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业：开启中山改革开放之门

——1978-1984 年中山旅游业发展回眸

/黄春华

20世纪 80 年代初是中山旅游业的鼎盛时期，多项引领全国的“第一”不但

让中山人引以为傲，更吸引大批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从全国第一个中外合作宾

馆中山温泉宾馆开业，到中国内地第一个综合游乐场长江乐园落成、第一个国际

标准高尔夫球场建成，再到可以列入世界之最的 200米内两个旋转餐厅的同时建

成，这些“威水史”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

一、中山改革开放：从发展旅游起步

中山大刀阔斧地改革开放、引进外资，是从发展旅游事业起步的。1979年，

中山因两件与旅游相关的大事而扬名国内外。第一件是作为中国内地首家中外合

作旅游宾馆的“中山温泉”的动工兴建。从前一年 10月成立“建设中山温泉指

挥部”，到当年 7 月县委对霍英东、何贤等港澳知名人士提出的协议反馈修改意

见， 到 8月广东省对外经济技术联络办公室的批复，再到 11月 27 日的动工仪

式，决策与审批流程用了不到一年，而建设也只用了一年，当年百废待兴，时不

我待的景况由此可见一斑。第二件是 1979年 11 月 15 日小榄菊花大会的盛大开

幕。大会展出菊花 3万多盆，品种约 800种。不少传统名菊在“文化大革命”后

重新与观众见面。同时，小榄镇还举办赛艇，并大放烟花。前来赏菊旅游的海内

外观众逾 100 余万人次，当中不少为知名人士；港澳团体近 280 个，约 1.43 万

人。中央及省媒体，港澳电视台、报社等百多位记者采访报道了此次菊花大会。

当年，中山县委向中共广东省委提交了《关于把中山作为开放县的请示报

告》，并于 10月 9 日获得批准。中山县被列为开放县，享受三年内旅游外汇收入

暂定留县使用的特殊政策，中山中国旅行社也开始开办港澳到中山一日游。回乡

探亲及观光旅客骤增，当年接待境外乡亲、旅行团 2 万多人。

大门打开了，但硬件还远远跟不上，当时的中山依然处于无宾馆、无车辆、

副食品短缺的状况。中山市政协原主席林藻回忆说：“有客人来中山，都是向车

站租车，但车又少又旧，没有保证。曾有三个美籍华裔女青年来到中山，由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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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供车辆，只好在沙溪龙瑞民兵营选几个女民兵，找几辆比较好的单车接送。

如有个别重要客人来访，就只好动用中山县县级机关唯一的一台已用至残破的吉

普车。下雨时，客人在车上还要穿雨衣、打雨伞，十分狼狈。中山没有开发好的

旅游点，只好带客人到孙中山故居、玻璃厂、东河口水闸、人民大桥参观。澳门

来的进步学校师生团，被带去瞻仰革命烈士陵园，请革命老人黄乐天为他们讲革

命故事。”

因此，在 1980年 9 月召开的中山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关

于此后三年国民经济建设任务的部分，就强调要发挥中山邻近港澳的优势，大搞

“三来一补”和旅游业。“除加速建设和办好三乡温泉、孙中山故居、长江水库

外，还要适当增建石岐、小榄、古镇、沙溪等地的旅游点。”

1980年 12月 28 日，中山温泉宾馆建成。用 4000 万港元来建设一个乡村宾

馆，数目是颇为可观的。这里建有包括 156个房间的主楼 5 座。住房都是双人房，

每晚收费 150港元（折合外汇兑换券 50 元左右）。一座别墅每晚房租 1200 港元

（折合外汇兑换券 400 元左右）。中餐、西餐、咖啡、快餐厅共 7 个，还有接待

厅、商场、浴室、电子游乐场，射击场、麻将厅、儿童泳池、滑板游戏场等。这

些上盖黄色琉璃瓦、融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建筑群，1979年 11 月动工兴建，

仅一年时间便建成开业。港澳人士对这个速度的评价是，不仅在港澳，就是在世

界上也是少见的。仅开业后的第一个季度，即从 1981年 1 月 10 日到 4 月中旬这

段时间里，住宿者就达 1 万多人次；到此旅游的港澳同胞、侨胞约 15 万人次。

总收入约合人民币 100 万元，纯利约 14万元，效果立竿见影。从此，中山更是

放开手脚，在旅游发展上打出一系列的组合拳。

1983年 7 月 15日，长江乐园建成开业。这是中山旅游界亮出的又一记重拳，

迅即轰动省港澳，引发一股追捧热潮。时任长江乐园总经理肖文豪、乐园游乐设

备部经理吕飞雄在回忆当年盛况时描述道：“大批来自内地和港澳的游客被吸引

过来，长江路上，车水马龙，游人络绎不绝。高峰时，游客为玩一个项目往往要

排队三四个小时。”在当时，长江乐园是国内最早建成的、具有现代化游乐设施

的大型娱乐场所。乐园率先引进各种游乐设施，其中一些游戏机产品，在当时除

日本、美国和联邦德国之外，其他地区甚至港澳都还没有。“因此，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长江乐园是我国第一个具有国际现代化水准的大型综合游乐场。周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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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城市、县区游客，都以一游长江乐园为快。”肖文豪 30 年后说起这些，仍是

十分兴奋。

开业当天，《南方日报》也在头版刊发新闻，对里面新鲜的游艺项目进行详

细报道：

长江乐园面积共 2.5万平方米，正门门楼和围墙仿照山海关门楼建筑。

城楼前面是梅花型花坛，乐园中央建有一座大型彩色喷水池，水柱高可达十

米。园内现建有游乐设施 11项，其中翻滚飞车、激流探险、激光射击、龙

跃云霄等在我省是新项目。翻滚飞车高达 45米，投影长度 230米。可坐 24

人的飞车利用惯性从 40多米的高处冲下，途中完成 360度翻滚，惊险万端，

余味无穷。其他如碰碰磁车、太空飞碟、风驰电掣等项目，则具有一定的竞

技性，需要游玩者发挥其灵活机智，尤为适合青少年的兴趣。长江乐园还配

备有活水泳池和餐厅，人们在尽兴游乐后还可享受到长江水库特产的“脆肉

鲩鱼”。

长江乐园是中山县与由日本、香港商人合资组成的三菱顺捷投资有限公司投

资 2300多万港元建成并合作经营的，与中山温泉宾馆一样，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是中外合作模式的探索。作为中国第一个中外合作的大型综合游乐场，长江乐园

还创新地开拓了旅游点与旅行社的协作模式。据肖文豪回忆，当时乐园与中山及

境外旅行社进行紧密的联动合作，内容包括当时中山国际旅行社的落地业务等。

乐园正式开业后，每天早上 7 点半至晚上 9 点有 10班车往来于市区石岐和

乐园之间，乐园与澳门之间还有专车和出租汽车来往，交通方便。

就在 1980—1983年这三年间，中山共引进外资 1.2亿多港元大兴旅游项目，

初步形成了“一山、两线、六个点”的中山一日游或两日游的成熟旅游体系——

环绕五桂山，东部有翠亨村孙中山故居旅游区，南部有中山温泉旅游区，北部有

长江水库旅游区，西北部有待开发的古香林旅游区。从市区石岐至澳门关闸的岐

关公路东西两线，把这五大旅游区串连起来，加上充满南方小城情调的石岐街、

花香四溢的菊城小榄，这“一山”、“六点”构成全县的旅游网络。1983年，中

山接待国内外游客 182万人次，比 1980 年增长 8 倍，促进了 2800 多人就业；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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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总营业额 1.07 亿元，创汇 1000 万美元，纯利人民币 834 万元，比 1980 年增

长 10倍。

大量境外游客到中山旅游促进了中山至香港直通客运航线的开通。1983年 3

月，广东省航运厅与中山县委、县政府联合向广东省委、省政府提交《关于再次

请示开设横门口岸与香港直通客运航线的报告》，请求批准横门口岸作为与香港

直通客运航线的开放口岸。10月，县政府向省政府呈送《关于将“横门新港区”

改名为“中山港”的报告》；11月，省政府同意改名，并于次月向国务院呈送《关

于把中山港辟为对外开放口岸的请示报告》。1984年 5 月，国务院同意开辟中山

港至香港国轮客运航线，批准把中山港辟为对外开放的国家一类口岸。

二、高级宾馆群雄并起

随着中山旅游业的兴旺繁荣、外经外贸业务的拓展，以及改革开放后返乡港

澳同胞、侨胞的增多，宾馆的档次、服务、数量等方面的短板效应日见显著。中

山温泉宾馆的成功经验开始辐射，石岐城区，翠亨、长江水库等旅游区以及小榄

等大镇掀起一股宾馆建设的热潮，以致 1984年年底中山市政府还要控制旅游基

建的规模。

1984年，已经开业的高档宾馆有中山温泉宾馆和 1982 年落成、位于西郊（今

西区）岐江桥侧的华侨大厦二期（即今富华酒店副楼）。还有几家中小规模的，

包括中山大厦（1978年建成，位于今国际酒店东侧）、隆都宾馆（1982年建成）、

三乡龙潭宾馆（1982年开业）、石岐宾馆（在今新时代广场对面，1983年 9 月开

业）和西郊宾馆（1984 年 1月开业，后更名为铁城酒店）。正在兴建的大型宾馆

也有一大批，包括中山国际酒店、富华酒店、中山酒店（位于今香山酒店旁，现

已拆除，改建为公寓住宅）、长江宾馆（即今怡景假日酒店）、翠亨宾馆、京华酒

店（现已拆除重建，名字继续沿用）以及扩建中的菊城酒店。特别是中山国际酒

店和富华酒店，直线距离仅为 200 米，顶层都设置了当时对于国人来说还是新鲜

事物的旋转餐厅。港澳媒体刊发文章，笑称这或许是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无

疑给当时刚刚撤县建市的中山敲响了警钟，让改革开放才开始 5 年多、还缺乏经

验的中山人的头脑冷静下来。但这也是很好的中山市宣传广告，港澳同胞和侨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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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叹，原来中山有这么好的住宿条件和餐饮设施，“以后返大陆不用再睡帆布床

了”。一下子，中山名声大震。

睡帆布床是怎么回事？那要从华侨大厦的历史说起。1978 年，中山涉外接

待最高标准的旅店华侨大厦扩建完毕，仅有 65个客房 130张床位，每到春节、

清明等旺季，在走廊、会议室中增加折叠帆布床接待客人是常事，而房间没有独

立卫浴设备，客人需要用暖水壶打水洗澡等就更不在话下了。1981 年 7 月，在

原华侨大厦旁兴建二期大楼，主体有 7 层楼高，临街的一面是 8 层。由于后来开

设了七重天餐厅，该大楼便被中山人俗称“七重天”，也借以表达对这座当时中

山楼层最高的建筑物的敬意。然而，到了 1982 年，中山接待的游客已突破 100

万人次，华侨大厦二期的启用正值中山旅游业起步的黄金时期，因此新增的 100

来个床位也改变不了旺季要加折叠帆布床的窘况，就这样，一批新酒店在同一时

期竞相兴建。

1984 年，华侨大厦一期开始拆卸，在原址上兴建富华酒店，保留华侨大厦

二期。筹建人员到广州参观同期兴建的白天鹅宾馆、花园酒店以及中国大酒店，

参考其规格来建造，用料和运作模式都是五星级的。他山之石成就了这一轮中山

酒店建设热潮的高起点，以及更为重要的高标准管理。

而在富华酒店的西面 200多米处，另一块地皮也在更早以前被相中用于星级

标准酒店的兴建。当时的中山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郑坤认为，要进一步发展旅游事

业，就必须要有自己的酒店。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前来中山的游

客和外商必定会越来越多。因此，他提出要按照世界旅游饭店模式，建设具有国

际水准的现代化大酒店。郑坤的建议得到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于是，他四处活

动，很快就找到两位合作伙伴——澳门南通银行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和中国银行广

州信托咨询公司。就这样，以中外三方合资形式经营的中山国际酒店便开始动工

建设了。

京华酒店选择在岐关路东、西线起点处的华佗庙附近兴建，与中山路的规划

建设基本同步。当时东西二线是连接中山主要旅游点的主干公路，加上中山路这

条城区道路“新科状元”，京华酒店避免了在西区扎堆，成为中山东区建设的排

头兵。

中
山

党
史



各家新建的宾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用各种办法筹集资金：翠亨宾馆由翠

亨旅游发展公司与香港的公司合作经营；长江宾馆由长江旅游区与三菱捷顺投资

有限公司合作经营，1982年奠基，1984 年 4 月动工；三菱捷顺还与西郊旅游发

展公司合作经营西郊宾馆；中山酒店则是革命老区五桂山镇借助市政府支持而兴

办的企业；菊城宾馆原由香港、新加坡两地榄镇同乡会共同发起侨胞、港澳同胞

捐赠款物兴建，1983年，小榄镇投资进行扩建（1985年又与外商合资进行第二

次扩建）。从 1980 年到 1984 年 6 月，中山已建造接待外宾的宾馆 11 座，有房

间 756个、床位 1500 张，有 17间餐厅、酒家和 11 间商场。

已经营业三年的中山温泉宾馆并不满足于仅靠旅游业、餐饮业等带来繁荣，

在配套项目方面再上新台阶。1984 年 8 月，中国内地第一个高尔夫球场——中

山温泉高尔夫球场建成开幕。中山温泉高尔夫球场是由霍英东、郑裕彤先生等投

资 1500万港元，并由世界著名高尔夫球场设计师、美国球星阿诺庞玛设计建造

的。这个球场占地 50 万平方米，设有 72杆 18 洞和 18 条球道，总长达 5991米，

草地、湖泊、小丘点缀其中，达到可举行世界锦标赛的一流水平。《南方日报》

称：这个球场的建成，为我国旅游事业增添了新的康乐设施，对增进国际交往和

加强省港澳的体育联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旅游项目一下子冒出这么多，是否会过热过剩？中山人很快就冷静下来，

在 1984年底控制旅游基建规模。市政府提出：“退也要勇敢”，立即叫停一幢 38

层酒店的建设。全市成立一个基建项目审批小组，规定凡 100万元及以上的投资

要由市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还确定从 1985年起， 3年内不再兴建宾馆客房。

对已建成的旅游宾馆，则采取一业为主、多业经营的旅工贸方针，争取更好的经

济效益。

三、软件助推旅游发展

改革开放初，中山县委、县政府就促成了一系列管理机构和旅游公司的成立，

有效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在 1979 年之前，中山的旅行社只有中旅社（中旅社同

时还挂着另一牌子：中山华侨旅行社）一家。当年 10月，县委为满足对外开放

的需要，决定组建国际旅行社中山支社，并从财政中借 1 万元作开办费。首任经

理郑坤等 7 个人就办起了这个支社。他们先搞中山一日游，以后又搞两日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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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游。第一年仅两个月，就在香港、澳门吸引游客 2000 多人，第二年增加到 2

万多人，第三年达到 4 万多人。1982 年 4 月，中山县旅游办公室成立，钟德来

为主任。32年后，他回忆道，“当时就拿着县委的 1万元开办费，大刀阔斧地干

了起来。”而他的副手，旅游办副主任黄德纯还兼任翠亨宾馆总经理，负责招商

引资筹建该项目。1983 年 2 月，中山县隆重其事地召开旅游系统先进集体、先

进工作者表彰大会，提出要办好中国式旅游，立足改革，提高服务水准，走旅、

游、贸综合发展道路。次年 5 月，中山市旅游局成立，中山市旅游总公司同时挂

牌。

为解决人才瓶颈问题，中山县（市）的领导想了很多办法，如不惜花费 60

万元在华南师范学院（后更名为华南师范大学）设置干部培训中心，开办日语等

专业班；另委托广州外语学院开设外语班，专门为中山培养旅游事业所需人才。

1982年 11月，县委组织部、宣传部还联合下发通知，选派干部职工到外语学院

进修。1984 年，孙文大学获省政府批准开办，初期开设的专业只有两个，为旅

游和外经贸服务的英语专业是其中之一。

对于旅游发展会否带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污染等问题，中山的领导看得十

分清晰透彻，在政策上给旅游业投资者、工作者吃定心丸，开绿灯。在 1984年

4 月召开的中山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市长汤炳权在《政府工

作报告》就强调，要坚决贯彻党的旅游政策，进一步解放思想，采取灵活措施，

加速旅游业发展。报告中还提到计划在 1986年引进外资 4 亿港元。除了要建设

“一山、两线、六个点”及配套设施外，要进一步扩大港澳旅游业务，开辟省外

旅游线，还计划修复西山寺、环城沙涌宋帝遗址、小榄何国老遗址等名胜古迹，

把中山建设成旅游胜地。

在城市管理方面，中山当时为培育旅游消费，县（市）政府也实事求是地采

取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例如，在岐江河和岐江桥西岸，允许仿照香港的模

式在水上建造珍宝海鲜坊、岐江画舫、江海楼等食肆。桥下几百米长的范围内，

云集了 30余档“朝拆晚搭”的个体小食档，绝大多数经营粥粉面饭，其中也有

咖啡、可可之类的甜品档。《羊城晚报》称：“广州夜晚的街头小食，近年发展已

算迅速，但比起石岐，却是‘小巫见大巫’。想到石岐几十年前有‘小广州’之

称，如今这小食‘集市’，也许可视为恢复上述雅号的先声吧。”记者还以为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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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是与外商合办的企业，一问经理，才知是岐江区侨联发动侨属，以股份制形式

合资兴办的，不少香港旅游团体同它合作，作为旅游团开餐的固定点。虽然这些

食肆带来环境污染、卫生脏乱等管理问题，但在这个旅游业刚刚起步、改革开放

大门刚刚打开的阶段，确实也发挥了较大的正面作用。

1984 年，中山市接待游客 202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2%；旅游业营收 1.83

亿元，比上年增长 46%，利润增长 20%。《人民日报》文章《中山：客人超过主

人》满溢褒扬之词：

现在，人们一到中山，一眼就看见兴旺景象。每天，前来中山旅游的平均有

7 万多人，最多的一天达 15 万人。游客中，外宾、华侨和港澳同胞占六成。他

们有的从广州、深圳乘车来，有的从香港乘飞机、轮船经澳门绕道来。广东许多

单位组织的“中山 一日游”、“中山三日游”，生意兴隆。

四、旅游业开路，引领经济前行

旅游业对中山经济的带动作用是明显的，正如《中山：客人超过主人》

所言：

中山市旅游事业的发展，使 50 多万华侨和港澳同胞“游子思故乡”的

感情得到满足。他们不仅来旅游参观，还积极帮助家乡锦上添花，捐资建学

校、办医院、修筑桥梁和道路、兴办幼儿园。在市区石岐的一幢九层楼的医

疗大楼和壮丽的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就是香港同胞杨志云先生和郭得胜先

生，在近年分别捐资 1000 万港元兴建起来的；有的积极投资办企业，去年

仅签订来料加工合同就有 1100 多项，使全市“三来一补”企业又有新发展，

一年收入加工费 1000多万美元，这在广东省仅次于东莞。

来中山市参观的人都看到，这里兴办的旅游事业，是我们国家对外开放

和搞活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几年中山市旅游事业促进了工农业商品

生产的大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去年增加到 14.5 亿元，比 1978 年的 7 亿元翻

了一番多，为社会主义事业积累了大量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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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精辟地概括了中山旅游业的发展与招商引资以及拉动各业的关联性，事

实上，改革开放的前 5 年，全中山获批准的 “三资”企业项目每年平均仅 4个，

主要就集中在旅游业，也就是说，中山的招商引资工作就是在旅游业领域先行先

试后，再全面开花，辐射到制造业、农业以及其他方面的服务业等。

中山旅游业在全国的多项第一也充分展示了中山人敢于摸着石头过河、敢闯

敢试的精神。当年与外商谈中山温泉宾馆的合作模式时，没有先例可供参考，最

后，中澳投资建设公司与我方中国国际旅行社协议，在全部旅业的 200个房间中，

划出 100个房间的收益作为港澳商人投资 4000万港元的补偿，13年为期，期满

后收益全部归我方。这是双方都有利可图的方案，合作也就顺利开展了，从而也

开创了港澳商人与内地合作经营酒店的先河。中山长江旅游发展总公司与外商一

起合作开发长江乐园，协定由中山方面提供土地，外商提供游乐设备，三方共担

风险。这一项合作也是前无古人的创新举措，开创了中外合作办企业的新模式。

中山温泉宾馆首任总经理李晃叠、长江乐园原总经理肖文豪都认为，中山的这两

个范本，为 1988年 4 月 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提供了参考。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

看到，“求实、创新”是中山人的精神，不但让中山由一个农业县发展为今天的

现代化城市，还将是中山下一步再腾飞的动力。

1980 年代初期，作为中山最早与世界接轨的领域，旅游业为中山的下一步

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尤其是具备国际化视野、掌握科学化管理手段的人才。

当时，大学招生数量较少，能上大学者实属“天之骄子”。1984年，中山市

考上本科的学生才 131人，其中升读重点大学的为 58人；另有升读大专的学生，

也仅有 61人。大批优秀的高中毕业生，把旅游业看作职业生涯第一步的首选，

如中山市一中 1984届的毕业生，其中一大批刚刚走出中学校门，就踏入京华酒

店、国际酒店与富华酒店的开业前培训课堂。

谢丽君是中山温泉宾馆早期的员工。她坦言，在这家中山服务行业的“黄埔

军校”里，几年服务员生涯让其受益匪浅。2000 年底，她“下海”经商，靠两

万元的资金白手起家，和朋友共同创办“绿榕居”酒家，酒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她说，“在中山温泉宾馆做服务员时，接触的人面很广。在和不少名人的接触过

程中，我学会了如何礼貌待人，在为人处世方面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在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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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山温泉宾馆各种先进的管理体制和经营理念也对我今后从事餐饮业产生了

潜移默化的影响。”

谢丽君所言不虚。在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理念还在深深地影响着国人的时

候，中山旅游业实行的按劳计酬、凡事讲究效率效益的市场化体制的确给中山人

拨开一片明朗的晴空。就在中山温泉宾馆建设期间，中山设立了一个事权统一、

指挥有度的指挥机构，只用一年时间就把这个工程完成了，这就是新体制旗开得

胜的体现。还有，宾馆开业后，那里“发放奖金完全不吃大锅饭。宾馆上下，都

严格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给予报酬；奖金也是因人而异。服务质量的优劣，是奖

金分配的一项重要标准。”“铁饭碗是不存在的。多次违反服务规程屡教不改或犯

有严重错误的，可以辞退。开业的三个多月以来，被辞退的已有数人之多，由当

地劳动部门或街道重新分配工作。”这些管理方法对于见多识广的《羊城晚报》

资深评论员微音来说，也感到十分新鲜。

微音慨叹的还有中山温泉宾馆游乐场里那些增加人们欢乐、寓科普教育于娱

乐中的游戏机。他在文章中写道：“制造这些电子机虽不能说是雕虫小技，却也

并非高深莫测。如果有人把它成批地制造出来，在全国的公共游乐场所广为设置，

将会增加人们多少乐趣，为国家增加多少收入？”如其所言，两年后，这些游戏

机被中山人率先试制成功，并用于广州开设的中国第一个国产碰碰车游乐场。

中山市政协原副主席、当年金马游乐机械厂厂长李武彪一谈起国内第一台碰

碰车的试制过程，总是抑制不住一脸的兴奋。在此之前，金马厂名为中山机床厂，

参与长江乐园开业前的设备安装。当李武彪第一次看到日本进口的碰碰车时，与

微音的想法一样，觉得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行制造。虽然没有任何技术资料作参

考，但中山人还是凭着一股韧劲和钻研精神，解决外转内静的直流电机技术难题，

掌握椭圆形橡胶护栏轮胎、玻璃钢外壳等的制作技术。1984 年 5 月中山碰碰车

试制成功，同年，用它“武装”起来的广州珠江游泳场附属的游乐场开业。之后，

广州流花公园、铁路文化宫等纷纷前来订货。

从此，中山的游戏游艺设备产业方兴未艾，中山成为我国游戏游艺产业的发

源地和全国最大的游艺机生产基地与集散地。经过多年打造，中国（中山）国际

游戏游艺博览交易会（简称游博会）已举办 7 届，被正式纳入 《广东省建设文

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成为建设珠三角文化会展产业带重要展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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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的游博会有 260 家境内外企业参展，参展的境外企业分别来自美国、法

国、韩国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不乏国际知名企业。中山市游戏游艺行业

协会会长、金马集团董事长邓志毅认为，经过 30 年的发展，中山游戏游艺产业

从过去单一的机械制造，发展到涵盖研发、制造安装、主题项目策划以及游乐游

艺场所投资经营管理等领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行业生产水平、生产规

模、市场占有率、出口值等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影响和引领着中国这一行业的

发展。中山世宇集团董事长吕雪峰称，中山的游戏游艺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占有的

比重越来越重，产品已销售到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金龙集团董事长叶威

棠称，将力争通过 3 至 5 年的努力，把旗下的广东游戏游艺文化产业城打造成

国内最大的游戏游艺研发创造基地和技术创新中心和全球具有影响力的游戏游

艺产品及衍生品展示交易中心和珠三角最具特色的游戏游艺文化体验中心。

以现在时髦的术语来说，旅游业属于现代服务业。但在 30多年前，中山人

已经懂得通过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来拉动各产业的发展，可谓是触觉敏锐，先知

先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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