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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长影
集团大视野、大手笔、大气魄，计划投
入380亿元巨资，在椰城倾力打造一
座“中国独有、世界唯一”的超大型电
影娱乐王国——长影海南“环球100”
项目，项目将搭建起中国电影产业走
向世界、世界电影产业走进中国的时
代桥梁，成为海南国际旅游岛面向世
界的重要窗口和形象、一张崭新世界
名片，更将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
一个新的里程碑，实施文化强国战略

的一个重要平台，提升我国文化软实
力的一个代表作。

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前身为
长春电影制片厂，创立于1945年10
月1日，曾创造新中国电影事业的七
个第一，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
篮”，为我国电影事业的创立和发展
做出了突出贡献。近年来，长影集团
申办了我国第一家电影企业自办电
视频道—长影频道；打造了我国第一
家世界级电影娱乐王国—长影世纪

城；设立了我国第一家国家级农村题
材电影创作基地—长影农村题材电
影创作基地；建成我国第一家怀旧型
电影产业园区—长影旧址博物馆
……先后被评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
先进企业”、“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
企业”、“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先进
单位”。

2009年3月，为弘扬长影品牌，
提升我国电影的国际竞争力，长影决
定走进海南跨区域发展，在海口市打

造超大型国家级国际化电影产业园
区、世界级电影娱乐王国——长影海
南“环球100”项目。

2010 年 12月，长影海南“环球
100”项目通过了海南省国际旅游岛领
导小组的审批，作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的三大主题公园之一落户海南。

2012年12月长影海南“环球100”
项目正式与海口市签订合作协议。

2014年4月16日，长影海南“环
球100”暨生态修复项目现场推进会

在海口市举行。标志着海南省重点
工程项目，海南投资最大、规模最大
的文化产业项目，旅游产业项目和生
态修复项目，以及推动我国文化产业
繁荣发展的标志性工程之一——长
影海南“环球100”项目正式启动。

2015年3月份海南省政府召开
重点项目推进表彰大会，长影海南

“环球100”项目是唯一一个获得海南
省政府重点项目推进奖的——非国
家投资项目。

昔日，到处是
尘土飞扬的采石
场。今天，正在崛
起一个世界级电
影娱乐王国，一个
国际化电影产业
基地。

五月的海口，
阳光灿烂、春意盎
然，位于海口南海
大道边的长影海
南“环球100”的工
地热火朝天、生机
勃勃，目前主题乐
园进行外立面装
饰、绿化、管道道
路铺设、设备安装
调试等后期工作，
年内有望掀开神
秘面纱，与广大市
民游客见面。

投资380亿元打造海南新地标 长影海南“环球100”年内开业

琼岛崛起电影娱乐王国

项目一期开放6区：迎宾区、荷兰区、中
国区、英国区、德国区、西班牙区

中国区：这是千年历史承载的丝绸之路，
楼兰、大漠、探险渔船无不讲述着它的遥远和
神秘。

德国区：雪顶山脉造型与华丽建筑布局
融为一体，让你体验到来自日耳曼的勇敢与
坚强。

西班牙区：弗拉门戈的奔放狂热，速8现
场版的顶级飞车家族，点燃速度与激情。

英国区：勇闯大冒险之旅去感受“传统与
反叛”的英伦精神。

荷兰区：东方拉斯维加斯向你敞开；明星
婚礼风采让你领略；异国范儿的酒吧陪你欢
畅；热烈的森巴、草裙舞让你动起来，在这自
由的国度里，感受不夜岛夜生活的魅力。

长影海南“环球100”
一期主题乐园介绍

娱乐
项目

“长影海南项目将建成中国独
有、世界唯一的国家级国际化电影产
业园区、世界级电影娱乐王国、提升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代表作。为海南
建设成为全省人民的幸福家园、中华
民族的四季花园、中外游客的度假天
堂添砖加瓦是每一个长影人心中的
目标。”赵宝利认为。

项目将吸引所有来海南的游
客，进园后，晚上可欣赏、体验世界

独一无二的夜场节目及美轮美奂
的楼体灯光秀带来的无穷魅力。
白天体验世界顶级惊险刺激的电
影娱乐项目。”赵宝利说，国内还没
有真正实现“白+黑”全天候、全天
时运营的电影主题乐园。海南得
益于温暖的气候，项目就有了得天
独厚的优势。

“园区内有诸多酷炫、刺激的娱乐
项目必将吸引游客并等待游客来探

秘。”赵宝利透露，比如欧洲翱翔借助
模拟滑翔机与实景拍摄，让游客在阿
尔卑斯山的雪顶之下巡航欧洲大
陆。极速飞车特技表演力邀法国巴
黎汽车特技王牌团队加盟，带大家感
受热血沸腾的“速度与激情”。而中
国区的150米高塔内，设有的全球主
题乐园最高室内裸眼3D特效极速跳
楼机是一大亮点。和其他主题乐园
项目中常见的跳楼机不同，该项目的

跳楼机在室内，并结合了裸眼3D的
电影剧情，能给观众“生死时速”的体
验。

这样的一个巨头项目将推动我
省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为我省带
来期待已久的高水平文化产品，以及
具有丰富文化元素的旅游新业态，对
提升海南乃至我国文化软实力和综
合竞争力必将发挥积极的带动效
应。业内人士表示，这将成为旅游与

影视文化深度融合的典范。
“至少可让游客停留三天两晚，

这样就能使海口由旅游过境地变为
旅游目的地。”赵宝利说。开园后，预
计第一年可接待游客500万人次，三
年至五年时间达到1000万人次，必
将提升琼北旅热度延长游客在海口
逗留时间，拉动旅游消费，打造海南

“南热北也不冷”“日月同辉满天星”
的全域旅游新格局。

大视野大手笔 长影塑造国家电影产业新平台

高度契合“一带一路” 海南文化航母即将起航
千年丝路，通达天下。当“一带

一路”倡议逐渐形成广泛国际共识，
各国间的旅游合作活动愈发频繁之
时，中国特色“一带一路”旅游品牌慢
慢呈现在世人面前。

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热
带岛屿省份，旅游资源一直是海南省
的优势资源，温暖的气候、独特的民
俗、美丽的海水让国内外的游客都慕
名而来。海南抢抓“一带一路”建设
机遇，继续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加强
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使海南焕

发出新的活力。
就当“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让世界瞩目的时候，长影海南
“环球100”项目与“一带一路”发展理
念相契合。长影海南文化产业集团
总经理赵宝利表示，长影海南“环球
100”项目设计了主题公园重现楼兰
古国、郑和下西洋等。赵宝利说：“随
着‘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泛南海经
济圈’的合作和发展将越来越深入，
这将给海南旅游等各行各业带来空
前的机遇和无限的商机。未来，长影

海南‘环球100’项目的发展将乘着
‘一带一路’的东风，发展更先进的
‘旅游+影视’理念、吸引更多客流，让
历史与未来在丝路上连接，为世界与
中国在旅途中互通贡献更多力量。”

为了打造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
“巨无霸”，长影海南项目整合了七家
国外设计公司、两家国内设计公司共
同组成设计团队，按照规模化、多元
化、差异化、科技化、全球化的原则完
成项目规划设计。

规模化是指要打造中国规模最

大、投资最多、标准最高、内容最丰富
的电影产业集群项目；多元化，是打
造一个完整的集影视娱乐、创作、拍
摄、教育、演艺、交流等全电影产业链
功能于一体的国家级国际化电影产
业园区；差异化，是指走出一条有别
于迪士尼和一般意义电影主题公园
的建设和发展之路；科技化，将以世
界最先进的特效电影技术，打造集知
识性、趣味性、娱乐性于一体的高科
技项目；全球化，是以世界顶尖标准，
汇集国内外优秀资源，共同打造享誉

世界的电影娱乐王国。
在具体建设内容上，项目有：国际

电影高峰论坛永久会址；特许经营试
点体彩；电影主题公园；影视产业中
心，国际影视交流中心、交易中心、展
示中心和培训中心；国际名人工作室，
国内外名导演、名编剧、名制片人、名
演员、名经纪人工作室；国际影视研发
制作基地，国际乡村电影创作基地、影
视后期特效制作基地、影视动漫创作
基地、微电影创作基地、影视新媒体研
发基地、影视外景拍摄基地。

生态修复样本 每年拉动产值百亿元
绿水青山，是海南的名片。长影

海南“环球100”项目以生态修复为起
点，更为这张名片增色添彩。

东环动车线海口南海大道西段
南侧，火山口脚下，曾经的采石坑，已
经变成了一个世界级的电影娱乐王
国，主体建筑已全面封顶，外立面装
饰、绿化、管道道路铺设、设备安装调
试等多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两座高
塔，气势雄浑……这里就是建设中的

长影海南“环球100”项目。
作为海南文化产业的重点工程，

项目自2014年4月16日开工建设以
来，以打造世界级、国际化文化品牌
为目标，始终坚持速度与质量并行，
目前项目五个园区的主体结构已基
本经完成，预计主题乐园今年内试营
业。

“长影海南生态文化产业园项目
首先是一个生态修复项目。”长影海

南文化产业集团总经理赵宝利说。
翻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四

航测遥感院2014年4月航摄的项目
所在地图片，采石厂、砖厂等已经严
重破坏了这里的地形地貌。面积达
6000多亩的沙土地上，大大小小170
多个矿坑占了四分之三的面积。远
远看，就像一片荒地沼泽，最深的坑
深入地下40米，平均在地平线以下
20米。坑坑洼洼的积水塘、裸露土地

与周边绿色农庄、雷琼火山原始森林
格格不入……

长期以来，这片区域矿坑一直让
相关部门头疼不已。此块土地如果
不是整体被利用，成本很大。而这一
难题，现在迎刃而解。长影海南“环
球100”项目首先从生态修复开始，利
用现状地形，因势利导，对矿坑进行
土方回填，再进行项目建设，一系列
措施为采石场赋予了新的“颜色”，在

这里崛地而起的不仅是一个文化产
业王国，同时也将是一个绿色的生态
园区。

海南长影“环球100”项目将通过
生态修复，不仅美化城市环境，提升
城市品位，建设海南美好家园，并带
动区域和周边经济发展。建成后不
仅可以提升海口市的城市品位，对海
南可直接拉动社会就业5万人以上，
年拉动社会经济100亿元以上。

旅游文化融合典范塑造海南旅游新格局

1、楼兰双塔（跳楼机）

全园最高 150米双塔速降裸眼3D项
目，具备3个飞行停留站，在每次速降急刹中
感受扑面而来的全感官刺激。

2、郑和下西洋（战船）

还原历史真实面貌的探险巨船，配合顶
级视效工作室精心打造的节目内容，游客化
身为船员，编队整装起航，探索西太平洋丝绸
之路，真实体验航行历险。

3、激光影院

集激光、悬浮、音乐、动画为一体的影院。

4、欧洲翱翔

实景拍摄与特效制作完美结合，游客在
配备数字放映系统的飞翔式穹幕影院中，乘
坐动感平台模拟滑翔机，感受翱翔快感。

5、过山车

长盛不衰的经典机动游乐设施。

6、拯救灵山

结合鹰眼轨迹灵感和未来造型概念打造
的穿行动线，游客在音乐投射互动中，坐在飞
驰的探险车里享受视听盛宴，追随人参娃娃
一起拯救天人合一的美丽灵山。

7、鬼怪城堡

通过灯光、布景、陈列、机械装置和工作
人员演出配合，让游客在精心安排的路线游
览中实景感受恐怖古堡之旅。

8、听音影院

游客为喜爱的电影片段进行二次配音的
角色体验式互动。

9、激流勇进

乘坐小艇在激流中顺流而下，炎炎夏日
的亲水清凉之旅。

10、动感球幕影院

游客乘坐于太空舱内，模拟太空环境，深
入冒险剧情，体验动感技术与球形银幕的完
美结合。

11、4D影院

巨大银幕，动感特效座椅，全景声环音
系统，将观众从平淡无奇的片刻瞬间带入到
身临其境的音影体验中。

12、飞车特技表演

力邀法国巴黎迪士尼汽车特技王牌团队鼎
力加盟，超大看台宛如置身马德里太阳门广场，
打造超一流大型飞车特技表演，让你百看不厌！

13、夜场水秀

通过建筑多媒体投影技术、声光电特效
元素、影视特效、现场魔术、真火爆破、无人机
激光束和演员道具共同呈现的户外大型互动
多屏3D投影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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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影海南“环球100”主题乐园效果图。

长影海南“环球100”主题乐园效果图。 正在建设中的长影海南“环球100”主题乐园。长影海南“环球100”主题乐园效果图。

（本版策划/徐一豪 撰文/郭萃 李言
聂阳 徐一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