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520 2020年12月18日 周五出版

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
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下称联盟）创立于2017年11月，是由华侨城集团发起，由国际、国内从事策划、规划、设计、文
化、传媒、旅游、前沿科技与产业运营等行业的权威专家和优质团队自愿结成的组织。

（网址：www.octalliance.net）

联盟秘书处设于华侨城集团全资控股二级子公司华侨城创新研究院，负责联盟成员的日常联络，组织联盟大会、联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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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大会专刊

院、联盟开讲、联盟沙龙、联盟展览等系列活动，提供国际咨询、主题论坛、专家研讨等全方位智力支持，致力打造跨界融合

联盟是华侨城集团为适应新形势、服务新战略、满足新需求，凝聚跨行业、跨领域的专业力量和高端智力资源，推动“文

的高端学术平台和华侨城的创新业务平台。

化+旅游+城镇化”新模式新战略落地组建的平台。它以“创新有道，融全球智慧”为目标，搭建高端智库、打造共研平台、

联盟首四批成员包括何镜堂、程泰宁、郭仁忠、王建国、孟建民5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故宫学院院长单霁翔，台北故宫博

提供精英团队、整合跨界资源，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助力华侨城集团在新时代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实现战略转型和跨

物院原院长周功鑫，巫鸿和俞孔坚2位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何镜堂（兼）、程泰宁（兼）、孟建民（兼）、李晓江、何昉

越式发展。

5位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在内的25位联盟专家，以及国际、国内相关领域的顶级机构78家联盟成员单位。

由华侨城集团和联盟主办，每年度邀请全球文化旅

邀请策划规划及相关领域的资深专家与顶尖学者授

邀请国际、国内顶尖级专家，以策划规划、设计艺

联盟专家和成员单位与华侨城集团各战区、子集团和项目

游、前沿科技、策划规划等领域的顶尖专家，探讨交流行

课，配合项目交流和实地考察，帮助学员了解行业前沿动

术、文化传媒、前沿科技等相关领域为主题，进行系列讲

公司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旨在分享和共同探讨华侨城核

业最前沿的学术思想观念，并分享最新锐的城镇化建设和

态和发展趋势，提升集团及下属各企业核心管理人员项目

座活动，旨在提供高端学术交流、跨界资源展示、对接潜

心业务相关领域的前沿思想和全新实践，增进相互了解、

文化旅游实践；同时为促成优秀团队和华侨城集团各类项

策划规划的视野与专业能力。

在合作伙伴的平台。

促成联盟资源与华侨城的合作共赢。

明日边际 HELLO TOMORROW
2020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大会

目的合作提供沟通平台。
每一个世界级的大都市都拥有一个伟大的滨水公共空间，承载着城市的价值和魅力，引领全新生
组织主题展览和论坛，促进学术交流，提供合作平台，支持华侨城集团新模式

为集团及各战区重点项目的推进与落地提供跨界研讨，组织或者资源支持国际

和新产品的研究、成果转化和合作推广，宣传集团发展战略，提升集团影响力。

咨询、主题论坛、专家研讨会、工作营等，为项目定位和实施策略提供有效参考。

活方式。8月23日，华侨城集团立足深圳，精心打造的粤港湾大湾区新地标、全新一代文旅示范作品
“欢乐港湾”正式对外开放。秉承华侨城35年开发经验与运营优势，欢乐港湾为这座城市带来真正全
球水准的滨海生活，成为每个深圳人的“欢乐归属”与“精神地标”。
12月7日，由华侨城集团、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主办，华侨城创新研究院、深西集团\酒店集团、

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专家（排名不分先后）

欢乐谷集团承办，康佳集团提供设备支持的2020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大会在欢乐港湾召开。深圳市
政协副主席乔恒利，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姚军，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张立勇，华侨城股份领
导，集团和华侨城股份职能部门、下属子集团及项目公司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大会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仁忠、孟建民，严迅奇建筑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主持、香港中文大学
社会科学院名誉教授严迅奇，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中心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吕斌，美
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教授俞孔坚，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
师朱荣远，国际知名综合艺术策划人翁菱，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何昉、国际旅游研究院院士吴必虎

何镜堂

程泰宁

郭仁忠

王建国

孟建民

单霁翔

周功鑫

严迅奇

魏小安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建筑设计

故宫学院院长，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严迅奇建筑师事务所主持，香港中文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首席专

勘察设计大师，华南理工大

勘察设计大师，东南大学建

士，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

副理事长、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副主

大师，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原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

大学社会科学院名誉教授，香港大学

家，国家旅游局规划发展与

学建筑学院名誉院长、建筑

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主

国土资源部城市土地资源监测与仿真

任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东

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深圳市

长，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

建筑系、专业进修学院客席教授

财务司原司长

设计研究院院长兼总建筑师

任，筑境设计主持人

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城市科学研究

南大学建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城

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名誉

究员

会副理事长

市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董事长、总建筑师

等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专家与成员单位代表到会发表主旨演讲与交流。
乔恒利在致辞中表示，华侨城集团是深圳具有创新精神的代表性企业，联盟大会秉承了深圳包容
跨界的基因。希望华侨城继续以央企的号召力、责任感和使命感，利用联盟荟萃全球高端智力资源和
业界优质团队，不断推出更多优质的创新性文旅产品，支持深圳完成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
的战略转型。
姚军代表集团向关心支持华侨城的联盟专家、成员单位和到场嘉宾表示感谢。他表示，联盟成立3
年多来，不仅助力华侨城集团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更把智力资源转化为推动行业发展的创新动
力。在“十四五”规划的谋篇布局之年召开联盟大会，就是要借助跨界智慧共同探讨文化旅游创新发
展的崭新未来，共同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大会以“明日边际”为主题，来自文化旅游、策划规划、设计创意、前沿科技等领域的知名专家

李晓江

巫 鸿

吕 斌

俞孔坚

朱荣远

王富海

James Corner

翁 菱

马岩松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芝

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中心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北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

James Corner Field Operations创

综合艺术策划人，艺文中国联

MAD建筑事务所创始人，英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加哥大学教授，华侨城当代

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

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总规划师，中国城市规划学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城

始人及总设计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

盟、艺文创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国皇家建筑师协会国际名誉

原院长，中国城市规划协

艺术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理事长、城市设计学术委员

教授，土人设计首席设计师

会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副主

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

学景观系终身教授

及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创始人

会员

会副会长

会副主任委员

流；联盟专家围绕“探索未来生活方式的新场景、新生态、新科技和新体验”展开圆桌对话，意在以
广泛而深入的跨界融合，突破行业边界，释放文旅增长潜力，同时为华侨城集团各战区、兵种的管理
者和业务骨干开拓眼界、启迪思维，助力集团创新发展。

任委员

作为承接集团战略实施的重要平台，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自2017年11月成立以来，以“创新有

刘家琨

何 昉

吴必虎

孙 冕

赵燕菁

藤本壮介

URBANUS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创

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始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深圳媚

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

《新周刊》创始人，公益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藤本壮介建筑设计事务所创

建合伙人、主持建筑师，深圳坪山美术

人、主持建筑师

道风景园林与城市规划设计院有

任、教授，国际旅游研究院院

文化纪录片《百心百匠》

经济学院双聘教授，中国城市

始人

限公司董事长、主持规划设计师

士，国际旅游学会创会主席

发起人

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馆馆长

◎ 2018年3月28日，承办“华侨城甘坑新镇专

联盟开讲

家研讨会”。
◎ 2018年3月30日-4月1日，承办“扬州华侨

◎ 2018年4月11日，“联盟开讲”第一讲——

城大型文旅综合项目工作营”。

国际顶尖级景观设计师、美国高线公园主创

道，融全球智慧”为目标，汇聚了全球文旅跨界领域规格最高、视野最宽广的25位顶尖专家和78家机

◎ 2018年5月-8月，承办“沣东华侨城城市

James Corner讲座《景观都市主义实践》。

设计国际咨询”。

构阵容。一年一度的联盟大会已成为文旅行业极具影响力的高端智慧交流平台和实践成果展示窗口。

◎ 2018年8月23日，“联盟开讲”第二讲——

◎ 2018年5月9日-10日，承办“西安沣东农

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博士后创新基地主任

博园改造提升专家咨询会”。

耿继进讲座《房地产热点问题探讨》。

◎ 2018年5月25日-26日，承办“章丘绣源河

◎ 2018年9月7日，“联盟开讲”第三讲——

四十里风貌带专家咨询会”。

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足迹
刘晓都

国际咨询

学者及优秀团队，围绕“设计升维”、“创意驱动”、“运营创新”等维度开展跨界研讨与深入交

联盟大会

更多详细内容请扫码登陆
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网址：
www.octalliance.net

◎ 2017年11月17日，联盟成立大会在深圳召

开，会上发表《联盟宣言》。
◎ 2018年11月26日，以“感知未来”为主

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成员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题，由华侨城集团和联盟主办，华侨城创新研

联盟沙龙

究院和华侨城华东集团承办的“2018联盟大

◎ 2018年11月25日，第一届联盟沙龙在上海

深圳碳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王俊

◎ 2018年7月4日-5日，承办“深圳东部华侨

讲座《读数据·懂生命·管健康》。

城整体提升改造项目专家研讨会”。

◎ 2019年5月22日，“联盟开讲”第四讲——

◎ 2018年7月27日，联合承办“‘会展+’大

A I S p a c e F a c t o r y首席执行官兼创意总监

湾区发展全球高峰论坛”。

David Malott讲座《3D打印与未来城市》。

◎ 2018年11月2日，承办“茂名南海旅游岛项

◎ 2019年7月12日，“联盟开讲”第五讲——

目专家研讨会”。

艺术家薛峰讲座《观看》。

◎ 2019年3月-7月，承办“华侨城第二总部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

北京巅峰智业旅游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库博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Sou Fujimoto Architects

会”在上海召开。

华侨城苏河湾举办。

◎ 2019年7月19日，2019华侨城文化大讲堂

大厦概念方案国际咨询”。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智造文化旅游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汇设计有限公司

WOHA Designs Pte Ltd

◎ 2019年11月18日，以“超越体验”为主

◎ 2019年11月17日，第二届联盟沙龙在顺德

暨“联盟开讲”第六讲——故宫学院院长、故

◎ 2019年4月29日，联合承办“活力宝安湾

北京土人城市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华创智成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中视和阳传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Martha Schwartz Partners Limited

题，由华侨城集团和联盟主办，华侨城创新研

欢乐海岸PLUS戏院广场举办。

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讲座《坚定文化自信，

魅力华侨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旅游发展论

深圳市欧博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兰桂坊大中华物业投资有限公司

君看众妙（天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Jack Rouse Associates, Inc. (JRA)

究院、华侨城华南集团和顺德华侨城承办的

◎ 2020年12月6日，第三届联盟沙龙在深圳华

做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守望者》。

坛”。

URBANUS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

中城新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绽放文创投资有限公司

Scruffy Dog Creative Group

“2019联盟大会”在顺德召开。

侨城欢乐港湾举办。

◎ 2020年5月22日，“联盟开讲”第七讲——

◎ 2019年7月24日-25日，承办“深圳市深汕

易兰（北京）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九州无同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JERDE

d'strict

◎ 2020年12月7日，以“明日边际”为主题，

华侨城云南集团总经理葛宝荣线上讲座《赏石

特别合作区华侨城小漠文旅小镇创新发展专家

让生活更美好》。

研讨会”。

◎ 2020年6月5日，“联盟开讲”第八讲——

◎ 2019年10月11日，承办“华侨城合肥空港

◎ 2018年9月26日-12月31日，参展2018首

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师、“野性中国”工作室创

国际小镇项目专家研讨会”。

届文化名镇博览会（安仁），并组织“设计的

始人奚志农线上讲座《与自然共生——一个野

◎ 2019年10月24日-25日，承办“华侨城·

力量”论坛。

生动物摄影师镜头下的华夏大地》。

小漠湾文旅小镇国际专家研讨会”。

◎ 2018年1月15日-19日，联合承办华侨城集团“远航·2018”策划规划

◎ 2019年8月30日-9月7日，联合承办美

◎ 2020年8月14日，“联盟开讲”第九讲——

◎ 2019年11月30日-12月2日，承办“华侨

专题培训暨“联盟学院”第一期。

国宇航局“3D打印栖息地挑战赛”冠军

日本新生代最有才华的建筑师之一、藤本壮介

城成都民宿群落创新工作坊”。

◎ 2019年9月9日-12日，联合承办华侨城集团“远航·2019”策划规划专

AI SpaceFactory“从火星到地球”跨洋路

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始人藤本壮介线上讲座《畅

◎ 2020年4月29日-5月27日，承办“镇江华

题培训暨“联盟学院”第二期。

演——深圳首站展览及全球开幕式。

想未来建筑的无限可能性》。

侨城大型文旅综合项目工作营”。

◎ 2020年4月1日-2日，联合承办华侨城集团“远航·2020”策划规划专题

◎ 2019年10月16日-11月5日，联合承办

◎ 2020年8月28日，“联盟开讲”第十讲——

◎ 2020年5月19日，主办线上论坛“华侨城康

培训暨“联盟学院”第三期线上培训。

“中国艺术乡村建设展·深圳”。

时任华侨城集团总法律顾问曾辉讲座《文旅的

旅产业发展高端论坛”。

◎ 2020年9月14日-17日，联合承办华侨城集团“远航·2020”策划规划

◎ 2020年12月7日，联合主办“2020联盟大

“观、觉、悟”及“领地、要地、高地”——

◎ 2020年6月8日，承办“华侨城普洱茶康养

专题培训暨“联盟学院”第三期线下培训。

会主题展”。

土耳其之旅后的从业思考》。

小镇项目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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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边际 HELLO TOMORROW 2020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大会
主旨演讲（摘要）

艺文城市主张

闯入狂欢——边界消融下的新场景娱乐

翁 菱

文化创新

圆桌对话（摘要）

杨 乐

综合艺术策划人，艺文中国联盟、艺文创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视袭时代（北京）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君看文化创始人

及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创始人

严迅奇
严迅奇建筑师事务所主持，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名誉
教授，香港大学建筑系、专业进修学院客席教授

“文化建筑”是服务于“文化活动”的建筑，文化建筑需要超越自我，超越单一
文化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感染力，从而促进文化互动创新。文化建筑不管形式和大小，
都要肩负着以下使命：要传达一个信息，要激活一个城区的场所，更要拉近公众与文
化的距离。
宝安文化中心的设计主题是用一个流动的意象，以象征文化与智能交流累积的过
程来表达行走的生命力，曲线起伏的建筑形态反映了水流冲洗的力量，显示海与陆地
的和谐共生。建筑物的形态也是功能空间的演绎，从城市中心到欢乐港湾的海岸，图

艺术是改变社会的另一种力量，我不是艺术家，是为艺术家搭建平台、为他们工作的人。做艺术的人是没
有边界的，艺术和生活、艺术和城市连接着我们相关的一切感受。
如果说企业是城市变迁的实践者，我们则是城市变迁的思考者。2002年到2007年，我联合创建了整体提升

场景娱乐表面上走向内容生产的跨界融合，本质更是一场在新一代用户体验下，共建共享的商业模型变

上海城市生活水准的“外滩三号”，艺术是这个项目最绝对的核心内容，从做纯艺术到通过艺术参与和影响城

革。新一代用户每天活在线上，期待线下的生活，他们有鉴别力，参与欲望强烈、消费欲望旺盛，正渴望在数

市变迁，这个项目是我的转折点和开端。

字人生和真实世界中自由穿梭。只有增强与他们的连接，获得更多的认同，我们才有未来，因此我们需要为他

当代艺术是对现实变迁最严肃的一种思考和反思，我们一直在讨论艺术到底怎么样和城市结合，力求打造
出“新型科技+艺术”的跨界创意平台，通过艺术、设计、科技及环保等全方位地融合创新与整体协作，以艺
文内容助力城市再生，营建理想未来，引领全新的城市升级。内容、空间和场域，可以通过组织体系的健康打
造，整体提升城市和区域的内容。把城市甚至生活的环境直接作为艺术进行打造和营造，这是艺文城市主张的

建筑单体固然需要为文化服务，整个文化区更能提升整个地区的文化素质。通过
场地空间的特质、肌理和尺度体现，多方位与城市衔接，提供人性化和多姿多彩的公
共空间，让人们自发性地参与各种不同的休闲文化活动，激发场地活力，通过片区的
文化休闲娱乐活动感染整个城市。

科技助力文旅产业融合创新发展
宋可心

华侨城康旅产业落地路径的思考
杨海文

郭仁忠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

华侨城一直是模式的创造者和实践者，华侨城主导的康旅模式不同于传统的康养模式，是华侨城所创造的
华侨城紧跟国家战略和政策导向，同时应对疫情后国内旅游的新需求，从城市型文旅产业走向自然型康旅
产业，文化主题IP+旅游产业+康养产业成为我们新的拓展方向。华侨城的康旅从空间形态上分为三类：一是城

旅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市型，二是特色小镇型，三是美丽乡村型，并由此形成三个不同的产品体系。
为了更好地实现康旅战略的实施落地，我们从两方面进行探索，一方面构建“B S+”模式，通过产权变

我们具体的工作包括：一是数字文博，致力于让传统的文化更流行，让流行的数字内容更有内涵，显示了

现、服务变现等方式，打通康旅产品与服务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在云南普洱，通过构建康娱、康养、康居三

文化创新的本质是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并由此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建筑、城市和生

对文化圈层的正向影响力；二是IP生产力，通过创新孵化、链接更多的目的地及文化场景，助力当地文化IP建

活空间。经过40年快速发展，中国城市的格局、自然系统及其服务都出现了不同程度

设，促进文化产业升级；三是“一机游”，以数据为驱动，以目的地为核心，不断探索新的创新模式；四是文

牌、资源、运营和平台整合能力。

的问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终是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享受。工业技术给了城市强

化大数据建设，贯彻文化强国战略，推动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文化领域高质量发展。

户外探险可以变成我们的生活场景吗？

欢乐谷2020逆势突围的行与思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美丽城市之本。华侨城如果要创新，就要对地球的生态
环境作出应答，城市蔓延、乡村凋敝、资源短缺、洪涝贫乏、水土污染、栖息地丧
失，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颠覆性的创新，必须依赖生态文明自身途径，一是规划构建基

陆立成

李珂晖

于自然的生态基础设施，二是道法自然的生态工程策略，这些途径蕴藏在中华5000年

长隆、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杜莎夫人蜡像馆等。
我们每年都会就TEA的全球资源发布多个细分领域的行业报告，2019年，华侨城
在全球主题公园集团排名中第一次超过环球影城，成为全球第三，让我们看到了中国
企业的努力。

目前欢乐谷集团在全国管理8个欢乐谷主题公园、5个玛雅海滩水公园，2019年接待游客超过2500万人
次，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亿人次，年收入超过20亿元。

随着巨大的震撼、解脱和喜悦。当代人非常需要增加户外生活方式摄取量，需要拥有真正的户外生活方式。
很多人说2020年是“户外运动”的元年，我觉得只是“户外野餐”的元年。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户外生活方

今年，文旅行业震荡加剧、经营业绩遭受断崖式下降，主题公园企业要主动应变，适应新形势，努力“活

式呢？英国湖区国家公园、尼泊尔博卡拉、法国霞慕尼、美国西雅图，这些优秀的户外目的地告诉我们，人与

下去”；要深度思变，抢抓发展机遇，实现升维与创新，思考如何“活得久”；也要积极求变，强化战略思

自然的距离感这件事情，非常能够增强目的地本身的吸引力，真正的户外生活方式的核心要素应该包括：首先

维、数据思维、生态系统思维、迭代思维，不断打开明日边际，才能“活得更好”。

要有非常好的自然环境，山川、湖泊、森林是顶级的自然资源，或者有未经太多人工痕迹介入的户外环境，其

据预测，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主题公园市场，接待人次在未来有望达到8.1亿人次。欢乐谷集团未来
的构想是希望以“主题公园+N”创新发展模式，充分整合“第一品牌，数十大公园、数百万年卡、数千万游
融合的生态系统，营业收入向100亿元级迈进，成为世界一流主题公园产业集团。

湾区城市生活 公共空间整合

次宜居配套非常重要，当地户外运动的文化、历史传承、节日活动、学校培训、赛事等，整个体系构成了相对
完整的户外生活方式。

的实景化产业，需要向集群化方向发展，从而进行未来突围。传统的购物中心、社区
型商业体正向区域型、甚至全国型转变，线下企业纷纷通过线上复购再回到线下，线
上线下联动增强。目前是参与成熟国际IP实景娱乐的最佳投资时机。

谢 滔

尼尔·哈伯德（Neil Hubbard）

翁 菱 综合艺术策划人，艺文中国联盟、艺文创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及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创始人
打破边界与跨行业，需要一个能够承载自由精神的场域，在这样的场域下才能激发出最好的创造力。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就是这样

数字化革命让我们的社会联系看起来似乎越来越紧密，但实际上人与人之间距离越来越远。我们希望创造
生态连接人文自然，艺术滋养城市空间。华侨城人用35年的时间，理解和创造美好生活。在深圳土地资源
越来越稀缺、公共空间日益被挤压和碎片化的背景下，我们以政企合作的模式，担负起优化整合城市碎片化公
共空间的重任，用了近十年时间，以“城市运营商”为理念，整合宝安中心区多个城市公共空间，最大可能创
造一个美好湾区城市生活样板。

梦”光影秀、繁星音乐节、欢乐港湾艺术计划，让公共空间不仅有形式更有内容，通过构建多元融合的业态结
构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和消费需要。
未来两三年，欢乐港湾、滨海廊桥和中央绿轴将联合起来，以央企担当，让“双区”更有光！

文化是任何一个为活动交流提供平台的项目，它可以是零售商业体，比如伦敦卸煤场购物中心，通过人字
形屋顶为建筑塑造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中央区域；可以是公共空间，比如纽约THE VESSEL，用最简单的功能
和最复杂的结构吸引人们打卡和互动交流；也可以是办公场所，比如谷歌伦敦新总部，将建筑底层架空空间提
供给公众。
不论项目大小和类型，都可以在设计中融入文化元素。比如在南非开普敦，将旧谷仓改造为世界上最大

刘晓都 URBANUS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建合伙人、主持建筑师，深圳坪山美术馆馆长
深圳是科技的高点，提倡艺术和科技的有机结合是做精准文旅的创新思路。深圳之所以成为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窗口，也是因
为处在中心最边界的区域，所以深圳仍然有机会外溢拓展。当各行各业探索拓展到边际的时候，他们之间就能产生交融和碰撞，产生
新的思想、新的做法，这个时机也将是行业面临的最大机遇。

的、致力于非洲及其侨民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在英国汉普郡，对造纸厂进行修复，将中心河流景观改造成为整
个厂区核心的景观庭院，成为面向市民开放的公共空间；在上海，以“黄山”为灵感，在钢筋水泥里设计出热
带雨林；在东京，以巨型藤架概念，创造出了一片奇幻的绿野仙踪，提供一个具有人情味的社区。

何 昉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深圳媚道风景园林与城市规划设计院董事长
老子说：“大方无隅”“大象无形”。深圳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我理解，这少不了居民出社区即可到达的公园

运用各种工具、技术的混合叙事方式，将数字世界与真实世界相结合，重新定义不同

小山薰堂

的空间；对某个既有环境或空间进行改造，改变其用途，创造新的娱乐模式。

编剧、“熊本熊”制作人

商业美学和消费趋势

绿道系统。每天在绿道慢行三小时以上，体现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是明日生活方式的形态设想。期待联盟专家能在华侨城的实
践项目中探索并出力。

刘 文
甲古文创意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创意官、華壹文化创始人兼CEO

吴必虎 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国际旅游研究院院士
“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到了文旅行业中策划、设计、规划领域上下游产业链很重要的具体工作目标，主要是三个方面：城市的

过去20年我们开发了以下模块产品：魔幻森林—运用灯光秀、音乐、影像以及

旅游休闲发展、土地资源供给分配以及空间规划管理。华侨城有关度假区的实践从东部华侨城开始，再到四川安仁，可以看出，休闲

交互体验装置，打造森林里的夜间徒步路线；增强现实游戏—把电子游戏的互动界面

当下是移动互联的时代、“娱乐致死”的时代，也是体验至上的时代，创意美学正成为时代的热词，给行

和场景还原到真实世界的街机游戏；光之教堂—利用投影映射技术将空间、影像与音

业带来全新的商业趋势和思考。从刚性需求到品类认知，再到品牌营商直至交互体验，消费升级带动设计思维

一个优秀的产品策划需要能回应以下三个问题：策划的内容是否新颖？创意是否能让自己觉得兴奋？创意
能让别人幸福吗？

虚拟和现实边界的体验装置；真实世界—如同迷宫般的浸入式体验艺术展览。除此之

熊本熊的诞生就是为了让大家重新意识到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它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为大家打气、让大

外，还有根据不同的场地和诉求提供的定制服务，包括主题公园的演出、庆典活动、

家发现生活中的美好、给大家带来温暖的吉祥物。为了让熊本熊的形象变得深入人心，我们免除了形象使用权

为人们创造这种魔幻和奇观。

信息化时代下，未来城市会呈现区块链式、去中心化的结构。生产和生活之间的边界被打破，许多边界都将模糊，包括贫富、老

出更好的空间和环境，提供良好的体验去吸引更多的人走出家门感受周边的世界。

日式幸福策划术

人们都向往魔法和奇迹！我们相信通过把现实和虚拟世界融合在一起，就有机会

王富海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

的城市尺度，而华侨城项目总是充满浓厚的人文气息，以及人对自然的亲切感。

“在公共空间创作”是我们团队的宗旨。我们致力于将人们在场地中聚集起来，

主题活动、演唱会、零售卖场等。

之间的隔阂，以价值引领着当下，连接着人类的文明。

设计改变世界

Moment Factory联合创始人和执行创意总监

效融合成一个整体的灯光投影秀；超现实—结合了投影映射和大型多媒体艺术、模糊

明日和今天是有边界的，创造价值边界是华侨城链接文明时差的思维动力。在我心目中，华侨城就是改变价值观边界的实践者，
如果深圳是中国现代化的破茧城市，华侨城就是破茧的力量之一。华侨城的成功是因为走在传统的前面，这意味着在打破传统和现代

一个充满艺术与创造力的场域。科学和艺术之间的连接点常常就是人性中共同的情感与爱。光电融合下的高楼大厦让人感受不到友善

一起，“湾区之光”摩天轮、“湾区之声”演艺中心、东岸西岸商业街区、海滨滑板营、港湾沙滩、“鲲鹏之

萨钦·贝塞特（Sakchin Bessette）

为，华侨城可以在这样的畅想基础上做尝试，继续引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大有作为，做中国魅力地区的营造商。

深西集团\酒店集团总经理

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间，欢乐港湾创造性地将都市生活内容与公园的生态休闲环境、旅游服务功能融合在了

串联奇迹：集体体验的力量

农业生产又有都市生活，还有高速的5G，这样的生活方式给整个世界带来全新的探索，甚至会挑战我们现在所有的规划方法。我认

幼、动静、大小、忙闲、冷热、公域私域，人的状态更自由，也更热爱追逐魅力空间。希望华侨城能在未来空间、组织方式的跨界上

英国Heatherwick Studio公司合伙人

今年全球文旅行业步入产品升级加速期，对全新体验内容的需求倍增，主题娱乐
行业面临着产业复苏与产品升级的双重考验。以全球化视角来看，当前跨行业娱乐IP

“乡土中国”是中国独特的，为中国甚至世界的发展创造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乡村都市主义。在未来的乡村，可能既有

朱荣远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客”，实现流量数据交互应用，充分打开相关产业边界，构建以欢乐谷为核心平台，不同产业立体交互、深度

设计、规划、建造、运营等相关产业链企业，例如环球影城、迪士尼、美泰、华纳、

乃至于世界文旅产业，在文化艺术产品的供给上不断创新，满足多元化需求，营造有文化品质的美好生活场景。

英国肯道尔国际山地电影节亚太区总监、肯道尔中国创始人

在中国，户外探险、户外运动的发展时间非常短，呈现的态势是非常小众的，但融入自然的探险行为常伴

会员（其中有1200家头部企业），包括主题乐园、室内乐园、博物馆、户外乐园以及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打造县城为重要载体、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这需要文化艺术的融入和引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对文化艺术的理解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希望未来我们能精准地把握对美好生活的多元诉求，期待华侨城能继续引领中国

欢乐谷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

农业文明和城市建设所积累的丰厚智慧之中。

TEA是目前全球主题娱乐领域规模最大的NGO组织，已历经28年，涵盖1万多名

吕 斌 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中心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俞孔坚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教授，土人设计首席设计师

悍的钢筋水泥、化学药品、技术等，但过度依赖技术会导致自然系统、生态系统服务
的丧失。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必须系统治理、系统解决。

适应这些改变。

康旅新模式。康旅产业是华侨城“文旅+”的延伸和文旅基因的延续，是以文旅为基础，为文旅赋能康旅产业。

大主题产品线，形成独特的康旅落地产品模式。华侨城作为优质生活创想家，具备做好康旅事业所需的强大品

全球主题娱乐协会（TEA）亚太区主席

科技和新体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聚集顶

市、未来生活，这都反映着现代科技改变了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交流方式。接下来，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如何

库，另一方面更加有效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共创内涵丰富、更有温度、更有活力的新文旅时代。

赵 阳

这个话题，探索未来生活方式的新场景、新生态、新

也开始成长。以上就是我想说的场景、娱乐和消费（沉浸式消费解决方案）。

科技和艺术是改变世界的一对“龙凤胎”，科技体现的是硬实力，艺术体现的是软实力。如今在讨论边际问题、明天、未来城

腾讯作为“连接器”，不断从流量优势向文化转型，将线上线下资源双轮驱动，一方面丰富I P内容矩阵

全球主题娱乐IP实景
业态趋势

站在今天和明天的交汇点上，通过“明日边际”

当这些需求被满足，我们就必然能得到更多维的消费价值，同时，新的以社群场景订阅为基础的商业模型

腾讯文旅副总裁

心打造优质的内容连接，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化符号，不仅给用户提供了新体验、新服务，也带动了文

教授，土人设计首席设计师

景，同时需要更多元的艺术表达形态，既平行跨界又深入极致。

华侨城创新研究院副院长

腾讯致力于科技+文化的创新传承以及文旅产业数字化、文旅融合发展，把线下文旅与IP相结合，以IP为核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研究院院长，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会长

们构建新的场景：有趣的人、新鲜的内容、生命的意义。以上这些，构成了一个流动的、自我滋养迭代的场

尖智慧和优质资源促进跨界融合。

未来的生态城市与美好生活
俞孔坚

主持人：许重光，华侨城股份总规划师、创新

核心精神和方法论。

书馆、青少年文化中心、演艺中心这三组建筑造型一脉相承，引起和激发人们对文化
的期望。

“95后”新一代用户是“两栖动物”，灵活地在上一代赋予的现实世界和自我感知的虚拟世界里穿梭，看
似孤独却可以在瞬间集合一个团队，表面冷漠但可以为自己喜欢的事全情投入。

的费用，首先和熊本县的本地企业合作，进而和国际各知名企业合作，得到大量媒体曝光的机会，使熊本熊为
全世界所熟悉和认可，IP本身的品牌价值也同时得到提升，从而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熊本熊真正的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效益上。它在东日本大地震中给灾民加油打气，也是熊本县地震后
重建家园的动力来源。它不仅是熊本县营业部部长，还是幸福部的部长。

度假的概念和功能在这些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认为度假用地要充分供给，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商业美学变迁。
设计价值的核心是基于文化和数据需求等的原创设计，需要发现生活和消费的根本，需要一套从传统到现
在的转移通道，中国方式的设计语言路径需要改变。

孙 冕 《新周刊》创始人、公益文化纪录片《百心百匠》发起人

未来商业美学更多的是传递组织的凝聚力和艺术感染力，必须有洞察力、审美雷达、时尚触角和情感厚

短短十年内，中国的乡村已经消失了90万个，这些消失的村庄人文情怀、诗和远方都去了哪里？我们的乡愁又该安放在何处？中

度。对我来讲，第一是商业逻辑，第二是消费趋势的把握，可扩展性、可连接性、可转化性，可识别性、及时

国的城市建设不能幻想一天建一个罗马，这样留给老百姓的将是需要不断改造的老城。城镇化高速发展进程中，做规划、设计时，需

性、文化力、传播力、创造力等，作为一个好的设计或者好的文创产品，应该具备内容、原创、人格、流量、

要重新思考：当今的规划和建设，到底能为后人留下什么？

商业和趋势等元素。新消费趋势背后，是这个时代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民族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