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旅融合大背景下华侨城的“文化自信”一个华侨城 创想一座城

1979 年，那是一个春天，东方风来满眼春。在

我国的南海之滨，改革开放大潮波澜壮阔，“春天的

故事”从这里唱响，深圳，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扬帆

远航，创造“深圳速度”，创造“深圳传奇”，创造“深

圳梦想”，深圳从一个渔村华美蝶变为我国改革开

放的南风窗、桥头堡、试验田、样板间，成为我国改

革开放鲜明、夺目的象征、标志和符号。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1985 年发轫于深

圳湾畔的华侨城集团，作为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

的大型中央企业，从诞生那一日起，就注定与深圳

这座年轻、活力的城市血脉相通、血肉相连，与深圳

同行，与深圳共生，与深圳一同创想。深圳不会忘

记，华侨城集团秉承“优质生活创想家”的定位，为

了一个家，造了一座城，在 4.8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再造了一座“花园中的城市”；深圳应当铭记，锦绣

中华·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东部华侨城、欢乐谷、

欢乐海岸等代表性景区，不仅是一座游客如织、长

盛不衰的旅游之城、文化之城、生态之城，更是一座

通往欢乐和幸福的梦想之城；深圳应当记取，东部

华侨城已成为公认的旅游目的地，成为全球游客到

深圳旅游的热门景点；深圳引以为傲，34 年的深耕、

践行，植根深圳的康佳、欢乐谷连锁主题公园、锦绣

中华·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东部华侨城、欢乐海

岸、麦鲁小城、波托菲诺小镇、OCT-LOFT 华侨城

创意文化园、甘坑客家小镇、华侨城大酒店、威尼斯

睿途酒店等均为行业优质品牌；深圳立此存照，华

侨城始终坚持“生态环保大于天”的环保理念，让生

态连接自然，传承和保护民族文化，构建充满人文

关怀、绿色低碳和谐共处的美好生活。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深圳日新月异、风

鹏正举，华侨城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在文化旅游深

度融合的新时代到来之际，2017 年初华侨城确立了

新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坚定文化旅游核心主业，围绕

“中国文化产业领跑者、中国全域旅游示范者、中国

新型城镇化引领者”的战略目标，构建“文化+旅游+

城镇化”和“旅游+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模式，形成

特色发展之路，持续引领我国文化旅游产业不断前

行。时至今日，华侨城枝繁叶茂、硕果满枝，是国家

首批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全国文化企业 30强，自 2010

年以来连续 8 年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年度业绩考核 A

级评价，自 2013年以来连续 6年雄踞全球主题公园四

强，亚洲第一。截至 2018 年，华侨城已布局全国 50

余座城市，游客接待总量近 4亿人次。

古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今有来中原，读中国，阅

世界。30 多年前，到沿海地区去，到深圳去，那是中

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那里有蔚蓝的海，成为中国人

才和企业的集体仰望。现如今，中原更出彩，郑州

更美好，到中原来，到郑州来，逐鹿中原正其时，百

舸争流奋楫者先，成为沿海地区知名企业的自觉行

动。业已进入全国 50 多个城市的华侨城，不负亿万

中原人民的翘首期盼，开始定鼎中原之旅。2017 年

2 月 27 日，华侨城集团与郑州市政府就郑州市二七

区金水河源文化旅游综合开发项目正式签署投资

协议。2018 年 11 月 14 日，华侨城连摘二七区金水

河文化产业园四宗地块，标志着华侨城正式落子

“上风上水上二七 宜居宜游宜兴业”的二七新城，以

“文化+旅游+城镇化”的开发模式，助力“田园二七、

品质二七、温暖二七”的发展建设，在郑州二七区空

降“欢乐海岸”，打造中国新一代都市娱乐目的地，

开创郑州滨水城市会客厅。在这个惠风和畅、万物

生长、春和景明的日子，当郑州遇见华侨城，有一种

愿望，让我们驰骋想象，郑州华侨城，一定带给郑州

更多的创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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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连鹏城郑州连鹏城 创想华侨城创想华侨城
——本报带你一同开启华侨城的创想世界

创新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家企业持
续发展、永续发展的引擎和动能。华侨城将创
新视为企业发展的动力，通过不断进行机制创
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提升产业竞争力。

华侨城紧随新型城镇化国家战略，结合
三十余年“造城”经验，提出“文化+旅游+城
镇化”创新发展模式，全国开拓布局，探索城
镇化建设的新路径、新标准，倡导可持续发展
的“土地伦理观”，提出“100个美丽乡村”计
划，通过向传统城镇导入“文化+”相关产业，
带动当地经济转型升级，为中国城市化进程
提供了新的实践范本。同时，遵循“可持续发
展的土地伦理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开发理
念，尊重、保护和融入当地历史文化，构建“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留得住文脉、
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美丽图景。

在推进“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发展
中，华侨城通过挖掘小镇和乡村的特色文化，
将文旅融合与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相结合，
形成了一批优秀的文旅特色小镇和美丽乡
村。华侨城文化集团结合对客家文化的深刻
理解，在深圳龙岗区甘坑村开创 IP Town特
色小镇模式，打造了中国文化 IP+VR 电影
《小凉帽之白鹭归来》，形成自有“小凉帽”IP
形象，使得传统文化活化，获得威尼斯电影节
金狮奖两项大奖，甘坑文旅特色小镇获批首
批 8家“中国文化旅游融合先导区试点单位”

之一，并荣获“国家级文旅特色小镇”称号。
除了帮扶云南香格里拉的巴拉村，华侨城集
团从 2003 年开始，还与贵州天柱、三穗两县
结成对口定点帮扶关系，在文教、卫生等方面
先后援建帮扶项目近 60项。华侨城还在海
南三亚的中廖村进驻团队，帮助当地村民脱
贫致富。在中廖村，通过房屋租赁、为村民提
供就业岗位、发展当地特色文化及演艺等方
式，华侨城集团助力当地黎族村民建设了新
的家园，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充分利用旅游经验，依托当地资源优势，
华侨城集团在巴拉村、中廖村带领村民脱贫
致富、开展新农村建设，不仅让当地获得了收
益，也让很多不为人知的风景成为新的旅游
资源，同时走出了一条特色突出的扶贫之
路。如今，华侨城已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公益
矩阵，积极践行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坚持扶
贫事业，旅游与金融扶贫相结合，在国开行的
支持下400亿元扶贫授信正式落地。

作为央企，华侨城积极践行央企的企业
责任和社会担当。乡村振兴方面，华侨城积
极探索“文化旅游+美丽乡村”“产业扶贫+乡
村振兴”特色扶贫之路，构建一套文旅产业驱
动的乡村振兴解决方案。各地企业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和资源，开展青年义工志愿服务、公
益游学、爱心支教等公益活动，向社会传递正
能量，积极实施村企共建、人才培养等扶贫和

乡村实践，解决贫困人口的实际问题，为乡村
振兴奉献华侨城的力量。

作为中国全域旅游示范者，华侨城现阶
段的全域旅游重点布局全国，旨在立足中国
的旅游资源，开发全域旅游。通过景区托管、
并购和组建旅游联盟，并与资本市场密切结
合，以互联网为手段形成众多景区搭建的市
场化平台。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
就是责任央企华侨城的孜孜以求。34年来，
华侨城领跑中国文化旅游，示范中国全域旅
游、引领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现如今，带着
34年的厚积，华侨城首入郑州，落子二七，郑
州华侨城的“三带五园九中心”的蓝图已绘就
躬行在当下。郑州华侨城规划的“三带”：水
上活力运动带、水岸休闲漫步带、滨河绿化景
观带；“五园”：先锋创意城市公园、欢乐海岸
体验公园、芦村河遗址公园、海上丝路文化
公园、生态修复示范公园；“九中心”：游客服
务中心、文化艺术中心、OCT 运动中心、休
闲娱乐中心、商业购物中心、文化创意中心、
遗址展示中心、科普教育中心和生态展示中
心，将为更出彩的中原、更美好的郑州带来
更加国际、更加时尚、更加潮流的“欢乐海
岸”，华侨城将在郑州续写另一部倾城之恋壮
丽、辉煌的画卷，值得郑州人民期许，且让我
们拭目以待。 刘文良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游深圳，不去华侨城的
主题景区，不去东部华侨城，不去欢乐海岸，不去
华侨城创意文化园，等于虚了此行。从上个世纪
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记者数十次前往深圳，十余
次游览锦绣中华、世界之窗、欢乐谷、东部华侨
城、欢乐海岸，乐此不疲，常去常新，每次都有新
发现，每次都有新感受。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深圳诞生、孕育了一大
批勇立潮头、奋楫争先、叫响全国、享誉世界的伟
大企业，如深圳“五华”：华侨城、华为、华润、华
强、华南城，如腾讯、中讯，如万科、招商，等等，他
们既是深圳改革开放大潮中百舸争流、千帆竞发
中涌现出来的“弄潮儿”，是“时代之子”，又是各
个行业的领军企业、领导品牌。这些镌刻着时代
基因、烙上深圳印记的企业方阵，各领风骚，各占
鳌头，各树一帜，各各铸就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代
言深圳，这其中，华侨城便是当之无愧、实至名归
的深圳城市建设的探路者、开拓者，深圳文化旅
游的先行者、引领者。34年来，华侨城所至，皆为
城市旅游名片、旅游地标，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文
化旅游的经典，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文化旅游的传
奇。华侨城立足深圳，阔步全国，已将在深圳大
获成功的文化旅游品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
让华侨城之花开遍大江南北、五湖四海。

新加坡是举世公认的花园城市，然而在建城
之初，这里杂草丛生、沼泽遍地，正是新加坡人民
对自己的家园和城市进行改造和绿化，让新加坡
焕然一新，华丽转身为花园之城。在深圳，也有
这样一座城中之城，花香满径，绿树婆娑，湖光水
色，波光潋滟，堪称深圳的“绿肺”，然而谁能想
到，30多年前，这里也是一片荒芜，是深圳人视为
畏途、人迹罕至的滩涂之地。1985年，创立之初
的华侨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这片 4.8平方公
里的滩涂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花园中建城市”的
规划理念，开创了“依托自然，以人为本”的城市
发展模式，践行“人生活于自然，而自然在社会中
进一步延伸”的理想。在30 余年的时间里，华侨
城将自己所描述的优质生活理念刻绘成真实的
样本展现给深圳市民，在寸土寸金的都会腹地，
营造山水空间，融入人文创想，建造公共生态休
闲空间，成就都市人的生态人居梦想，从而让城
市不再是喧嚣、拥挤、汽车尾气和工业污染的代
名词，不再是钢筋水泥的丛林，而是诗意栖居“会
呼吸”的有生命律动的绿色家园。因此，从二十
一世纪初以来，华侨城开发建设的波托菲诺，作
为华侨城打造城市山水、生态人居的范本，一直
是全国地产同业参观、考察、学习的样板间。在
2003 年中国住交会期间，郑州房地产开发企业
的数百名代表，前往波托菲诺学习、取经。记者
作为考察团的成员之一，走进这一花园社区，所
见所闻，深为震撼。这之后，记者又多次品鉴波
托菲诺，并将观感和见闻形诸文字，与中原地产
同业分享波托菲诺之美、之魅。

深圳华侨城旅游度假区坐落在美丽的南海之
滨、深圳湾畔，在 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长年繁花
似锦、绿树成荫，这里汇聚了中国集中的文化主题
公园群、文化主题酒店群和文化艺术设施群，这里
是中国首批5A级旅游景区、首批全国文明风景旅
游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这里是“精彩深
圳、欢乐之都”流光溢彩的一张城市名片。深圳华
侨城旅游度假区形成了中国具有规模和实力的主
题公园群，年均接待游客800万人次。

1989 年开业的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是中
国5000年历史文化、960万平方公里锦绣河山的
荟萃和缩影，以“一步迈进历史，一日游遍中国”
的恢弘气势被誉为“开中国人造景观之先河”的
杰作；是中国集各民族民间艺术、民俗风情和民
居建筑于一园的大型文化旅游景区，以“二十五
个村寨，五十六族风情”的丰厚意蕴赢得了“中国
民俗博物馆”的美誉。

深圳世界之窗以弘扬世界文化精华为主题，
囊括了世界园林艺术、民俗风情、民间歌舞、大型
演出以及高科技娱乐项目，开业以来一直是珠三
角旅游景点优秀品牌。

“动感、时尚、激情”的深圳欢乐谷，以创造、
传递和分享欢乐为理念，引领中国现代主题公园
的发展方向，成为华侨城欢乐谷全国连锁经营的
基地和样板。

2011年成功试业的欢乐海岸是继华侨城集
团成功开创并领跑中国的主题公园、主题地产、
主题酒店、消费电子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之
后，为全面提升深圳滨海生活品质而倾情奉献的
全新城市力作，以海洋文化为主题，以生态环保
为理念，以创新型商业为主体，以创造都市滨海

健康生活为梦想，致力于成为集文化、生态、旅
游、娱乐、购物、餐饮、酒店、会所等多元业态于一
体的都市娱乐目的地，开创都市滨海“城市会客
厅”。

欢乐海岸项目是深圳市“十一五”旅游规划
的重点项目和华侨城集团重点项目。欢乐海岸
位于深圳湾商圈核心，总占地面积约 125万平方
米，依海而建，以水相连，由欢乐海岸购物中心、
曲水湾、椰林沙滩、度假公寓、华侨城湿地公园五
大区域构成，并以区域内自然环境资源为依托，
形成各具特色的主题发展模式。

在总体规划之初，欢乐海岸举华侨城丰富
的旅游、地产、文化资源和创新智慧，秉承华侨
城“环境就是核心竞争力”的建设发展理念，以
宏大的城市规划和生态环保为出发点，将深圳
湾开发和华侨城生态湿地保护融入城市生活版
图，最大限度地赋予项目人文及公益价值，全面
促进城市发展和生活品质升级，并创造出独特
的滨海健康生活体验，成为具有国际风尚的都
市娱乐目的地。

2004 年起，华侨城对深圳辖区内东部工业
区的部分工业建筑进行改造，通过十多年渐进式
改造、管理、运营，将一片废旧厂房改造成具有创
新活力的华侨城创意文化园，使其成为具有鲜明
的后工业时代特色的创意产业园区。时至今日，
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已经成为南中国片区的设计
师、先锋艺术家的创意工作场所，并不断吸引文化
创造与设计企业的进驻。

华侨城创意文化园的出现，为“创意之都”深
圳锦上添花，给众多富有创意、渴望创新的人群
一个崭新的聚集地，艺术活动在这里不断聚集和
发生，经过 15年的发展，业已形成了创意节、国
际爵士音乐节、独立动画双年展、创意集市等涉
及当代艺术、创意设计、先锋音乐等领域的自有
文化品牌。

一座座别具特色的文化主题酒店为徜徉于
华侨城旅游度假区的游客提供了惬意舒适的旅
居体验。度假区内拥有以西班牙文化风情为特
色的主题酒店——华侨城洲际大酒店，以瑞士
文化为主题的高档酒店——东部华侨城茵特拉
根酒店，以意大利威尼斯文化为主题的商务酒
店——华侨城威尼斯酒店，以东南亚风格为主题
的深圳海景嘉途酒店以及以时尚、舒适、便捷为
特色的城市客栈。在独具风格的特色酒店，无论
是小憩还是常住，都会收获一种心身愉悦的体验。

流连于华侨城旅游度假区的人们常常被这
里厚重的文化氛围所吸引。以个人名字命名的
国家级美术馆——何香凝美术馆、以先锋设计为
主题的华·美术馆、充满后工业时代特色的创意
文化产业基地——OCT-LOFT华侨城创意文化
园、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华侨城体育文化中
心、华夏艺术中心和度假区内随处可见的城市雕
塑、定期开放的创意市集、全年无休的艺术展览
以及在各景区每天上演的精彩演出相得益彰，散
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彰显出独特的艺术品位。

“规划先行、注重环保”，华侨城旅游度假区
为长居于此的人们和慕名前来的游客创造了一
片充满绿色和诗意的国际生态花园社区。华侨
城湿地、华侨城生态广场、燕晗山郊野公园、环绕
于度假区的自行车绿道、天鹅湖、燕栖湖，放眼华
侨城旅游度假区，满目是清新的色彩，到处是宜
人的景观。依山傍海的区位优势、以人为本的设
计理念、生态环保的开发实践以及成熟完善的设
施配套，造就了华侨城旅游度假区和谐宜居的卓
尔不凡。

华侨城旅游度假区之后，华侨城挥师东进，
于大梅沙区域重金打造著名旅游目的地——东
部华侨城，东西并进，东西比翼。东部华侨城占
地近9平方公里，由华侨城集团斥资35亿元精心
打造，华侨城旅游度假区被授予东部华侨城“国
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称号。

深圳，每天都不一样，唯有变化不变，一天天
在长高，一天天在变美，城市更新的步伐势不可
挡。如何在城市更新的进程中，保留城市的根
脉，留存城市的记忆，成为华侨城创意文化园需
要面对的课题。

从“花园中建城市”的创想，到华侨城旅游度
假区、东部华侨城锻造一张张深圳名片，再到华
侨城创意文化园树立国内文化创意园的标杆，34
年，一个华侨城，创想一座城，华侨城与时代同
行，与深圳同辉，不断创新，不断引领，唯有华侨
城能超越华侨城，为深圳增添“锦绣”，为深圳平
添“欢乐”，为深圳添彩“创意”，谱写了一家企业
与一座城市共生共创的“倾城之恋”。

从十八大明确“建设文化强国”，到十九
大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都充分彰显了文
化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归根结底是文
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
的自信。

作为诞生和成长于改革开放前沿的中
央企业，华侨城立足深圳，放眼全国，在创立
之初就持续践行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战
略。在 34 年的发展历程中，华侨城在不断
升级文旅融合的产品类型、持续创新以文化
旅游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
大，持之以恒、一以贯之地坚持做中国文旅
产业的领跑者。

华侨城旗下的主题乐园，从 1989 年第
一个主题公园锦绣中华开始，从繁华都市
开心地的欢乐谷，到中国新一代都市娱乐
目的——欢乐海岸。华侨城不断探索主题公

园发展之道，满足人民对美好游乐生活的需
要，规模不断扩大，品质不断提升，连续六年
位居全球主题公园四强，亚洲第一。

除了主题景区外，文化酒店、文化演艺、
文化创意、文化节庆、文化艺术等多板块共同
构成华侨城文化产业集群。文化演艺方面，
华侨城累计推出了超 60台大中型原创演出
剧目，剧场及表演场地整体规模全国较大，建
设大型文化场馆二十余座，观演观众近 1亿人
次。大型文化演艺《跨世纪》《金面王朝》《东方
霓裳》《天禅》《龙凤舞中华》等剧目荣获国际游
乐园协会（IAAPA）最佳演出奖、中国舞蹈荷
花奖获奖剧目，享有国际盛誉。

“白天观光，晚上赏秀”已经成为现代人
全新的旅游方式，中国旅游演艺从 1982 年
《仿唐乐舞》的诞生，到现如今已经走过了 37
个年头，这期间旅游演艺项目已经实现从 1
台到 300多台的高速发展。作为中国文化旅
游演艺产业的“航母舰队”，华侨城集团将表
演艺术、视觉艺术制造出新的花样，打造出观

众体验的沉浸环境。华侨城的文艺演出
在追求题材丰富多样化的同时，特别

注重对于时代主题的诠释和表达，
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到承载自
然保护意识，再发展到文化、科技
不断结合创新的新格局。

华侨城文化旅游演艺的发
展其实就是中国文化旅游演艺
发展的一个缩影。华侨城以永不

停顿的探索和突破，将大量中国原创文化演
出输出到国外，向全世界展现属于中国的文
化自信。

文化节庆方面，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的领
跑者”，华侨城每年都依托旗下大量的旅游景
点、景区和文化旅游设施，开展系列节庆活
动，如世界之窗国际啤酒节、民俗文化村泼水
节、全国各个欢乐谷的国际魔术节等，范围遍
布全国各地、数量达数百场。

2017 年，华侨城确立了“中国文化产业
领跑者、中国全域旅游示范者、中国新型城镇
化引领者”的全新目标，构建“文化+旅游+城
镇化”和“旅游+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模
式。在新战略引领下，华侨城集团以文化旅
游为核心，不断做优做强做大文化旅游产业
生态圈，形成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影响
力。近年来，华侨城战略入股同程旅游，与
万科、华夏幸福等建立产业联盟，与巅峰智
业、深大智能、王府井集团等各类企业、实业
合作，做强产业发展力量，并整合行业资
源，华侨城与 22家国内外知名策划、规划、
景观、建筑设计团队组建了华侨城规划策
划联盟，搭建产业高端智库。去年恰逢改
革开放四十周年，华侨城整合旗下 100 多
家文化旅游企业，覆盖近 50 多座城市，举
办了规模盛大的“2018 华侨城文化旅游
节”，为全国各地的游客提供了超过 200项
跨时间、跨空间、跨业态的文化娱乐体验，获
得市场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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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责任担当 中国新型城镇化和全域旅游的华侨城创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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