食安
全问题的重要补充途径。 食用菌在长期与环境和其
他生物的生存竞争中， 催生了丰富多彩的次级代谢
产物。 这些次级代谢产物具有增强人体免疫力、抑制
和对抗众多慢性流行性疾病的神奇功效。

大湾区的食用菌产业，前景广阔。

羊城晚报记者 李钢

发力会展，大湾区要做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全年数百场展会在这里举办
11月到12月， 历来是大湾区

展览会旺季。 以广州、 深圳为例，
仅12月上旬就有超过10场展览 、
国际会议在这两个城市举办。

就展览数量而言， 广州、 深
圳处于大湾区第一集团。 《白皮
书》 显示， 2018年， 大湾区共举
办展览会759个， 广州市展览数量
为262个、 深圳112个， 形成大湾
区展览业的“双核心”， 而中山、
东莞等为第二集团， 展览数量为
50个-100个， 珠海、 惠州、 江门
为第三集团， 年办展数量为20个
-30个。

以广州为例， 今年这座城市
举办了多场大型会展活动： “读
懂中国 ” 广州国际会议 、 首届
华 侨 华 人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大 会 、
国际金融论坛第 16届全球年会 、

第三届全球智能工业大会……越
来越多的会展活动也选择永久
落户广州。

2017年财富国际论坛、 2018
年世界航线大会、 2019年世界港
口大会的成功召开让广州声名鹊
起， 国际“朋友圈” 也越来越大。
广州在国际会展版图上的位置也
越来越亮眼。

广东会展组展企业协会会长、
广州大学中法旅游学院教授刘松
萍告诉记者，粤港澳大湾区会展业
整体发展较好， 表现为展馆面积
大，展览会规模大，大展数量多，未
来将成为世界第一会展湾区。

“大湾区会展业各城市定位有
一定的差异，如广州立足商贸会展、
深圳立足文化与高科技、 东莞佛山
立足工业展览。 ”刘松萍指出。

B

33 个会展场馆遍布大湾区
11月4日， 历时三年建设的深

圳国际会展中心一期正式启用，一
大看点就是它的“大”。仅以建筑面
积衡量，其用地面积约121.42万平
方米， 总建筑面积约160.5万平方
米，荣登“亚洲面积第一馆”宝座。
10万平方米展厅二期整体建成后，
它将超过德国汉诺威国际会展中
心，成为全球最大的会展中心。

此前的10月16日，广东潭洲国
际会展中心新落成的二期展馆也首
揭面纱，在第五届中国（广东 ）国际

“互联网+”博览会上首次启用。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副秘书

长姜淮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
潭洲国际会展中心与深圳国际会
展中心相继投用，将彻底提升珠三
角会展业竞争力、 优化会展业格
局。

场馆是会展业发展的基础，记
者发现，近5年来大湾区新添多个会
展场馆，如珠海国际会展中心、潭洲
国际会展中心、虎门国际会展中心、
广东珠西国际会展中心等。

《2018年广东省展览业发展白
皮书》（下称《白皮书》）指出，广东省
会展场馆建设一直处于全国的领先
地位， 规模逐步增大： 据不完全统
计，截至2018年底，广东省共有32
个展览馆，整体来看，绝大多数集中
在珠三角地区，数量为27个。

《白皮书》 披露， 截至2018年
底，粤港澳大湾区共有33个展览馆，
室内可租用面积共156.3万平方米，
仅肇庆没有专业展馆。 从展览馆数
量来看，佛山6个，广州5个，深圳和
中山各4个， 香港、 澳门、 东莞均3
个，珠海、江门均有2个，惠州1个。

A

大湾区会展业应加强联动

会展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产业带动
效应， 国际上会展业的产业带动系数大
约为 1∶9， 即展览场馆的收入如果是
1，相关的社会收入为 9。

而且，会展对于塑造城市的形象和
影响力、打造城市名片、助力城市经济
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会展
经济越来越受到青睐， 大湾区多个城
市已相继出台了促进会展业发展的指
导意见、发展规划等，大力推动会展业
发展。

刘松萍告诉记者， 大湾区会展业竞
争激烈， 有同质化现象， 整个大湾区会
展业发展瓶颈“一是会展营商环境，尤
其是扶持政策仍有不足； 二是各产业部
门对会展对产业促进作用认识不足，缺
乏联动机制； 三是信息技术与高端人才
有待提高”。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
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认为， 大湾区会
展经济存在一些短板， 像深圳国际会展
中心虽然面积全球第一， 但真正要做到
影响力全球第一，还需要继续努力。“粤

港澳三地会展业联系也不太紧密， 单打
独斗的情况比较明显， 所以应该通过顶
层设计，合理地配置和布局资源，加强联
动、强化互动，真正联手谋求发展，势必
可以发展得更好，影响力更大。 ”

C

刘松萍：大湾区会展经济应该加
强顶层设计 ， 把会展经济与城市经营 、

产业促进相结合；要加强湾区会展的统一
宣传 ，联动发展 ；要提升会展品牌战略 ，
以品牌促发展 ； 要加强会展产业链建
设， 尤其扶持政策向组展公司倾斜 ；
要加强知识产权 、科技创新 、绿色
发展 ，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

要 注 重 人 才 尤 其 高 端 人 才
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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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琶洲会展中心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摄

湾区科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