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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 35 亿元、计划用地 400 亩

江南新城将打造国家级电影产业基地
明年计划 3 部好莱坞影片来杭拍摄

一期项目合作企业有两家。其中，北深影视产业（深圳）有限公司属国企，系北京电影学院深圳研究院全资
子公司。重庆爱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属国企，
由重庆市九龙坡区财政局出资成立，
主要经营资产管理。

［一期项目抢先看］

记者 蒋立红 通讯员 史炎丹

项目情况介绍

昨日，总投资 35 亿元的北影（杭州）
国家级电影产业基地项目正式签约落户

美国传奇 3D 公司
（合作引进部分业务）

富阳。项目选址江南新城，将规划整合
江南新城的禀赋要素，融入创新要素，打

总建筑面积约 2 万平方米，
合作内容包括：合作拍摄动漫
电影；动漫影视制作人员培训
及颁奖；动漫及 3D 电影转换；
虚拟现实内容创作；融合上述
内容的国际影视（3D 影视动漫）
基地在中国的合作建设项目。
2019 年计划 3 部好莱坞影片到
杭州拍摄，其中由传奇公司、索
尼公司、香港英皇影业、北深影
视产业四方合作的动漫大片
“十二生肖”于 2018 年底进入杭
州拍摄。

造强化核心、生态优先、功能复合的电影
产业基地，为江南产业转型升级再添利
好。
2017 年 5 月以来，富阳与北京电影
学院开展紧密联系，积极对接合作事项，
并就国家级电影产业基地项目进行了多
次协商。目前已明确项目内容主要有影
视产业园、电影学院、艺术幼儿园及艺术
培训中心、
配套等四个板块。
北影（杭州）国家级电影产业基地项
目是富阳纳入之江文化产业带规划建设
后的首个影视类签约项目，由北深影视
产业（深圳）有限公司和重庆爱普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项目选址江
南新城，计划用地 400 亩，分两期实施，
总投资 35 亿元人民币，建成后税收 2 亿
元以上。
其中，第一期项目计划用地 140 亩，
总投资 15 亿元，主要项目内容包括引进
美国传奇 3D 公司、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
基地、奇观影像文化体验中心。第二期
项目计划用地 260 亩，投资 20 亿元，主
要项目内容包括影视创作中心、文化交
易所、大师工作坊、动漫创作、影视主题

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基地

奇观影像文化体验中心

总建筑面积 6.9 万平方米。一期拟建 5 个摄影棚，总建筑
面积 5.9 万平方米，其中 12000 平方米 3 个、5000 平方米 1 个和
18000 平方米 1 个。另外，
制片车间建筑面积 1 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2 万平方米。体验中心分为 6 个场馆，拟建 3 个体验馆和
3 个公益馆。其中体验馆分别是虚拟海洋馆 6000 平方米、数字演艺馆和
奇观影像馆各 2000 平方米；公益馆分别为地方文化馆 6000 平方米、智能
生活馆和 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益宣传馆各 2000 平方米。

商业街、
四星级酒店等。

“美丽经济发展擂台赛”
八强村

市民体验团探访常绿镇黄弹村：

“绝版”
风光+“敢拼”精神 催生美丽产业
美丽产业
记者 许媛娇 骆晓飞 通讯员 黄一彬 周洪锋
说起常绿镇黄弹村，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黄弹石梯。
“石梯”是什么？据《富阳县地名志》记载：
“石台四面皆峭壁，如石削成，有
石径自下而上，远望如天梯，故名‘石梯’”。黄弹石梯有“小雁荡”之美誉，总是让人流连忘返，春季可以到这里踏青出游，夏季成
为避暑胜地，
秋季登高望远，
到了冬季则能欣赏到石壁冰凌奇景。
体验团一行踏入黄弹石梯，在欣赏这“绝版”风光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内心的宁静。这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地方，远离喧嚣和烦
恼，享受自然赋予的这一份舒适。而黄弹村的美并不止于此，
还有村干部们敢闯敢拼的创新精神和不断壮大的美丽产业。

突出山、水、空气，增加旅游体验

传承“草鞋”精神，走出经济薄弱困境
黄弹村前段时间在富阳热热闹闹
得火了一把，在“百村篮球赛”上，黄弹
村球队凭着一股拼劲打进了决赛，摘得
亚军成绩。黄弹村的篮球有深厚历史，
在几十年前，黄弹村的村民们干完一天
活，就会穿上自编的草鞋，来一场篮球
赛，当时没有橡胶场地，也没有裁判，有
的是不服输的精神。黄弹村党委书记
俞云伟介绍，这就是“草鞋”精神，而黄
弹村的青年们在百村赛球场上生动诠
释了这股精神。
这样的“草鞋”精神也体现在黄弹
村村干部的身上。
“ 我们村前几年集体

经济比较薄弱，为了保证村内各项经济
主体正常运营，村集体每年在日常管理
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还要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财力，村集体经济压力很大。”俞
云伟说，新一届村干部上任后，决心改
变现状，想方设法增加集体收入。村里
有优质的自然风光，但基础建设不到
位，也无法引入好项目。
这两年，
村干部们开拓创新，
结合三
改一拆、
环境整治等中心工作，
积极争取
项目，
加强黄弹村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鼓
励村民创业，
目前已经成功走出经济薄弱
村的困境。
“石梯是我们村里的亮点，
依托

自然风光，
我们联合相关单位，
连续两年
开办
‘发呆大赛’
，
引来各大媒体关注，
来
黄弹村游玩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了。
”
他说。
村庄要长足发展，
需要全体村民的参
与。黄弹村有两支志愿服务队，
以党员带
头、村民自发参与形成，一支是“青山绿
水”清洁队，另一支是“金山银山”巡防
队。清洁队每月有固定的义务打扫日，
维
护全村环境卫生，
巡防队每天自主安排值
班人员，
护送学生上下车，
维护工程车辆
进出秩序。俞云伟说：
“村干部要带好头，
更要发动党员和群众参与进来，
这是发展
村集体经济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

“石梯比较吸引人，夏季乘凉、冬
季看冰挂，我喜欢登山，黄弹村的野
猫岭登山道环境也非常好。”体验团
成员楼俊说，这次体验，她再次感受
到了黄弹村的山水魅力，同时她也被
民宿里的设计吸引。她说，现在发展
民宿的地方很多，但做到这样独特的
却很少。
“ 以前我在黄弹村拍摄过一
只鸟，后来回去一查，是非常稀有的
种类，说明这里的环境确实好。”体验

民宿经济山林经济从无到有，逐渐成气候
自 然 资 源 是 黄 弹 村 的 优 势 ，要 让
“绿水青山”发挥出“金山银山”的作用，
黄弹村的村干部们动足了脑筋。
“ 利用
自然资源发展山林经济，利用休闲旅游
资源发展民宿经济，这是村里正在走的
两条路子。”俞云伟说，因地制宜发展的
这些美丽经济，正在不断壮大。
跟随俞云伟，体验团来到黄弹村的
第一家民宿——石梯人家。对面是青
山，门前还有一条小溪流淌而过。这家
民宿最早是在 2014 年开起来的，当时还
是普通的农家乐，2016 年下半年开始进
行重新装修规划，成为精品民宿。
“我是
黄弹本地人，这是自家房子，周围环境
这么好，我们的民宿品质当然也要跟
上。”民宿负责人章彬说，夏季生意特别
好，节假日也基本是爆满的，目前边上
亲戚家的房子也在装修，到时候将与石

梯人家联营。
石梯人家让人感觉很自在，有很大
的院子，可以在院子的长廊里品尝章彬
家自制的高山野生茶。一楼的公共区
域，还专门设置了图书阅览的空间，透
着文艺气息。
“这里的灯具、家具都很特
别，是专门定制的吗？”体验团成员楼俊
被室内的装修吸引，忍不住发问。章彬
笑笑说，这些都是自己设计制作的，就
地取材并且独一无二。
“ 我们还制作了
一些本地特产，比如野生猕猴桃酒、自
制辣酱等等，游客来了都很感兴趣。”他
说，做精品民宿就是要特别，民宿的每
个房间，都花了大量心血，为的就是让
游客感觉不虚此行。
“ 能在这里住上一
晚就好了。”参观结束后，体验团成员感
叹道。
“石梯人家的成功也带动了村里民

宿经济的发展，今年将会有六七家民宿
要开起来。”俞云伟说，黄弹村计划发展
“民宿度假村”，用乡村美丽的山水资源
为游客提供服务，
增加村民收入。
从民宿出来，体验团一行上山，到
达黄弹村的香榧基地。这座叫做羊桥
顶的山头，萧山人楼中平承包了 600 亩，
种植香榧和茶叶。
“8 年前到黄弹村来
玩，被这里的山水吸引，后来就到这里
搞农业了。”楼中平说，能够把这件事情
做起来也有赖于镇村干部们的支持，如
今香榧初步投产，明年会有上万斤的收
成。
除 了 种 植 业 ，在 靠 近 山 顶 的 平 台
上，已经建起了几间房屋，楼中平介绍，
这是“农夫乐园”项目，游客来了可以体
验蔬果采摘，可以吃饭、住宿，提高香榧
基地附加值。

美丽攻略：到黄弹村游玩，除
了黄弹石梯，还可以感受常绿镇的
“红绿篮”，
“红”——常绿是浙江省
革命老区镇；
“ 绿”——常绿是“富
阳竹乡”；
“ 篮”——常绿是浙江省
农民篮球之乡。早在 1928 年，就
有中共地下党员在长春村活动。
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路西县
县长、浙江省著名革命烈士蒋忠就
是长春村木坞自然村人。富阳解
放时，中共江南县委就是从常绿镇
双溪村席草坞出发到富阳接受国

团成员旭明源说。
体验团成员裘红火也认为石梯是
最大亮点，
他爱好摄影，
曾经多次到访
黄弹石梯，也曾带着家人到石梯旅
游。
“ 坐在山水之间，聊聊天，看看风
景，
这份惬意和宁静，
在黄弹都能感受
到。
”
他说，
也很佩服黄弹人的精神，
这
样一个小村庄能在百村篮球赛上拿到
第二名，
靠的是拼搏和不服输的精神。
区旅游协会会员、园林专家蒋杰
也参与了本次体验。他说，黄弹村要
继续把山、水、空气的优势凸显出来，
山有石梯，水是山泉水，空气中充满
负氧离子，这些都是吸引项目和游客
的亮点，也是发展美丽经济的最好的
资源。
“自然条件要维护好，保持农村
该有的味道，同时也要增加体验项
目，让游客更多地参与到美丽经济中
去，比如常绿的圆团制作和草鞋制
作，
都可以发展为体验项目。”

民党投降的，并更名为中共富阳县
委。目前，蒋忠烈士墓、中共江南
县委旧址等依然保存完好。可以
带着孩子到这些红色景点看看，学
习革命先辈的精神。
位于里黄弹自然村村口的
800 年树龄红豆杉，是全区最大的
南方红豆杉，胸径达 1.2 米，需 3 人
合抱。而处于石板岭隧道口的红
豆杉属于全区最老的红豆杉，有
1000 年树龄。这两处也是观赏、
旅游的好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