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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市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唐杰与 IDG 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
签订《“最忆韶山冲”文化旅游综合体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徐荣 贺凌云 周 翼

“我们期待‘最忆韶山冲’的精彩演出，今
年 9 月，‘最忆是杭州’ 留给我们最美好的艺
术享受，在韶山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张艺谋总
导演又会给我们怎样的‘最忆韶山冲’呢？ ”在
文旅综合体项目“最忆韶山冲”的签约现场，
各路记者纷纷感言。

“作为韶山人，我思考张艺谋导演为什么
会选择投资韶山？ 除了对毛主席的深情，更有
对韶山近年来飞速发展的肯定。 请全国人民放
心，我们韶山人民一定会接待好主席的每一位
客人！ ” 毛家饭店创始人汤瑞仁深有感慨。

12 月 11 日，毛泽东同志诞辰 123 周年纪
念日前夕，“最忆韶山冲” 文旅综合体项目在
长沙市蓉园宾馆签约。 导演张艺谋带来最新
品牌“最忆”的湖南首秀入驻韶山。 消息传开，
三湘大地的人们无不欢欣鼓舞，遐想万千。

当天下午，省委书记杜家毫，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分别会见了参加仪式的著名导演
张艺谋、IDG 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 富士康

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一行。 省委常委、省委秘
书长盛荣华，副省长向力力参加会见。

稍早进行的签约仪式上，副省长向力力、
湘潭市委书记曹炯芳、市长谈文胜、韶山市委
书记杨晓军、市长唐杰等省、湘潭市、韶山市
领导和著名导演张艺谋、IDG 资本创始合伙人
熊晓鸽、 富士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G20 文艺
演出总制作人沙晓岚， 三湘印象总经理许文
智，三湘控股副总裁、观印象董事长陈劲松，
云峰基金合伙人、 观印象总经理黄鑫等嘉宾
见证了“最忆韶山冲”文旅综合体项目的签约
仪式。

韶山市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唐杰与 IDG
旗下的全资子公司爱奇创业投资管理（北京）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熊晓鸽签订 《“最忆韶山冲”
文化旅游综合体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韶山市城
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卿建辉与
观印象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劲松签
订《“最忆韶山冲”演出项目合作协议》。

“最忆韶山冲” 文旅综合体项目以大型情
景演出为核心 ，周边布局会议会展 、教育培

训、收藏展示交易、红色怀旧影院、红色文化
特色街区 、水上休闲运动 、养生养老等旅游
业态 ，选址在韶山村青年水库周边 ，总占地
约 3000 亩，其中建设用地约 800 亩 ，总投资
约 50 亿元。“最忆韶山冲”大型实景体验剧由
著名导演张艺谋担任总导演，由张艺谋创作
团队进行精心制作，计划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毛主席 125 周年诞辰日进行首次正式公
演。

项目投资方 IDG 资本近几年先后投资过
百度、搜狐、腾讯、携程、康辉等 300 余家企业，
并已有超过 120 家企业在证券市场上市。 近
几年，IDG 资本先后打造了乌镇、古北水镇等
高端文旅项目， 成为全国文化旅游产业创新
发展的标杆。

项目合作方观印象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成
功打造了《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等“印象”
品牌山水实景演出，以及《又见平遥》《又见五
台山》等“又见”品牌情境体验剧，参与创作了
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歌剧《秦始皇》、北京奥运
会开闭幕式、上海世博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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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全力打造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

建设全域旅游基地，打造国内外著名旅
游目的地，全力塑造“锦绣潇湘”旅游品牌，
到 2020 年打造旅游万亿产业。

湖南旅游产业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
遇，为海内外投资者提供了无限商机。 湘潭是
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故乡， 红色圣地， 世人景
仰； 是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发源地， 积淀深
厚，璀璨夺目；是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核心城市之一， 区位优势突出， 产业基础雄
厚。 近年来，随着“伟人故里、大美湘潭”启动
实施，湘潭、韶山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呈现出欣

欣向荣、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前景广阔，潜
力无限。“最忆韶山冲”文旅综合体项目既能
充分表达毛主席对家乡韶山的牵挂， 又能表
达韶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根基、 力量源
泉、信仰高地，是“继续前行”的“初心”所在。
“最忆”与“不忘初心”内涵高度契合，有利于我
们讲好毛主席的故事，传承红色经典，弘扬红
色文化。 项目的建成可有效提升韶山旅游品
质，丰富旅游业态，延长旅游链条，带动韶山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为湖南建设全域旅游基
地、全力塑造“锦绣潇湘”旅游品牌提供有力
支撑，具有政治效应、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

湖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

湘潭市委书记曹炯芳：

湘潭人口不多，但人才结构合理；地域
不广，但区位条件优越；历史不长，但人文
底蕴厚重；总量不大，但发展潜力巨大。 近
年来，湘潭在历届市委、市政府和广大人民
群众的共同努力下， 取得了长足发展。 未
来， 湘潭人民将把毛主席家乡的自豪感转
化为建设毛主席家乡的责任感， 把韶山品
牌影响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把历史文化
知名度转化为当代湘潭的开放度， 把有着
光荣传统的革命性转化为具有时代精神的
创新性，通过走“创新引领、开放崛起”之
路，开启建设“伟人故里、大美湘潭”的新

篇章。红色是湘潭走出去的底气，也是发展
的必要所在。 红色是希望、是激情、是生命
力。 娴熟运用红色元素拍了多部电影的张
艺谋这次与红色韶山结缘，强强联合，相信
“最忆韶山冲”项目的政治意义将大于经济
利益，艺术价值将高于商业价值，文化影响
将创造市场影响， 价值引领将决定道德滋
养。 希望今天与 IDG 资本签约的“最忆韶
山冲”项目能在韶山落地、生根、发芽、开
花、结出丰硕的果实，实现“双赢”，我们更
加希望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 能够吸引更
多国内外企业来湘潭、韶山投资兴业。

韶山市委书记杨晓军：

“最忆韶山冲”文旅综合体项目正式签
约，这既是各方精诚合作、携手共赢的有力见
证，更是韶山推动文化旅游产业的一次全新
跨越。今年 G20峰会上，由张艺谋总导演、观
印象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策划的《最忆是杭州》
大型实景演出，获得了习总书记的高度赞赏，
是公认的国内高端演艺“第一品牌”和“票房
之王”。“最忆韶山冲”将充分表达全国人民对
毛主席的深切缅怀之情，是“不忘初心”的生
动体现，为实现中国梦的新长征路提供强大
精神动力。韶山拥有得天独厚的红色文化、生

态资源和政策优势，各级领导对该项目给予
了高度关注与大力支持，投资方与合作方都
是业界精英、实力雄厚。 我们相信，通过各方
强强联合，精诚合作，“最忆韶山冲”文旅综合
体项目定能成为韶山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
地的航空母舰式项目，成为韶山加速发展、扩
大开放的战略支点和重要载体。韶山市委、市
政府将为项目顺利推进提供最好的政策、最
优的服务、最佳的环境。我们期待各方在创业
中加深友谊，在合作中互利共赢，在韶山冲收
获幸福！

毛泽东同志故居 周天红 摄

韶山市委书记杨晓军介绍项目情况。

著名导演张艺谋打造《最忆韶山冲》

嘉宾谈话：
IDG 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 我们之前

和张导有过多次合作，比如我们投过《山楂
树之恋》，还有“印象”系列，还有鸟巢版的图
兰朵演出。 再看 G20 的演出，更是这样，在
西湖的舞台上得到世界领导人的赞扬，所以
对于这些大型的演出我们是很有信心的。

著名导演张艺谋：韶山是个好地方，是

我们伟大领袖的故里， 这次其实是我第二
次来，我前面也看了很多资料，我也很希望
为这里做一点事情， 有可能的话有一些演
出有一些综合的设施和项目能够让观众多
留一天，多留两天，让他们更加体会这个地
方的美丽、人杰地灵的氛围，所以我很愿意
做这件事情。

嘉
宾
对
话

著名导演张艺谋、IDG 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一行在“最忆韶山
冲”文旅综合体项目选址现场。 莫正德 摄

签约仪式上，湘潭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曹炯芳致辞。
方阳 摄

著名导演
张 艺 谋 、IDG
资本创始合伙
人熊晓鸽一行
来到毛泽东广
场， 向毛主席
铜 像 敬 献 花
篮。

莫正德 摄

韶山， 因舜帝南巡至此奏韶
乐而得名， 因孕育一代伟人毛泽
东而蜚声中外。 现辖 2 乡 2 镇 33
个村 5 个社区， 总人口 12 万，行
政区域面积 247.33 平方公里。 韶
山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 全国红色旅游融合
发展示范区、 全国红色旅游国际
合作示范区、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
市、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市、国家可
持续发展实验区、 全国文明城市
（县级）提名城市、全国绿化模范
县（市），获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单位、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
城市、 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试点县市， 是长株潭两型社会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 是全省文化旅游特色县域
经济重点县、生态市、安全生产示
范市、卫生城市、园林城市，荣获
全省全面小康推进工作十快进
县， 继续保持全省平安县市区称
号。

今年以来， 韶山市全面贯彻
落实中央、省委、湘潭市委全会和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率
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主动认识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
态， 狠抓改革创新， 推进转型升
级，改善民生，依法治市，从严治
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前三季度，完成地
区生产总值 46.79 亿元， 同比增
长 9.5%， 三次产业比重为 6.8:
54.8:38.4；工业增加值完成 34.02
亿元，同比增长 9%；财政总收入
4.8 亿元，同比增长 4.3%；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 70 亿元， 同比增长
1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9
亿元，同比增长 12%；城乡居民人
均收入分别为 25606 元、17903
元，同比增长 7.9%、8.7%；来韶游
客 1584.8 万人次 ， 同比增长
12%； 旅游综合收入 43 亿元，同
比增长 11%；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
款余额 68.1 亿元 ， 同比增长
17%；贷款余额 43.2 亿元，同比
增长 21%。

韶山踏上时代发展步伐，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
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及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践行

“五大发展理念”，融入全省“一
核三极四带多点” 发展格局，大
力实施“红色引领、旅游主导、创
新驱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坚
持产业推动、深化改革、城乡统
筹、改善民生、民主法治和全面
从严治党， 全力打造经典景区、
品质城区、活力园区、美丽乡村，
率先迈向基本现代化，将韶山打
造成为品牌建设全球化、市场结
构多元化、 业态发展多样化、旅
游服务精品化、综合效益最大化
的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推动韶
山各项工作走在前列。

今日韶山分外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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