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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祖文脉筑磐基，艺术薪火明瑞景。 整合资源，

优化配置文化创意、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文化贸易、

休闲旅游等， 致力建设文化艺术产业示范园区。 同

时，拉长产业链，滚动开发，走内涵式、集约化、智慧

型发展之路。

该公司计划引资 150 亿元，规划建设 6000 亩的

文化艺术产业示范园区和占地约 1300 亩、 投资约 9

亿元、年产值 10 亿元，按照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标

准建设影视制作基地。 瞄准国内文化科技新型文化

艺术产业模式领军企业的目标， 业务涵盖文化艺术

会展中心、文化艺术品交易中心、文化艺术培训教育

与交流中心、艺术主题公寓、艺术家园、发型艺术设

计连锁店、企业 CI 规划设计中心、产学研战略联盟

合作基地、影视制作基地、文化艺术主题公园、生态

公园等 19个文化艺术相关领域。 正发展发型艺术设

计连锁店， 与正山学院产学研战略联盟合作基地进

入实质性阶段， 不断引进国际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教

育方法，从幼儿到高中、大学（2+2 模式）的“一揽子”

教育工程，注重“创意·过程·市场”的核心理念（即创

意———设计艺术的灵魂，过程———设计艺术的保障，

市场———设计艺术的生命）。 培养既具国际视野，又

具创新能力和扎实基本功，适应市场需求的中、高级

现代设计艺术人才。 由钟正山、黄国强等 7位国内知

名画家之共同杰作《凌云七子》图交由该公司进行交

易；第 61 届世界小姐中国区总决赛株洲赛区组委会

合作单位签约并启动了相关工作； 磐基文化大楼整

体功能定位进入装饰装修；与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

史馆、中国国宝级书画大师进行交流合作；正与香港

一金融集团进行商务合作，资本运作，努力朝创业板

获批上市企业的方向迈进。 同时，在国家长株潭两型

社会示范区建设工程中绽放异彩，在完善城市功能、

民心工程、 城市价值二次开发品位提升系统工程中

浓墨重彩，将树起千秋伟业的丰功里程碑，也将成为

全国“3A”级景区品牌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

向。“敢为天下先”和“火车头”精神激励着磐基人，秉

承“磐开天地，基业永固”的理念，高新技术与高文化

有机结合，朝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方向发展，以面

向广大人民群众，长期提供超值服务。通过架设艺术

成果与市场需求的桥梁，开通文化艺术名师之间、文

化艺术名师与文化艺术爱好者之间的交流平台。 通

过品牌艺术、品位人生的熏陶，构建更加和谐的社会

环境，有力推动着文化艺术事业健康、持续、快速地

发展，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得到不断的提升。 在“和

而不同———艺术让人民生活更美好”的主题下，促进

传统的艺术样式和新的技术文化之间的共生共融，

大力开拓国内国际文化市场，不断满足人们多样化、

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向全世界传播中国

几千年文明之国的艺术精髓， 迎接湖南乃至全国文

化艺术事业更加强盛之未来。

播洒文明，普照天下。 文化艺术犹如阳光雨露般

滋润着人们的心田， 文化艺术之花正以更加强劲之

势开遍神州大地。“哲思是艺术的理性基础，艺术是

哲思的感性空间。 艺术在意象与抽象层次上实现了

东西方文化艺术的对话沟通， 在追求伟大完善的精

神世界与现代物资文明的过程中奏响起人类和谐共

鸣的乐章！ ”

李壮志

磐定三湘 基业长青

———株洲磐基文化公司新型文化产业发展领舞起飞

三湘大地，万象呈辉。原始古朴的

楚文化、独树一帆的湖湘文化…… 淳

真朴实，底蕴深厚。

广袤的田野充满生机与活力，肥

沃的土地洋溢着生命的气息。 株洲磐

基文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全球经济

一体化背景下， 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

号召，贯彻落实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

划》、“十二·五”规划和市委市政府“文

化产业”提升战略，顺时而生。

磐基文化将文化艺术精神更好

地融入各行各业，促进更多附加产业

的延伸，为各行各业提供文化艺术独

特之美、均匀和谐统一的最佳规划设

计方案———企业 CI 规划设计， 成为

广大客户值得信赖的长期战略合作

伙伴。

润物细无声，宁静以致远。纯善之

心不只是简单和纯真， 而是一种最高

尚的精神境界。 通过文化艺术塑造更

加健全的人格和更加高贵的精神。 不

受商业诱惑和市场刺激， 重视心灵培

养和精神熏陶。 以执著追求的勇气和

开创性思维，开辟中华文化的新境界。

从意识形态的美术走向文化的美术的

过程。艺术并不能用财富来评价，文化

艺术品也需要“伯乐”。

磐基文化致力于构建一个兼具国

际视野、艺术气息和高品质水准、融贯

市场和文化的精英团队； 着力培养幼

儿文化艺术兴趣和中、高级专业人才，

培育文化艺术苗子， 推介文化艺术人

士成名；走校园、进社区、入百姓家，着

力打造古典文化格调主题公寓和文化

艺术小区亮点工程； 着力现代发艺专

业设计，引领时尚动感潮流；着力艺术

名家现场演绎、竞拍等激活交易平台，

不断扩大市场影响力和社会效应；着

力高新技术手段改造传统文化、 开发

新兴文化产业、 提高文化产品的科技

含量， 运用现代市场经济信息和国际

化营销方式， 提高文化艺术品商业市

场的高附加值，提升市场竞争力；着力

提升文化艺术素养， 提升文化艺术的

创作水平和鉴赏水平， 引发或收藏或

投资、可雅可俗的文化风暴；着力传统

文化产业到 CI规划设计整体推进，睿

智地开辟一条适合各行业实际的成功

之路，思考、发现、勾勒、设计突破产能

瓶颈的创新之举， 打造创新型发展模

式的巨大商圈。

磐基文化依托国内外高等院校、

研究机构、社会团体、企业和包括文化

艺术知名人士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

意即万丈高楼之以极为坚硬而致密的

石头为基础， 艺术思路与商业思路有

机结合，以盘古开天辟地的创新精神，

以海纳百川的坦荡胸怀， 与广大艺术

爱好者和社会各界人士携手并进，朝

着“盘龙卧虎高山顶”的方向，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淋漓尽致地流露文化艺

术之真、之善、之美，充分展现文化艺

术之典雅，之超俗，之包容，之厚重，之

博大，之精深，之雄伟，不断引领文化

产业强盛之未来 ……

名垂宇宙，恩泽神州。农耕文化的

创始人———炎帝神农氏， 缔造了中华

文明最早的文明， 受到普天之下炎黄

子孙的世代钦敬。

湘江水畔，清风晓岸；湖湘株洲，

钟灵毓秀。 株洲磐基文化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就在这里诞生了。

该公司系一家专注于文化艺术品

展示与交易、 文化艺术教育培训与交

流、艺术主题公寓、发型艺术设计、艺

术家园、 生态公园、CI 规划设计等多

功能、专业化的一家民营企业。一期工

程计划投资 1.2亿元。 以中式风格，全

新装饰、配置齐全，现有投入 2000 余

万元、面积近 1000 平米的会展中心已

经开放， 填补了湖南省内高端艺术殿

堂文化艺术品现场演绎、 现场拍卖的

市场空白。 交易市场、主题公寓、艺术

家园、发艺会所、CI 规划设计中心、生

态公园等逐步启动。 截止目前总投入

5000 万元以上，买断了磐基福鑫大厦

4000 平米商业产权和租赁 3000 平米

15年的场地作为经营场所。 现有员工

468人，注册资本 5000万元。

在首场书画演绎拍卖会上， 株洲

一幅原创作品《十八罗汉》图，现场以

188 万元竞拍成交， 创下了株洲地区

书画作品拍卖的最高纪录。 连续举行

了 7次专场书画演绎拍卖会。 首届东

方美术作品展暨公益慈善义拍筹集善

款 7.54 万元，全部捐给了湖南省炎帝

陵基金会。 举办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黄国强 80

诞辰艺术回望展， 蜚声海外的华人水

墨画领袖、享誉国际的著名书画家、马

来西亚国际艺术大师钟正山教授及 7

位国内知名画家作品展、 湖南正山国

际设计艺术学院建设十年师生优秀作

品展。 与正山国际学院建立了产学研

战略联盟合作基地， 正加快推进与中

央书画艺术研究院等 20 多个单位的

产学研战略联盟， 正洽谈齐白石等名

人名画作品展……举办了艺术主题沙

龙活动和学术交流研讨会 100 余场

次。 自开放以来累计接待国内外 150

万人次以上。 截止目前共收集文化艺

术作品达 1000 余件（幅）， 拍卖交易

72�件（幅），交易总额 400万元以上。

会展中心传递出的浓郁中国文

化特色，充分展示了创作实力和绘画

功底，体现了艺术创作者在多元化的

文化背景下， 艺术创作的新思想、新

角度。 规模之大和参赛作品的质量之

高， 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评

价。“书画作品展真爽！ ”前来观展的

一位书画爱好者说。 人们希望这样的

展览经常举办，让人们看到更多的艺

术精品， 学习老同志不老的精神；让

人们平静的心湖中漾起文化艺术的

涟漪！ 会展中心筝声悦耳，掌声雷动，

撼动人心，意境高远，亮出了独特的

审美眼光，凸显了艺术的魅力，彰显

了文化的价值。 同时也聆听到人们追

求更加幸福甜蜜生活的心声， 品茶、

品展、交流、点评、叫拍、音乐、喝彩

等，组成了气势恢宏、波澜壮阔、铿锵

有力的“交响曲”。

难能可贵的是，磐基文化在这里

创设了轻松、舒适、自由、张扬、活跃

的氛围，让人们原汁原味地品味到文

化艺术之曲直、之虚实、之远近、之明

暗、之浓淡、之动静，传承文化艺术之

精髓，弘扬健康向上、文化深厚的和

谐宇宙之艺术，提供了一个国际化的

交流平台， 让人们深切感悟到心态、

实力（功底）和鲜明的个性———文化

艺术之要素和为人处事之法则，用心

将文化艺术融汇到生活，学习、工作、

交往、沟通、成才、立业都需要这种和

谐互助、团结友爱的氛围，净化心灵

而唤起了人们更加热爱生活、更加崇

尚先进、更加追求完美的激情，全身

心自觉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伟大实践之中。

磐基文化 盛世耀场

艺术殿堂 激情迸发

�株洲磐基文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黄强

开幕式活动

滚动发展 千帆竞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