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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特色伴手礼 连接两岸同胞情

中华城乡味浓浓
购物节今晚结束
本报讯（记者 高金环）本次活动营造了
浓浓的
“乡味”
，
让台湾同胞有
“回家”
的感觉。
惠和石艺展位上，身着传统服饰的惠
女现场做影雕；在南普陀素饼展位前，可
免费试吃“当年的味道”……昨日上午 9
时许，商家们就以“集市”的形式，在中华
城轻奢通道做好了热情迎接台湾同胞及
八方游客的准备。
记者注意到，部分商家以打折形式回
馈台湾同胞及其他消费者。比如，厦门千
境窑现场 7 折展销，部分商品特价销售，吸
引陶瓷发烧友驻足欣赏或购买。
此外，由中华城主创设计团队创作的活
动背景主画面，也体现了“情牵两岸”的浓浓
乡情。只见两条绵延的“丝线”，一头连接台湾
名建筑台北 101 大厦，一头连接作为厦门特色
建筑的骑楼、百年黄氏老宅，代表闽南伴手礼形
象的漆线雕等位于中间，成为连接两岸的纽带。
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
“礼尚往来”
的经典诠释。
昨日下午，本次活动吸引诸多台湾同胞来观
展。他们边欣赏边购买，有的现场“一站式”购齐要
带给亲朋的伴手礼。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于今日 20:00 结束，为了
解决宾客的购买和携带问题，
本次活动协办方手礼
网还开通了线上网络支付和微信支付渠道。
同时，
厦门
市商务局携手厦门晚报和手礼网，
策划推出第九届海峡
论坛《游乐购》服务手册，
让台湾同胞、
游客及市民可以
直观、
全面地了解厦门旅游及购物精华所在。

酒店设伴手礼展台
方便论坛嘉宾选购
本报讯（记者 翁华鸿）考虑到与会宾客的居住
相对分散，议程比较繁忙，本次台湾同胞回乡旅游
购物节暨
“最厦门”伴手礼展示活动，还在海峡论坛
嘉宾入驻的 10 家酒店设最厦门伴手礼展台。
这 10 家酒店分别是：厦门翔鹭国际酒店、厦门
海旅温德姆至尊酒店、厦门朗豪酒店、厦门佰翔软
件园酒店、厦门源昌凯宾斯基酒店、厦门五缘湾凯
悦酒店、杏林湾大酒店、厦门空港佰翔花园酒店、厦
门宾馆和厦门颐豪商务酒店。
今天就是此次展示活动的最后一天，现场有免
费试吃环节，更有针对海峡论坛嘉宾的优惠活动。
如翔鹭国际酒店专为论坛嘉宾提供博饼。另据主办
方负责人介绍，线上线下凡下单满 298 元或购买任
意 IGIFT 礼品组合，即送价值 68 元的五福石敢当
漆线雕一份。

手礼网配合购物节
设首家线下体验店

本报讯（文/图 记者 翁华鸿）作为第九届海峡
论坛
“最厦门”伴手礼活动协办方，手礼网为了更好
地提升台湾嘉宾及旅客的消费体验，设立首家线下
体验店
“闽礼情节”
，前天正式开业。
据介绍，位于 T4 候机楼的手礼网线下体验店，
将打造成为集闽台伴手礼、茶礼、酒店用品等的展
示体验、销售、提货、包装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店。同
时，店内规划有休闲体验区，为进出港旅客提供礼
文化、茶文化宣传、茶叶试喝等体验，意在为顾客提
供更为便捷贴心的服务。
此外，手礼网还在线上制作最厦门伴手礼专题
页面。参会嘉宾可以在酒店现场通过手机直接下单，
也可直接登录手礼网官网选购商品。
选购好商品后，
通过现金、
移动支付、
POS机进行支付。
即时互动：@厦门晚报 @我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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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同胞回乡旅游购物节暨
“最厦门”
伴手礼展示昨举行庆祝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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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会议展览事务局局长王琼文：
推广厦门伴手礼品牌 展现最地道的厦门
本次活动为厦门在地伴手礼品
牌进行推广，给参展商家带来了福
音。
厦门在推广自身旅游及会展资源
时需要伴手礼，
但在旅游伴手礼的营
销、推广、品牌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
间，所以需要利用大型活动，对厦门
本土的、品牌化的伴手礼进行推广，
让广大的游客、
参会者、
参展者，
能够

更好地品味到最地道、最厦门的东
西，
体现厦门的属地文化、
人文风情。
海峡论坛体现两岸一家亲，最
厦门、最地道的伴手礼可以体现两
岸商缘文缘的联系，让台湾人来到
这里能感觉特别亲切，
外地人来这里
也能感受到有特色、
个性化的东西。
（记者 高金环）

厦门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钟海林：
展品不仅有厦门特色 而且非常经典
今年首次推出的台湾同胞回乡
旅游购物节，在商场和酒店都进行
了最厦门伴手礼展示，活动做得非
常精彩、非常好。现场每一样展示品
不仅都是最具厦门特色的，也是非
常经典的伴手礼。在展示区的这些
产品质量也都非常好，看了之后让
人爱不释手，尝了之后让人唇齿留

本报讯（记者 高金环）今年的海
峡论坛，或许会因为浓浓的“乡味”让
与会台湾同胞记忆深刻。作为海峡
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之一，台湾
同胞回乡旅游购物节暨“最厦
门”伴手礼展示活动昨日正
式开幕，吸引大批台湾嘉
宾、游 客 及 市 民 前 往
选购。
台湾同胞回
乡旅游购

物节暨“最厦门”伴手礼展示活动由厦门
市商务局主办，厦门晚报社承办，手礼网
协办。本次活动精选 31 家代表厦门形象
的伴手礼品牌在中华城展示展销。同时，
在论坛嘉宾入住的 10 家酒店也进行“最
厦门”伴手礼展示，方便台湾同胞选购。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厦门日报社社长
李泉佃，市会议展览事务局局长王琼文，
市旅发委副主任钟海林，厦门日报社副
总编辑、厦门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蔡廷
谦 ，市 商 务 局 流 通 业 发 展 处 处 长 曾 建
民，厦门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贵卿，厦门晚报社副社长徐芳菲，厦门晚
报社副总编辑宁炜，市台商协会
副会长纪经得，厦门

台胞组团入场
品味
“最厦门”
伴手礼

佰翔手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韩涛，
厦门市融坤集团执行董事李莉，市台办、
各区商务局和各大商场超市相关负责人
等出席开幕式。
“ 我 们 希 望 通 过 这 次 活 动 ，让 台 湾
同胞及论坛嘉宾采购到满意的伴手礼，
也希望通过与消费者的互动，助力伴手
礼 商 家 不 断 提 升 品 质、改 进 包 装、加 强
宣传，将‘最厦门伴手礼’这一招牌越擦
越 亮 。”市 商 务 局 流 通 业 发 展 处 处 长 曾
建民说。
“感谢主办方为厦门伴手礼企业提供
这样一个难得的展示舞台。”商家代表厦
门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贵卿说，除了商品，参

展伴手礼商家还将把厦门的精神面貌和
生活方式展示给台湾同胞，让他们在
享受家乡味道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两
岸一家亲。参展伴手礼商家们将继
续认认真真做产品，
保证食品绝
对安全，让消费者买得放心。
同时，
产品价格合理公道，
体现厦门人的商业道
德，
让八方游客有
宾至如归的
感觉。

有台胞参访每位商家，
了解伴手礼创意，准备在厦设文创企业
本报讯（记者 张婧玮 实习生 刘颖婷）在中
华城举行的台湾同胞回乡旅游购物节暨
“最厦
门”
伴手礼展示活动上，
蛋卷、馅饼等厦门传统
糕点深受台湾同胞喜爱，
影雕、珠光青瓷、黄氏
福船等精美工艺品令台湾同胞惊叹。昨日傍
晚，在结束一天的会议议程后，台湾嘉宾组团
来到中华城，
近距离感受厦门的风土人情。
“一进门，我就被舞台和挂起的两条大条
幅震撼了，你们办这个活动很用心，我们深感
荣幸。”一位台湾客人一边对记者说道，一边
还不忘拿相机记录自己喜爱的伴手礼产品。
来自台湾的导演张乐经大陆友人介绍，
专程抽出时间赶到中华城。他走遍伴手礼展
示区，和每一个商家聊天，了解厦门伴手礼的
发展和创意。
“我准备在厦门开一家文创企业。”张乐
说，自己对厦门文创产业的发展十分感兴趣，

去年来厦考察后，就一直在研究、体验和寻找
最具厦门特色的元素。现在他找到最佳的窗
口和平台——
“最厦门”
伴手礼展示。
“因为这些伴手礼商家和产品是经过精
心挑选的，我可以了解最具厦门特色的元素、
最优质的产品、最佳的营销方案，同时伴手礼
展示是民间活动，最接地气，最能体现市场需
求，
我这次来对了。
”张乐笑着说。
此外，前天现场完成的一笔生意，过程也
颇为曲折。一对台湾夫妇在逛展时被“黄氏福
船”吸引，其中有件木雕福船作品，做工精美，
色泽光亮，
被他们一眼相中。
黄氏福船负责人黄唐安介绍，
这件福船作
品是由沉船木组装雕刻而成，
“沉船木是指从
报废船或沉船中拆下的木材，
这种木材在海水
中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浸泡，
一些部位显出暗沉
的纹理；其在海上历经风雨而未被摧残，有免

灾驱邪的寓意。”据了解，这件福船是黄唐安
制作的，曾在福建省相关评选活动中获得过
“潜力创意文化产品奖”
，
是黄氏福船小型船中
的镇店之宝。
这对夫妇非常喜欢这件作品，当即决定
购买。然而，丈夫从口袋里拿出的全部人民币
只有 1400 元左右，妻子也将包里的零钱掏
出，算上硬币也只凑出约 400 元。1800 元和商
家 2000 元的定价还有点距离，在没有其他支
付方式的情况下，
这对夫妇只能与店家还价。
“我们是真的喜欢这件作品，它不论是工
艺还是历史都可遇不可求，我们想把它带回
台湾。”这对夫妇恳请。他们的诚意也打动商
家，
割爱将这件作品卖给了这对夫妻。
“这不仅是一桩生意，更是一种缘分，而
小小福船则寄托了两岸的同胞情谊。”黄
唐安说。

香，不仅食品非常美味，工艺品等也
能体现厦门当地特色。
我相信，不仅是台湾同胞，世界
各地的客人也都会非常喜欢这些伴
手礼，它们不光有厦门特色，而且是
最具厦门文化特色。这么多这么好
的伴手礼，
一定会大受欢迎。
（记者 翁华鸿）

厦门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处长曾建民：
让台胞找寻到“家乡味”采购到满意的伴手礼
今年海峡论坛已经进行到第九
届，
为了向与会宾客更好地展现厦门
风土人情，深化两岸民众交流，首次
增设了台湾同胞回乡旅游购物节。
我们在短时间内筛选出最能代
表厦门特色的伴手礼品牌，通过这
一活动让商家组成“市集”，用这种
最接地气的方式把“最厦门”伴手礼
齐聚一堂，与台湾宾客、市民和游客
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特别是在 10 家主要宾客居住的
酒店内，
设置了
“最厦门”
伴手礼展示
柜，
更是考虑到与会宾客在繁忙的议
程中利用碎片化时间观展的可能性。
这次活动以伴手礼为切入点，
希望以此让台湾同胞找寻到“家乡
味”并采购到满意的伴手礼。同时，
也希望他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
议，激发两岸伴手礼业者的创造力
和想象力。
（记者 王颖达）

厦门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贵卿：
把产品打造得完美无缺 让台胞有回家感觉
感谢主办方举办了这次活动，
给我们商家提供了展示的舞台。经
历了这么多年的伴手礼评选，今天
我们把最能代表厦门、反映厦门精
神风貌、代表厦门生活方式的一些
产品，展示给两岸消费者。让所有来
厦门的台湾同胞感受到家乡的味
道，吃到最安全的食品，体验到最正

宗、
最原始的祖辈生活方式。
作为伴手礼商家的代表，我也
倡议所有伴手礼商家要认认真真做
产品，把产品打造得完美无缺，把消
费者当朋友当家人，提供令人放心、
满意的服务，让台湾同胞有回家的
感觉。
（记者 翁华鸿）

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纪经得：
厦门好伴手礼不少 不仅仅只有馅饼
我到厦门已经 25 年了，和许多
厦门人一样，平时也会买一些伴手
礼。但这回参加展销的伴手礼还是
让我大吃一惊，它们和我原来想象
的不一样，不仅有我们耳熟能详的
老字号伴手礼品牌，还有许多年轻
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有吃的、喝的、
用的、玩的。原来厦门伴手礼有这么
多好的东西，而我这个生活在这里

25 年的人都没有注意到。
此次展销也是一个机遇，借这
个机会，将厦门各种特色伴手礼产
品进行推广，不仅能让台湾来宾了
解厦门伴手礼，体验厦门的特色文
化，同时也能让来厦门的游客和厦
门人全面认识厦门伴手礼，让他们
知道我们的伴手礼不仅仅只有馅
饼。
（记者 林依文）

厦门融坤集团执行董事李莉：
中华城“最厦门”元素 十分契合活动主题

林依文 摄
■台湾同胞及市民游客来到现场逛展。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
均为陈立新摄）

厦门网：
www.xmnn.cn 电子邮箱：
xmwbnews@vip.sina.com

本届海峡论坛首设台湾同胞回
乡旅游购物节，以“最厦门”的特色
伴手礼产品为载体，用文化认同、分
享创意的方式增进台湾同胞与我们
同根同源的认同感、归属感，这是一
件意义重大的事情。
中华城坐落在中山路百年商
圈，能够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支持
单位和场地提供方，十分荣幸。不论

是骑楼的建筑风格，还是百年黄氏
老宅的历史厚重感，中华城本身就
是一个“最厦门”的元素符号，与本
次活动主题十分契合。
此次伴手礼展示遴选的众多商
家，
品质优、
创意足，
极具代表性，
呈现
出的效果非常好。
希望我们用心的设
计、尽心的服务，能给海峡论坛与会
嘉宾留下美好的印象。
（记者 张婧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