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见世纪城 预见新音乐 奏响最强音

■记者 吕术艳 通讯员 廖伟 洪美娜

本版图片由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提供

2019年，是浙江国家音乐产业基

地萧山园区创建的关键一年，年底，园

区将正式迎来挂牌验收。同时，浙江国

家音乐产业基地萧山园区是浙江省重

点文化产业项目，是被列入到《之江文

化产业带建设规划》中的重大项目，被

视为浙江未来文化产业的“爆发点”。

作为创建核心区和项目承载地的钱江

世纪城，又将交上一张怎样的答卷？

一年多来，世纪城以“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围绕

区委“六个一”要求，完善规划和产业政

策、做大产业承载、做强产业引擎、做靓

示范窗口，全力找准“施工图纸”、当好

“施工队员”，高质快速地推进园区创建

工作。

接下来，世纪城将发挥自身的区位

优势和产业优势，以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为核心，全力打造萧山创新经济的新引

擎，杭州文创产业、数字产业的金名片，

之江文化产业带的新亮点，也让萧山园

区成为全国音乐产业基地创建工作的

示范区。

可以预见，随着萧山园区的创建，

世纪城的知名度将进一步提升，一座更

具音乐质感的城市将迎面走来，并向世

界辐射出国家的文化影响力。

目标指引方向,规划引领未来。萧山做
音乐产业是从“0”到“1”的突破，创建工作
顺利推进，必须要有方向标、路线图。之前
四个国家音乐产业基地都是直接授牌的，
不涉及创建验收工作，所以萧山园区成为
第一家需经两年创建期，且验收通过后才
正式挂牌的园区，创建工作没有经验可循。

为此，世纪城与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
协会音乐产业促进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

“音促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谋划

具有“音乐+科技”特色的音乐产业发展计
划，并申请加入了国家音乐产业基地（园
区）联盟。

此前，世纪城委托音促会完成了《国家
音乐产业基地萧山园区的中长期发展规
划》，明晰了萧山园区的定位、目标、功能、
运营方式、重点项目等。在此基础上，完善
以浙江国家音乐产业基地萧山园区为核心
的音乐产业发展基础研究和概况分析、音
乐产业结构规划和重大项目规划。

路径清晰的同时，一个具有明确指向
性和可操作性的产业政策已酝酿多时。高
门槛、大力度的专项政策是抛向高品质企
业的“橄榄枝”，在创建期间，是否有扶持政
策是企业入驻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

一个好消息是，7月11日，由区委宣传
部会同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制定的萧山园区
数字音乐产业扶持发展政策将重磅发布，
切实支持园区企业做大做强，为音乐产业
发展带来实质性利好。

规划引领 完善产业政策

那么，这个浙江国家音乐产业基地萧
山园区究竟落在哪里？把最优的区块留给
平台，把更多的空间留给数字经济。这是
萧山的承诺，也是世纪城的回答。作为萧
山园区的核心区域，世纪城积极做好空间
拓展，以杭州G20峰会主会场——杭州国
际博览中心为起点，做大产业承载空间。

走进杭博中心A座，最先进入眼帘的
就是“音乐大厦”四个大字。这座音乐大
厦，就是浙江国家音乐产业基地萧山园区
的核心。

音乐大厦共13层，2万平方米。其中，

2、6、7三层共 5705平方米空间将作为展
示、交流、内容制作的公共空间；8-13层
将作为音乐产业的孵化基地，引入“产学
研”机构、头部企业，打造产业众创空间。

目前，音乐大厦一期项目建设正在推
进中。不久的将来，这里将成为杭州新的
文化地标，音符与数字在这里碰撞融合，
并向全区辐射开去，形成包括雅马哈、浙
江广电影视中心、华媒智谷在内的“一核
多极”的产业空间布局。

同时，世纪城将后解放河建筑群景观
带作为音乐园区的配套产业，打造音乐基

地关联区。该项目包含后解放河两侧11个
地块，位于世纪城核心西北角，总建筑面积
6.13万平方米。世纪城已经与网易光云基
金初步对接，将结合杭州地域元素，打造

“钱江音乐潮”全新 Cloud Village智慧城
区，涵盖智谷、展馆、秀场、聚场、活力源、创
作坊、打卡地、新市集等八大功能。

按照规划，萧山园区后期总面积将达
5万平方米，着力打造具有强大集聚、示
范、引领效应和萧山特色的现代音乐产业
数字高新园区。

空间拓展 做大产业承载

招引项目质量的高低，往往决定着城
市发展的竞争力。围绕“音乐+科技”的核
心定位，世纪城积极做好萧山园区产业整
体布局，招引一批具有支撑性、引领性、标
志性的大项目，以头部企业为引领，推动特
有音乐产业生态圈尽快形成。

于是，用户数超7亿，音乐行业中的佼
佼者网易云音乐来了，致力打造国内首家权
威电音学院网易放刺电音也重磅落户园区。

其中，网易放刺电音学院7月8日首期
暑期培训班正式开课，面向全国率先招取

两期学生进入学院，进行专业电音培训。
当前，网易云音乐、乐读科技、放刺电

音文化、倍司诺音等 8家音乐企业已正式
落户园区。

依托于网易云音乐和放刺电音学院的
龙头带动作用，世纪城正不断聚集高端数
字内容企业，探索音乐与数字、科技合作触
发的数字经济新生态，构建起“音乐+”新产
业链，全力推动国家音乐产业基地的发展
壮大，构建辐射长三角、连接全国的数字内
容服务平台。

与此同时，作为国内五大音乐节、浙江
最大的户外音乐节之一，氧气音乐节于
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在钱江世纪公园
实力开唱，众多音乐明星以及数万音乐爱
好者齐聚钱塘江畔，用音乐燃爆整座城市。

大型音乐活动的举办，促使音乐人才
的集聚，营造了浓厚的文化产业发展氛围，
为世纪城特色音乐产业增添助力。

项目支撑 做强产业引擎

了解一座城市，通常以接触它的城市
意象为起点。“音乐之城”的建设更多是要
让市民、游客“抬脚”就能听见音乐。未来，
车行在世纪城街头，或漫步于世纪城的江
边、河边，随处可见的音乐元素设计，都可
以让你感受到世纪城独有的音乐气质，也
让这座“音乐之城”有了可亲可爱可以触摸
的温度。

据了解，为系统、全面展示“音乐+”产
业的发展成果，钱江世纪城启动了沿绿廊
水系音乐元素设计，在世纪城沿江、沿河、
沿绿化带等区域设计城市品牌音乐形象，
打造具有音乐特色的国际化新城区。

值得一提的是，世纪城还将建设集展
示、演出、交流、内容制作等功能于一体，融
合创客区、音乐厅、功能区、展示区等板块

的公共空间，实现音乐产业链上下游业务
打通，建设“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音乐科
教平台。这里，可以体验最炫酷的音乐科
技、聆听一场高大上的音乐会、学习最前沿
的音乐制作技术……该项目预计 10月底
完成装修。建成后，力争成为展示萧山、杭
州乃至整个“文化浙江”的重要窗口。

平台建设 做靓示范窗口

倒排推进计划，挂出作战图、列出时
间表。在创建工作中，世纪城“快”字当
头，与时间赛跑，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对
照 3月 20日萧山区委在创建国家音乐产
业基地专题汇报会上提出的“六个一”要
求，世纪城第一时间排出项目清单与进度
节点，实行进度上墙，确保周周有进度，月
月有成果。

在音乐大厦墙面上，一张浙江国家音
乐产业基地萧山园区创建推进计划表中，
12个项目分为产业配套、招商项目、工程项
目、活动论坛 4大类别，从项目情况、每月
工程进度到计划完成时间一目了然。

“六个一”即完善一项规划、建设一个
基地、出台一项政策、建设一个中心、搭建
一个平台和举办一系列活动。

——完善一个规划
按照“音乐+科技”的产业定位，“一核

多点”的产业布局，世纪城与北京国音联盟
文化产业发展中心合作，进一步完善浙江
国家音乐产业基地萧山园区的规划。在前
期编制的《浙江国家音乐产业基地萧山数
字高新园区中长期规划》基础之上，完善以
浙江国家音乐产业基地萧山园区为核心的
音乐产业发展基础研究和概况分析、音乐

产业结构规划和重大项目规划。
——建设一个基地
萧山园区计划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A

楼打造一个公共空间，目标是以国际化视
野，整合区域内“音乐+科技”顶级资源，打
造面向未来的世界级人文地标。其中2层
为展示互动区、6层为视听直播区，7层为
创客教学区。

目前，项目已向区政府提交了申请报
告，并提交区发改委立项，已进入初步设计
和财政概算阶段。

——出台一项政策
由区委宣传部牵头，制订浙江国家音

乐产业基地萧山园区钱江世纪城核心区数
字音乐产业扶持发展政策，大力扶持园区
音乐产业发展。

该政策将于 7月 11日在 2019年中国
数字音乐产业峰会上重磅发布。

——建设一个中心
探索建立中国数字音乐产业研究中

心，通过定期发布数字音乐产业报告等方
式，掌握音乐产业的话语权，使浙江国家音
乐产业基地萧山园区成为音乐产业的精神
高地。

世纪城与音促会、中国传媒大学艺术

研究院沟通对接，经三方共同商议，达成
合作意识，共同筹建“中国数字音乐产业
研究院”。7月 11日，2019年中国数字音
乐产业峰会上，该研究院将正式成立。

——搭建一个平台
搭建中国音乐版权登记交易平台，为

广大音乐工作者提供版权登记、保护和交
易等服务，进一步带动数字音乐相关联产
业的融合发展。

前期筹备组建的中国音乐音视频报备
中心，将于7月11日在2019中国数字音乐
产业发展峰会上正式成立。下一步，中国
音乐版权登记交易平台预计在今年 10月
开始搭建，打造一个既规范又低成本的版
权交易平台，吸引全国的音乐人和公司来
此平台进行交易，并借此来打造音乐产业
链。

——举办一系列活动
在园区内定期举办音乐类活动，营造

浓厚的音乐氛围，打响园区在行业内的知
名度。

目前，由音促会、区委宣传部与钱江世
纪城管委会共同筹备的 2019中国数字音
乐产业发展峰会”即将于 7月 11日-12日
举行。

挂图作战 推进“六个一”

一图了解国家音乐产业基地萧山园区

力争到2022年，入园企业

数量达200家，每年吸纳高端人

才超2000人，实现年生产总值

10-20亿元。

音乐科技智慧城

目标

定位

功能

园区
运营

●数字音乐公共服务系统

●数字音乐教育培训基地

●国际音乐会展综合平台

●投资创业中心

●机构引导

●政府推动

●企业运作

●多方参与

重点
项目

预期
社会
效益

●打造中国数字音乐出版平台、版权保护中心

及分发平台

●开设国际音乐科技博览会

●建立国家级数字音乐产业复合型人才培养基地

●创建音乐科技创新中心

●建立现代音乐产业发展的新模式，促进自主创新

●带动辐射周边产业，提升产城融合

●提高美丽萧山品牌和世界名城杭州国家文化影响力

●促进和谐社会和“体现世界名城风貌的现代化国际

城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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