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大利驻比利时大使馆文化参赞 倪波路博士：
让文化“走出去”

立体化展现荣昌陶之美

传承千年的烧制技艺，形成了荣昌陶瓷
“红如枣、薄如纸、亮如镜、声如磬”的独特美
感，既体现出民俗文化特色，又充分展示了民
族文化内涵。

千百年来，荣昌制陶工匠们在不断探索
土、火、柴、窑之间的关系，寻求浑然天成的窑
变之美。时至今日，传统的“柴烧”技艺在荣昌
依旧生机盎然。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通过

“柴烧”，荣昌陶呈现出粗犷自然的质感、朴拙
敦厚的色泽、深沉内敛的古雅，带来的是惊喜
和艺术审美享受。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 曾令荣：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助力重庆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荣昌正站在更高位置找定位，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立足
“陶文化”、拓展“瓷文章”，做实做细陶瓷产业
规划，持续强化陶瓷产业技术改革创新，持续
强化陶瓷产业与文化、生活、教育有机结合，持
续强化陶艺人才扶持政策，全力做大做强陶瓷
工业，推动陶瓷产品走向世界，为重庆打造内
陆开放高地凝聚力量。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高级顾问、意大利佛罗
伦萨大学新文艺复兴学程总导师 陈丁荣：

加快推动陶瓷
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国际化

荣昌具有唐代昌州窑的陶瓷文化艺术历
史底蕴，在此基础上，加快推动陶瓷产业集群
化、高端化、国际化。

荣昌要把握机遇，瞄准现代陶瓷产业发展
方向，做大做强高端建筑卫生陶瓷、有特色的
日用艺术陶瓷、高科技的特种陶瓷等，加快
推动陶瓷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国际化。高
质量发展建筑陶瓷，走高端、创品牌、新科
技、促集成；因地制宜发展日用艺术陶瓷，
推动陶瓷文化传承和创新；丰富发展以节

水型、轻量化、智能化、品牌化、配套
化为重点的卫生陶瓷；大力发展特种陶

瓷，抢占全国陶瓷新型无机非金属新材料
制高点，打造立足西南、面向全国、走向世

界的先进陶瓷新材料基地，让荣昌陶瓷走向
世界，建立国际品牌！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教授 刘学建：
走好特色发展、错位发展之路

荣昌陶已有上千年发展历史，在传承历史
的同时，荣昌区坚定不移走特色发展、错位发展
之路，实行创新与传统、工业与艺术、产业与文
化、质量与品牌的融合发展，更加着眼于现代先
进化、高端化陶瓷产业体系的构建，将重庆市陶
瓷产业园打造成融合特种陶瓷、日用艺术陶瓷
和建筑卫生陶瓷的现代化陶瓷聚集区，现已成
功引入了唯美陶瓷、惠达卫浴等一批现代化、智
能化的大型陶瓷企业，让荣昌陶再现了昔日辉
煌，成为我国陶瓷产业转型升级的典范。

承古通今 陶瓷蹚出流金淌银开放路
——荣昌举办“一带一路”国际陶瓷论坛背后的深意

专家点评

“世界旋转的轴心正在转移，移回到
那个让它旋转千年的初始之地——丝绸
之路。”正如牛津大学学者彼得·弗兰科潘
所言，“一带一路”倡议下，这条承载50多
个国家 30 多亿人口的丝路正在焕发生
机。

陶瓷，千年不褪色。作为古代丝绸之
路经典的“三驾马车”之一，陶瓷是中国商
品和中国文化的代表符号。

今天，当这悠远的商道再次成为聚集
要素和财富的纽带，陶瓷，仍然是故事的主
角之一——本月30日，2019重庆“一带一
路”国际陶瓷论坛将在荣昌举行。届时，来
自“一带一路”多个国家的专家、官员和企
业家将齐聚荣昌，探讨如何合力做好“一片
陶”文章，加大荣昌陶瓷产业的开放发展，
助力重庆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更好发挥带
动作用。

登入殿堂
传承与创新并重

“荣昌陶被中国美术馆典藏，登上中国
艺术的最高殿堂，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
事。”在荣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梁先才看来，
这是对荣昌陶的传承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事件。

曾在古丝路上行走千年，陶瓷，是传播
中国文化，增强民族自信的重要载体。在荣
昌，陶器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1953
年，荣昌陶器与江苏宜兴紫砂陶、云南建水
陶、广西钦州陶被国家轻工部命名为“中国

四大名陶”，而荣昌安富与江苏
宜兴、广东佛山石湾并称为

“中国三大陶都”。
今年5月12日，“千年古

驿镇·一品荣昌陶”2019荣昌陶学
术研讨会在中国美术馆学术报告厅

召开。来自中国美术馆、中国
美术家协会、中国国家画

院、中国国家博物馆
书画院、清华大学
等单位的专家、
书画家聚集一
堂，为荣昌陶走
向更广阔的舞
台出谋划策。

会上，中
国美术馆典藏
了7件荣昌陶
精品，这也是

重庆陶艺作品首次被全国最高艺术殿堂收
藏。

专家们认为，荣昌陶能有今天的成绩，
是传承与创新的合力所致。研讨会上，7名
陶艺专家，就荣昌陶传统制作技艺特点、雕
塑工艺、陶土特点、创新与创意、釉色使用、
烧制技艺、雕刻技艺等展开了交流。

陶土仍是从前的陶土，产品则早已跨越
千年。传统泥料与创意和新工艺的千锤百
炼，让荣昌形成了传承文脉、吸引要素的陶
瓷产业发展氛围。

事实上，凭借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中国四大名陶”“中国三大陶都”这
几块金字招牌，荣昌陶早已是市场公认的
响当当地域品牌。但对荣昌而言，如何做
好“一片陶”的文章，让千年不熄的窑火

“烧”出一片新天地，则是荣昌人多年来的
雄心。

传统优势
全面开放先手棋

重庆努力发挥“三个作用”，荣昌作为重
庆众多区县的一员，应该如何作为？突破口
在哪儿？如何下好先手棋？在全面审视后，
荣昌区把目标瞄准了陶瓷产业。

从资源禀赋看，荣昌境内优质陶土储量
约为1.5亿吨，且埋藏浅，地层稳定，极易开
采。另外，与荣昌相邻的地区，陶土资源同
样丰富。

从人才和技术准备看，目前荣昌拥有陶
瓷产业工人10000余人，其中包括国家级代
表性传承人两人，陶艺师50余人，市级工艺
美术大师18名。

从产业基础看，荣昌现有陶瓷企业共
70余家，其中像惠达、唯美这样的规上企业
有25家。2018年，荣昌区规上陶瓷企业实
现产值47.5亿元，同比增长12.21%。今年
上半年，荣昌规上陶瓷企业实现产值24.2
亿元，同比增长8.8%。

加上汉代延续至今的陶文化和文脉传
承，荣昌，有底气也有能力向世界推介中国
陶瓷。以陶瓷产业开放促全面开放，助力重
庆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
谋定而动的荣昌，开始大力引导和鼓励陶瓷
企业走向海外市场。

筹办2019重庆“一带一路”国际陶瓷论
坛，建设“一带一路”陶瓷博览中心，绘制重
庆市陶瓷产业园发展规划，制订区域内陶瓷
产业政策……一系列举措，凝聚成推动荣昌
陶瓷企业开放发展的强劲动力。

蓄势待发
荣昌陶瓷“卖全球”

最快明年7月，惠达卫浴的第一批产
品，就将从位于荣昌的重庆市陶瓷产业园出
发，经长江黄金水道在上海洋浦港换乘海
船，驶往国际市场。

11月18日，在惠达卫浴位于荣昌的生
产基地，几栋巨大的厂房已经建成封顶，工
人正忙于内部装修和设备安装。

这家来自河北唐山的著名陶瓷企业，在
国际卫浴市场耕耘了近30年，产品远销全
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60亿元的年
销售收入中，四成来自出口。

荣昌，是惠达陶瓷走出唐山
异地建厂的第一站。惠达卫浴
荣昌生产基地项目的设计年产
能为220万件马桶，其中一半销
往包括重庆在内的中国西部市场，
另一半，则用于出口。

立足重庆做全球生意，惠
达陶瓷打的什么算盘？

“荣昌的天然气等要
素成本低，发展环境好，
更重要的是，新一轮内陆
开放中，重庆已经体现出
明显的区位、通道和政
策优势，更利于我们拓
展海外市场。”惠达智能
家居（重庆）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辉表示。

惠达卫浴的“邻居”，
同在荣昌陶瓷产业园的唯
美陶瓷，也把未来增长点锁
定于“一带一路”等海外市
场。据透露，这家产值规模全
国领先的陶瓷企业，近来正密集
调研俄罗斯等市场，目前已着手
在东南亚建立销售网点。重庆工厂，
将成为唯美陶瓷外销生产基地，其即将开建
的三期项目，产品也将以出口为主。“我们的
主打产品是马可波罗牌瓷砖，这品牌名就有
利于走出去。”唯美陶瓷重庆工厂办公室主
任程鹏说，700多年前，整个欧洲正是从意
大利人马可波罗的描述中知道了中国，了解
了陶瓷。

在荣昌，像惠达和唯美这样正蓄势待发
走出去的陶瓷企业，还有很多。“通过走出去
更快实现做强做大，是荣昌包括陶瓷企业在
内的社会各界的期待。正是在这种强大的

共识和期待下，我们决定举办这次论坛。”荣
昌区委书记曹清尧说。

通江达海
开放之路流金淌银

陶瓷产业，对出向物流要求高，依托陶
瓷产业搭建开放通道和平台，也是荣昌推动
全方位开放的题中之意。

利用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
项目持续推进的有利条件和发展机遇，荣昌
以争取货运枢纽机场为突破口，依托泸州港
口优势、内江铁路优势，致力于构建“空、铁、
公、水”立体多式联运体系，形成辐射全国、
服务全球的“荣内泸”国际物流金三角。

利用成渝铁路连接永荣矿务
局的一段铁路专线，荣昌建成
综合物流园区，目前的年货运吞
吐量已接近百万吨。荣昌区商

务委主任龚霞透露，下一步，荣昌将
从内外两方面扩大这一外贸通道的

承接能力：一是和寸滩港紧密合
作，加快推进川渝合作，增
强对周边区县及四川的货
运集结能力，争取在荣昌
设置海关工作站，让货物
从荣昌出口更便捷；二
是，通过陆海新通道，与
广西钦州港、防城港建立
互动，让发自荣昌的货物
更快走向全球市场。

龚霞介绍，目前，荣昌
已有外贸企业180余家，产
品或服务拓展至全球70多
个国家和地区。

为提升外贸产品附加值，
荣昌还着力引导企业加快产品

创新步伐。经过荣昌区政府的引
荐，该区企业澳龙生物和重庆海关

实验室签订合作协议，利用海关的技
术资源和海外市场信息资源，加快奥卢生物
的技术成果转化，增强国际竞争力。

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既
需要推动本地企业走出去，又需要让全球
资本、技术和产品走进来。在刚刚闭
幕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荣昌区一举揽获多个项目：新西兰
将在荣昌设立进口产品专销馆，马
来西亚将在荣昌建设产品分拨中
心，来自两国的畜牧产品、榴莲、棕
榈油等，将通过荣昌，销往中国西
部市场。

以荣昌夏布小镇为依托的服
务贸易园区项目已经启动。和重庆
另外3个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区不同，
这里集产品展示、销售、研发和体验
于一体，外贸功能更加完备。目前，荣
昌夏布年出口货值已经跃升至1亿美
元。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荣昌外贸进
出口总额完成14.47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14.06%；实际利用外资3585万美元，同比
增长32.19%。今年，荣昌还实现了全市血
橙首单出口，生物制药产品海外市场也已经
拓展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尽管荣昌不沿海、不沿边，也不沿江，
但我们有信心、有决心，也有办法走出一条
开放发展道路。”曹清尧对此充满信心。

张亚飞 王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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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陶瓷荣昌工厂的智能化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