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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东北亚总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是东北亚总部基地
和东北亚区域经济文化平台的开发者、推动者、建设者，
是以文化产业开发建设为主导的大型企业集团。

第一章 企业基本情况



项目定位：吉林省“高点、热点、金点、绿点”项目。

建设目标：

1、建设成为长春“第一门户”、“第一客厅”。
2、做到“三年成规模，十年出品牌，百年成文物”。
3、打造成“四季常青的东博园，永不落幕的东博会”。

第二章 项目介绍

2.1  项目定位及目标



体现“和文化”， 和谐、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天
人和，东亚和，文化和，市场和，人民和、世界和”。

体现小联合国模式，将六国的文化、消费、物流、进
出口、旅游、外事服务等融为一体；在东北亚文汇不夜城
内“品六国餐、购六国货、观六国戏、过六国节、花六国币、
交六国友” 。

将项目打造成“东北亚自由贸易城”，实现城内城外一体

化，国内国外市场一体化。
“亚洲的美好明天从这里开始”。

第二章 项目介绍

2.2  开发理念



东北亚六国：中 日 韩 朝 蒙 俄



2.3.1  落实“长吉一体化”战略

项目建设符合2009年11月，国
务院正式批复《中国图们江区域合
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
发开放先导区》的发展战略，拉动
长吉两市快速发展和同城化进程，
提高该区域国际竞争力，发挥长吉
两市开放开发先导作用。

第二章 项目介绍

2.3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意义



2.3.2  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在全球化浪潮下，城市必将作为主体在全球网络中参
与竞争。长春作为典型的内陆城市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迫
切需要一个文化产业空间塑造城市形象，以高端服务业提
高城市核心竞争力。

第二章 项目介绍

2.3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意义



2.3.3  繁荣城市商业，提升文化惠民的城市价值

东北亚文汇不夜城将成为一个独具东北亚特色的旅游
体验地，从建筑、雕塑、空间，到文化场馆、商业场所，
构成了一个综合的、可体验、可消费的、开放的休闲娱乐
场所。将让市民真实感受到纯粹的文化体验和精神享受。
全面提升我市的城市价值。

第二章 项目介绍

2.3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意义



基于以上必要性及意义，长春东北亚总部经济

开发有限公司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借鉴西安

大唐不夜城的文化商业模式，以打造东北亚国际化

特色，展现东北亚各民族文化风情、独一无二的文

化主题标志性街区为目标，拟投资开发建设“东北

亚文汇不夜城”项目。



客观优势一：长春地理位置优越，有条件成为国际性的
文旅商贸中心。
客观优势二：长春、吉林两市具有同城化的天然地理区
位条件和超千万人口国际大都市的发展潜力。为东北亚
文化产业基地和东北亚文汇不夜城的自然形成创造了城
市承载条件。
客观优势三：在社会发展历史上，长春不仅有着深厚的
辽金及前清文化底蕴，同时还具有与东北亚各国相通的
文化基础，为东北亚文汇不夜城的开发建设提供了广袤
的文化基础。

第二章 项目介绍

2.4  项目建设的优势



主观优势：公司一直致力
于文化产业开发建设，成
功承办2010年首届东北亚
文化艺术周开幕式、2009
年和2010年两届东北亚
（国际）书画摄影展和两
届东北亚艺术交流与文化
产业发展论坛，为吉林省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
荣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二章 项目介绍

2.4  项目建设的优势



一条雕塑文化景观大道
以乐群街为轴,以世界雕塑文化为灵魂,打造长春国际雕塑步行街——乐群

雕塑街，同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构成中国三大国际商业街区。

三条光影文化景观街
以乐群街为南北主轴线，民丰街、东环城路为南北辅轴线；以东新路（更

名为“东光路”）为东西主轴线，以四通路（更名为“星光路”）、荣光路为东西辅
轴线打造世界前卫的“光影文化街”。
六大文化商业街区

包含五大文化广场和一座室内水城，五大文化广场分别为东北亚文汇广场、
东北亚文汇创意广场、东北亚文汇演艺广场、东北亚文汇民俗广场、东北亚文
汇传媒广场；一座室内水城命名为“东北亚六合水城”，由代表中国文化的清明

上河图和天池瀑布两大文化商业景观街区及其它五国文化商业景观街区构成。

第三章 项目构成

东北亚文汇不夜城项目包括：



大唐不夜城文化商业街区总平面图大唐不夜城文化商业街区效果图



东北亚文汇不夜城文化商业街区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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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街区：
东北亚文汇创意广场

第一街区：
东北亚文汇不夜城
（一、二期）

第三街区：
东北亚文汇六合水城

第四街区：
东北亚文汇演艺广场

第五街区：
东北亚文汇传媒广场

第六街区：
东北亚文汇民俗广场



东北亚文汇不夜城以乐群街为南北轴线，

东新路为东西轴线，以上述两条街路交汇处为

轴心，将整个区域划分成六大主题街区，形成

以中国、朝鲜、日本、韩国、蒙古、俄罗斯东

北亚六国民族文化特色为主题的“东北亚文汇不

夜城”，以文化商业街区为环境，配套60%高档

住宅。



一街区：东北亚文汇不夜城（一、二期）（将现有的东

北亚石陶中心调整为以文化为灵魂的城市综合体。）

六大文化商业街区介绍

（经二道区政府支持，2011年8月前，东北亚石陶中心项

目将迁至紧邻长双烟铁路的二道经济开发区。）



东北亚文汇不夜城一、二期效果图



一期为红楼梦养生宫会馆，金融服务中心，文汇商务，
文汇家居，文汇娱乐美食城（包括：文汇旅游购物中心、儿
童乐园、四季长白山、4D电影、婚庆大厅、美食城、KTV），
东北亚艺术中心（包括：文汇茶城、文汇古玩城、文汇艺术
馆）。

东北亚文汇不夜城一、二期总占地面积约17万平方米，
总建筑规划面积约70万平米，预计总投资26.4亿元。其中一
期工程已竣工面积27万平米，现已完成投资12.9亿元；拟建
二期工程规划建筑面积约43万平米，计划新增投资13.5亿元。

一街区：东北亚文汇不夜城（一、二期）



二期为音乐厅、影视城、剧场、艺术馆、体育健身、文
汇百货，文汇广场等。

一街区：东北亚文汇不夜城（一、二期）

东北亚文汇不夜城一、二期由室外广场和室内广场两部
分构成。

东北亚文汇不夜城一、二期是以餐饮、休闲、娱乐、金
融、百货、文化产业等为一体的中国首座室内街景城市综合
体。



室外广场东西长约500米，宽约80米，面积约4万平米，同美国纽约时代广
场媲美，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设一块大型LED露天屏幕，于15层高度架设上海
世博轴一样的帐篷布，形成防雨防雪的半封闭型中心广场，同时立有六根同大
唐不夜城开元广场一样的LED景观柱。常年举办露天演出、产品推介、文艺演出
等大型文化商业活动。

东北亚文汇不夜城（一、二期）——室外广场



室内广场东西长约50米，南北长约40米，面积约2000平米。配有扶梯、观光
梯通往剧场、影城、艺术馆、多功能厅及其他东北亚文汇不夜城一、二期各经营
业态。

东北亚艺术中心包含经营面积约3万平米的文汇茶城、约2万平米文汇古玩城、
约1万平米文汇艺术馆、约2万平米文汇剧场（话剧馆、音乐厅、二人转剧场、类
似法国红磨坊的大型演出中心）和约1万平米文汇影视城。

东北亚文汇不夜城（一、二期）——室内广场



东北亚文汇娱乐美食城经营面积约8万平米。
东北亚文汇家居经营面积约8万平米。
东北亚文汇百货经营面积约6万平米。
东北亚文汇健身中心经营面积约2万平米。
生活超市经营面积约1.5万平米。
区域金融服务中心经营面积约1.5万平米。
地下停车场面积约5万平米。
地上停车楼面积约6万平米。

东北亚文汇不夜城（一、二期）各业态经营面积



二街区：东北亚文汇创意广场

东北亚文汇创意广场效果图



六合水城集美食、酒吧、购物、娱乐休闲、旅游观光
等体现东北亚各国民族文化风情的文化为灵魂的世界最长
最宽的室内步行街，长2000米，宽160米，10米宽主河道，
配有若干支流，体现出室内水城特色，使每栋建筑都能够
“开窗见水”；在室内设置水陆并行街路，陆地街道以电瓶

车为主要交通工具，水面街道以小船为主要交通工具，并
拓有六条6-9米宽度不等的文化商业街道，两条15米宽的四
季常青的休闲景观带，展馆外部覆盖一层利用太阳能发电
的超轻“膜结构”，使建筑“像生命体一样会呼吸”，绿色、低

碳、节能、环保。在时机成熟时可考虑建立保税商街或保
税区，设计发行“园内代金券”，在园内实行统一货币，作
为“亚元”的“试验田”。

三街区：东北亚文汇六合水城



三街区：东北亚文汇六合水城

东北亚文汇六合水城简易效果图



三街区：东北亚文汇六合水城

东北亚文汇六合水城阳光棚剖面图



三街区：东北亚文汇六合水城

东北亚文汇六合水城概念图



三街区：东北亚文汇六合水城

2万平米矩阵式音乐喷泉广场（同西安大唐不夜城大雁塔北广场音乐喷泉媲
美），4万平米湖泊，夏天戏水，冬日冰雕，并设有东北亚风情特色的雕塑广场。



东北亚文汇六合水城包括：清明上河图风情街

（体现中国文化元素）

“清明上河图”景区示意图



东北亚文汇六合水城包括：清明上河图风情街

（体现中国文化元素）

“清明上河图”景区实景图



东北亚文汇六合水城包括：高句丽风情街

（体现朝韩高丽文化元素）

高句丽风情街概念图



东北亚文汇六合水城包括：爱知县风情街

（体现曾经举办第40届世博会爱知县的日本文化元素）

爱知县风情街效果图



东北亚文汇六合水城包括：阿尔巴特大街

（位于莫斯科市红场附近的拥有800年历史的著名文化商业街）

阿尔巴特大街概念图



四街区：东北亚文汇传媒广场

东北亚文汇传媒广场效果图



四街区：东北亚文汇演艺广场

东北亚文汇演艺广场效果图



四街区：东北亚文汇民俗广场

东北亚文汇民俗广场概念图



总规划用地面积：90万㎡
（其中东北亚文汇不夜城一、二期规划用地面积17万㎡ ）

总建筑面积：315万㎡
（其中东北亚文汇不夜城一、二期建筑面积70万㎡ ）

总投资额：110亿元人民币
（其中东北亚文汇不夜城一、二期30亿）

建设期：三年

第四章 项目效益分析

4.1  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经济效益
项目全部投入运营后，将实现全口径年均营业收入300

亿元。年均利税60亿元，上缴税金12亿元。

社会效益
项目全部投入运营后，可拉动90项关联产业，可新增

就业岗位10万个，可吸纳3000户企业入驻，可带来年均500
万人次的文化商旅资源。为推进长吉一体化起到龙头带动
作用。

第四章 项目效益分析

4.2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分期开发。一次性完成项目总体策划和地块规划，分三期进行规划
建设，全面提升区域文化价值、旅游价值和商业价值。

合作开发。将本项目规划范围内的长春市拖拉机厂和长春市发电设
备厂原址由国储中心转到国有资产投资公司，由国有资产投资公司评估
作价后以土地价值入股与长春东北亚总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发起设立长
春东北亚文汇不夜城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开发此项目，建设期为三年，
建设期和经营期内保证国有股份至少年10%的投资回报率,每三年回购股
权总额的50%，并在股份公司成立后的第六个年度全额回购股权,确保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

第五章 项目开发模式及计划

5.1  项目开发模式



本项目开发将按照七个阶段性节点逐次展开

第一阶段：项目总体立项，同时启动东北亚文汇不夜城
一期运营。

第二阶段：项目可行性研究并评估论证。
第三阶段：设立东北亚文汇不夜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阶段：规划设计及前期准备。
第五阶段：项目主体工程实施建设。
第六阶段：附属及配套工程实施建设。
第七阶段：项目竣工验收。

第五章 项目开发模式及计划

5.2  项目开发计划



东北亚文汇不夜城建成后将是长春成为现代文化名城的标
志。
东北亚文汇不夜城建成后将促进长春国际化乃至整个东北

亚区域的国际化。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是国家大力提倡和支持的

朝阳产业，符合长春市建设现代文化名城的发展战略。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巨大，必将拉动区域内各项产业升级，提升
城市品味，带动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建议纳入“长吉一体化”战略和省市十二五规划并给予支持。

建议政府根据有关扶持政策减免相关费用。
建议政府资助项目中公益性场馆的建设。

第六章 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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