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03 月 21 日 星期二 编辑：王雅静 校对：
王培娟 美编：王祯磊

文创 05

全方位管家式服务
新华 1949 产业集聚效应显现
宋冰冰 本报记者 朱晨辉

和综合媒介工作室等，从版画的制
版到着色、装裱、展览，都能在这个
巨大的工坊内进行。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音乐剧市
场逐渐升温，原创音乐剧和本土化
引进音乐剧都展示出了强劲的发
展势头。然而，国内却一直缺乏为
原创音乐剧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平
台。2013 年 5 月，西城原创音乐剧
基地落户园区，作为国内首家以原
创音乐剧为主题的基地，这是第一
个集原创音乐剧生产、服务和孵化
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全产业链平
台，基地的成立将填补这一空白，
并有望成为国内优秀原创音乐剧
作品和人才的孵化器。

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的西北，曾经的老牌国企新华
印刷厂，经过几年的“印制”和
“刷洗”，如今已成为进驻 100
多家文化设计企业、累计产值
上百亿元的文化金融产业园
区。该园区的前身是有着 68
年历史、成立于 1949 年的新华
印刷厂。
《中国企业报》记者近日在
采访时发现，一系列改革创新
的举措给园区的文化创意产业
插上了飞翔的翅膀，从而创造
了“新华 1949 现象”。
新华1949文化金融创新产业园

保留部分特色建筑
新华 1949 文化金融创新产业
园的前身为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生
产厂房及库房。新华印刷厂成立
于 1949 年 4 月 24 日，之前的名称
叫正中书局北平印刷厂，
改为新华
印刷厂后，
承载了与共和国同龄的
“新华印刷”的优良品牌。作为国
家级重点书刊印刷企业、
中央国家
机关和中央直属机关定点采购印
刷单位，
新华印刷厂长期承担着党
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和政协等
国家重点图书和文件的印制工作，

设计体现科技含量
为繁荣我国的出版印刷事业做出
了重大贡献。这也是园区名称中
“新华1949”
的由来。
“这里的每幢建筑都具有深
厚的历史背景，厂区通过改造后，
保留了经历革命走向胜利的‘中
国红’，现依旧清晰可见原‘大字
本楼’
、
‘苏式折板屋顶’
的特有风
采。园区分为东、
中、
西三个区域，
东侧以楼房为主、
西侧以独栋平房
为主、
中间为展览展示馆。园区绿
化通过保留大部分高龄树木，
建造

主题庭院，改善景观环境，体现人
文、
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的宗旨。
”
中
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新华 1949 文
化金融创新产业园总经理李雅辉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还告
诉记者：
“在原来的建筑物中，
最具
历史价值的当属标志性建筑
‘大字
本楼’
。中央拨专款建造了这座四
层小楼，
它印证着新华印刷厂的红
色血脉与历史渊源。如今，
这栋小
楼已变成一座红色外立面和玻璃
幕墙相结合的建筑，整体美观大

方，传统与现代风貌融为一体，寓
意
‘铅板印刷’
，
以崭新的姿态映衬
园区。
”
从 2010 年开始，
“ 新华 1949”
园区以除旧布新、突出改造再利
用为思路进行了大变脸，
“内外兼
修”，在拆除价值不高的老旧建筑
的同时，挖掘特色建筑的文化内
涵，赋予其现代主义的设计风格，
使整个园区彰显出简约大气、新
旧和谐共生且富有特色的空间特
征。

（原来叫中国印刷集团公司）决定
发挥现有优势，
依托周边日益成熟
的商务办公氛围和紧邻金融街的
优势资源，
对厂区进行改造、
修缮，
将其打造为具有鲜明地标特征的
“新华 1949”文化金融创新中心。
在系统内实施主辅分离、主业改
制，
所属企业北京新华印刷厂将印

刷主业迁往亦庄经济技术开发
区。与此同时，
抓住北京市大力发
展文化产业的历史契机，
在其原址
的基础上打造
“新华 1949”
文化金
融创新中心，兴建“新华 1949”文
化金融创新产业园区。
做得风生水起自然就会名声
在外，
名声在外自然就会得到更多

升起到了推动作用。
作为 2016 年北京国际设计
周分会场，
“ 新华 1949”充分利用
自己的场地优势，首次参与了主
题为“活色生香创意之美”的新华
1949 创意嘉年华活动。这个由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印刷总公司和北京
品那创意设计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的活动，得到了园区内多家企业

的协办支持。活动全面动员了园
区内的各个创意设计企业，利用
黄金假期及园区的公共空间开展
了包括创意集市、互动体验、装置
艺术和露天电影等四大板块的活
动内容，丰富了首都市民及全国
各地来京游客的假期文化生活，
同时为中国原创设计提供了一个
全面展示的舞台，推动了优秀设
计走向市场。

李雅辉介绍说，通过举办新
华 1949 创意嘉年华活动，充分调
动了园区内文化创意企业的积极
性，促使企业之间互通有无、相互
融合。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活动主办方之
一，得到了园区各大企业支持，从
而以这项活动为契机，让园区内
企业能实现资源共享、加深交流、
共同发展。

效应日益显现，形成了一批有影
响力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有力
地推动了全市文化创意产业的
发展。
和北京文化创意展示中心
内部相连的是一家名叫虚苑的

小型美术馆，是专门以版画、雕
塑等复数艺术为核心的文化创
意产业投资、推广、开发专业机
构。它不仅以“虚苑青年版画创
作新锐奖”、
“ 虚苑国际版画双年
展”、
“ 虚苑版画奖学金”等吸引

版画人才，同时还在版画艺术品
的制作上，建立完整的链条。记
者在这里看到的是使用面积达
2216 平方米的版画制作工坊，包
括木版水印重点工作室、凸版工
作室、凹版工作室、平版工作室

把握发展契机
李雅辉告诉记者：
2010 年，
为
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发挥首
都全国文化中心示范作用”
和北京
市第十一次党代会
“加快建设国家
文化金融创新中心”的要求，
落实
发展规划，
结合西城区建设核心示
范区的定位，
在经过充分市场调研
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公司

青睐。眼下，
由中国文发集团统筹
规 划 、统 一 打 造 的 具 有“ 新 华
1949”
品牌的文创园区已经发展成
“四大金刚”，除“新华 1949”文化
金 融 创 新 产 业 园 ，还 有“ 新 华
1949”百 花 文 化 产 业 园 、
“新华
1949”人 民 美 术 工 场 和“ 新 华
1949”
南京文化科技园等。

激活优势资源
在响应国家文化产业大繁荣
大发展的号召之下，新华 1949 文
化金融创新产业园通过借势国际
化的创新创意平台，丰富了园区
文化创意产业服务的内涵，激活
和放大了园区的各项资源优势，
进一步提升了园区的社会知名
度，夯实了“新华 1949”的品牌影
响力，带动了园区文创产业的发
展，对区域社会效应、地段品质提

产业集聚已见成效
隶属于北京市委宣传部的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资产管理
办公室也入驻了“新华 1949”园
区。该机构成立十年来，为全北
京市认定了 30 家文化创意产业
集聚区，各集聚区产业辐射带动

“新华 1949”园区的一大亮点就
是文化创意设计。北京文化创意产
业展示中心秉持了文化创意、科技
创新、集成创新的原则，采用声、影、
光、电、机械等现代展示工程的前沿
科技手段，是将展示交流、论坛会
议、临展活动、网络咨询平台等功能
集于一体的综合性展示体验中心，
并通过多个多媒体平台向国内外展
示充满活力和包容精神的中国文
化。
记者在北京文化创意展示中心
参观时发现，光是松下 DLP 系统工
程 投 影 机 就 有 13 台 ，进 入 综 合 展
厅，时光隧道、影像长廊、动漫星球、
炫幻魔方、4D 影院等多媒体陈列浮
雕墙都展现了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
高速发展。
文化企业的创业者有独特的创
业灵感，但不一定是企业经营管理
方面的行家里手。园区内一家从事
裸眼 3D 研究的公司，拥有很强的技
术 实 力 ，但 既 缺 少 资 源 也 缺 少 资
本。而在园区的帮助和资源整合
下，该公司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
一家业内知名的广告公司以成立合
资公司的方式合作，研究公司以 3D
技术入股，专注于技术开发，而其余
两方则重点关注经营和广告渠道投
放，三方均实现了资源更大化的效
果。
相对于一些只是“躺着”赚房租
的文创园区，由政府全额注资的“新
华 1949”园区更注重为入驻企业提
供后勤服务、企业管理全要素服务、
资本对接、政策法律解析支持、互联
网运营等全方位管家式服务。
虽然“新华 1949”园区增加了不
少现代设计的元素，但园区内不少
设计理念还是凸显了文创的痕迹。
甬路东边原来是具有鲜明工业风貌
的 4800 平方米的轮转车间和 3800
平方米的骑订车间，内部采用“田”
字形划分，原建筑的结构美观得到
充分尊重和保留；屋顶采用硬质铺
装和绿化，创造绿色生态建筑空间，
这些别具一格的设计使园区在招商
阶段就极大地吸引了数十家设计、
出版、数字传媒企业进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