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3-09

2016年11月15日 星期二
编辑：任志方 美编：晓莉 组版：刘淼壹读

又又来来大大项项目目，，华华谊谊要要在在济济南南建建影影视视城城
选址长清大学科技园，总投资50亿元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游乐场+拍摄基地
搭建一个电影的世界

11月14日下午，在省委常
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和华
谊兄弟传媒集团董事长王中军
的见证下，济南市长清区政府、
济南市西城集团、华谊兄弟公
司三方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华
谊兄弟（济南）电影文化城项目
正式落户济南。

“我们在东西南北都准备了
一些地块供华谊兄弟选择，最终
确定的是落地济南西部。”据济
南市投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一项目最终选址大学科技园核
心区，东至紫薇路、南至天一路、
西至海棠路、北至大学路，用地
约878亩，总建设规模约20万平
方米，总投资约50亿元。

“项目将开发一个电影世界
主题公园和一个电影小镇。”济
南市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其中，主题公园的模式和我
们以往见到的游乐场有些相似，
市民也会从里面玩到惊险刺激
的过山车、摩天轮等大型游乐设
施，“和一般游乐场不同的是，在
这个游乐场中，每一项游乐设施
都会有自己的电影主题。”

电影这一主题同样也会贯
穿于电影小镇，“电影小镇的建
设会和济南当地文化相结合，
还将还原华谊兄弟所拍摄的一
些电影中的真实场景，让市民
有走进电影中的感觉。”上述负
责人表示，电影小镇中还会搭
建摄影棚，供电影拍摄取景使
用。

据了解，经西城集团与华
谊兄弟公司商定，西城集团与
华谊兄弟（天津）实景娱乐有限
公司将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开

发建设经营管理项目，合资公
司注册资本为10亿元人民币，
西城集团出资9亿元，华谊兄弟
出资1亿元，项目建成后由华谊
兄弟主导运营管理。

政商版“非诚勿扰”
接洽到签约只用半年

50亿的项目，对于华谊兄
弟和济南来说，都算得上是大
项目了，但这样一个大项目从
开始接洽到最终签约，只用了
六个月的时间。

“要追溯这个项目的开端，
应该是在今年4月的绿公司年会
上。”济南市投资促进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在绿公司年会上，王
文涛同华谊兄弟进行了会谈，在
这次会谈中，华谊兄弟表达了想
要到济南来投资的意向。“会谈
结束之后，我们就开始跟进、紧
盯，一直到这个项目落地。”

“六个月让这么大的一个
项目落地，这在以往看来都是
不可能的事情。”济南市投资促
进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除了这
个项目，济南近期另一个大型
项目——— 万达文旅城的签约速
度更加惊人：“从5月份开始详
谈，到最终8月份签约，只用了
三个月的时间。”

在济南市委相关负责人看
来，这样的一个“济南速度”，和
机制的理顺不无关系。“济南成
立投资促进局之后，这些项目
的推动有了牵头单位，”该负责
人表示，“可不要小瞧一个部门
的协调作用，会大大提高项目
落地的效率。”

虽然在14日的签约仪式上
并没有明确项目的建设启动时
间，但王文涛在会上的表态也
给各方吃了一颗定心丸，王文
涛表示：“济南市有关部门要进
一步提高效率，加快推动项目

开工建设，合力打造政商版的
‘非诚勿扰’。”

借助品牌效应
在全国做个“广告”

一东一西，一个靠近机场
一个靠近西客站，从布局上来
看，万达文化体育旅游城和华
谊兄弟（济南）电影文化城各自
具有优势。从特色上来看，万达
文旅城项目更多的是室内主题
公园和体育特色，华谊兄弟（济
南）电影文化城则是偏重室外，
打造一个电影世界。“两个项目
特色不同，互相补充，但却都能
对济南的进一步提升带来帮
助。”济南市投促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这种提升表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就是借助品牌的力量，提
升济南的影响力。”上述负责人
表示。华谊兄弟电影文化城建成
后，或将再拍摄一部和济南有关
的电影，“一部《非诚勿扰》带火
了好几个城市的景点，通过这部
电影，可能咱们济南的泉水、济
西湿地等景点将在全国乃至全
世界的范围内被更多的人熟
知。”在中国成功申办2022年冬
奥会之后，一些冰上项目更加受
人欢迎，冰球联赛也开始推广，

“万达这个项目里面就有个冰球
场，这在全国来看，也属于很时
尚的。”

“这两个项目对济南的服务
业也是一个很大的带动。”上述
负责人表示，以往济南的旅游一
直苦于留不住人，“这两个项目
建成之后，不仅能吸引来人，更
重要的是能够留住人了。”

此外，大项目的集聚效应，
也使济南在投资者的眼中变得
具有更多优势。“主动找来的项
目，可能会比以前增加不少，济
南的发展后劲也就更足了。”

14日，记者从济南市投资促进局获悉，华谊兄弟传媒集团将来
济南投资建设电影文化城，这是继8月份总投资逾600亿元的万达
文旅城签约落户济南后，济南引进的又一个大型文化旅游项目。影
视文化城将开发建设电影世界主题公园、电影小镇，一些电影中的
场景将被真实还原，游览在其中，就像是走进了电影里。

习近平同特朗普首次通话

合合作作是是中中美美两两国国唯唯一一正正确确选选择择
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电话中，两国元首同意建立良好关系，并争

取早日会面。而分析认为，尽管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可能出现改变，但习近平对于中美关系的表态，也
为未来两国发展指明了方向。

同意保持密切联系
建立良好关系

习近平祝贺特朗普当选美
国总统。习近平表示，中美建交
37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
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利益，也促进了世界和地
区和平、稳定、繁荣。事实证明，
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的正确选
择。当前，中美合作拥有重要机
遇和巨大潜力，双方要加强协
调，推动两国经济发展和全球
经济增长，拓展各领域交流合
作，让两国人民获得更多实惠，
推动中美关系更好向前发展。

习近平指出，作为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发达国家、
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需要
合作和可以合作的事情很多。
我高度重视中美关系，愿同美
方共同努力推进两国关系，更

好造福两国人民和其他各国人
民。

特朗普表示，感谢习主席
祝贺我当选美国总统。我赞同
习主席对美中关系的看法。中
国是伟大和重要的国家，中国
发展的良好前景令世人瞩目。
美中两国可以实现互利共赢。
我愿同你一道，加强美中两国
合作。我相信美中关系一定能
取得更好发展。

习近平和特朗普同意保持
密切联系，建立良好工作关系，
并早日会面，就两国关系发展
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及时交
换看法。

历史证明合作
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就在外界纷纷关注中美关
系将走向何方之际，一条重要
新闻14日中午从北京发出，立

即 占 据 了 全 球 各 大 媒 体 头
条——— 习近平同美国当选总统
特朗普通电话。

11月9日，特朗普赢得美国
总统选举当天，习近平主席即
向他发去贺电。5天之后，两人
又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同美
国当选总统延续及时联系和沟
通的良好传统，预示着中美关
系也将保持向前发展的总体势
头。而“合作”，则是习近平主席
和特朗普这个越洋电话提到的
鲜明主题词。

谈到过去，习近平表示中
美建交37年来的事实证明，合
作是中美两国唯一的正确选
择。谈到当前，习近平认为中美
合作拥有重要机遇和巨大潜
力，双方要拓展各领域交流合
作。对于前景，习近平相信中美
需要合作和可以合作的事情很
多，而特朗普则“赞同习主席对
美中关系的看法”。

习近平主席在电话中句句
不离“合作”，充分表达了推动

“合作”继续成为未来中美关系
主流的中方期待。两人“同意保
持密切联系，建立良好工作关
系，并早日会面，就两国关系发
展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及时
交换看法”的表态，表明未来中
美元首仍将延续这一有效做
法。

未来以建设性方式
管控两国分歧

历史表明，中美之间之所
以能实现合作共赢，一个重要
原因是保持了各层级、各领域
的密切沟通与协作。密切的联
系、坦诚的沟通，特别是两国元
首之间的直接联系沟通，是中
美之间管控分歧行之有效的方
式。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美国

的内外政策都将进行一些调
整，对华政策也不会完全是奥
巴马时期的延续。中美之间的
分歧将减少还是增多？会呈现
什么新特点？外界有着各种各
样的猜测。

有分歧不可怕，关键是如
何看待分歧。11月9日的贺电
中，习近平主席重申双方要“秉
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
作共赢的原则”，“以建设性方
式管控分歧”。14日通电话时，
习近平主席强调，“合作是中美
两国唯一的正确选择”，也展示
了不能让分歧影响合作的积极
态度。

6天之内，通过致贺电、通
电话，习近平主席两次对中美
关系作出重要表态。这集中展
现了中方对特朗普当选总统后
中美关系的期待，也为中美关
系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据新华社

济南西部大学科技园片区，华谊兄弟电影文化城未来将在此落户。

济济南南还还有有哪哪些些主主题题大大项项目目

济南北湖海尔乐园

济南北湖北岸正在建设世
界首个海尔兄弟主题游乐园，预
计2017年下半年开业。以“海尔智
慧科技主题游乐”为核心，建设

“极限体验世界”“水上冒险乐
园”“中央商业大街”“超时空科
技馆”四大板块，打造集泉、水、
文化、娱乐于一体的全家庭娱乐
中心。

东方威尼斯

位于天桥区鹊山龙湖国家
级旅游休闲度假区内的东方威
尼斯将打造大型文化主题度假

区，占地1500亩，成为亚洲最大的
水主题情景式互动乐园集群，建
成后年可吸引国内外游客约200
万人次。

印象济南·泉世界

“印象济南·泉世界”位于
西部新城省会文化艺术中心北
侧，将呈现泉城独特的历史文
化资源，展示记忆中的城市印
象，最终成为济南乃至中国的
一张文化名片。与老城区的宽
厚里、百花洲、红尚坊等仿古街
区不同的是，该项目包含酒店
客栈区、七十二工坊、酒肆茶
街、老字号美食区、民间博物馆
区等多种主题。 （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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