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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潭利亚造船厂影视基地一
期工程施工现场，记者看到了已经
设计完成的平潭利亚造船厂影视基
地整体效果图。从设计图可以看
到，整个平潭利亚造船厂影视基地
项目以摄影棚为主，依托平潭竹屿
口的区位特点，保留了大量的平潭
海洋和船舶文化，形成有平潭特色
的影视集群。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刘孙英介
绍，平潭利亚船厂影视基地一期工
程包括 5K 摄影棚、附属楼、动力中
心等多个单体建筑。其中，摄影棚
的建设秉持“利旧图新”的原则，充

分利用原有船厂厂房结构，保留其
主体基础、梁、柱等主要受力构件，
进行合理改扩建，达到经济性与专
业适用性的统一。

平潭利亚船厂影视基地设计负
责人、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
究院建筑一所副所长康玉清介绍，
平潭利亚船厂影视基地坚持对标国
际标准，拟建内容包含数字摄影棚、
虚拟摄影棚、水下摄影棚、外景水
池、置景车间、后期配套综合楼、剧

组酒店、服务中心、展览中心等。目
前在建的平潭利亚船厂一期改（扩）
建项目包括 5K 摄影棚、动力中心等
多个单体建筑，总建筑面积达 11808
平方米。

“一期工程完成验收后，将实现
平潭影视基地从无到有的突破。”康
玉清说，加上周边优良的住宿、餐饮
等配套条件，平潭可承接电影、电视
剧、电视节目等的拍摄，致力于打造
影视产业引爆点，为平潭影视产业快

速发展奠定基础。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秘

书长、福建省船舶工业行业协会
会长助理黄祥顺表示，利亚船厂
在完成资产重组后，着力强化创
新驱动转型升级，不断培育经济
发展新动能和对外开放新优势，
积极布局新兴产业，给国内民营
船企转型发展提供可靠参考。

福建利亚船厂的华丽转身
□ 全媒记者 王有哲

前不久前不久，，位于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竹屿口的平潭位于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竹屿口的平潭
利亚船厂影视基地一期工程顺利通过验收利亚船厂影视基地一期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标志着平潭标志着平潭
首个专业摄影棚具备使用条件首个专业摄影棚具备使用条件，，这也意味着这个未来东这也意味着这个未来东
南沿海最大的专业影视基地将于国庆后正式投入运营南沿海最大的专业影视基地将于国庆后正式投入运营。。

在被马尾造船收购重组后在被马尾造船收购重组后，，这家年产值近这家年产值近 2020 亿的民亿的民
营造船企业实现华丽转身营造船企业实现华丽转身。。该船厂以转型发展为着力该船厂以转型发展为着力
点点，，于纷世乱局之中展现民营船企开拓创新的崭新气于纷世乱局之中展现民营船企开拓创新的崭新气
象象。。

““在困难时期在困难时期，，利亚船厂最终被平潭综合实验区土利亚船厂最终被平潭综合实验区土
地储备中心地储备中心‘‘收归国有收归国有’’，，通过收储通过收储‘‘去产能去产能’’，，既符合船既符合船
舶行业发展趋势舶行业发展趋势，，也符合平潭也符合平潭‘‘国际旅游岛国际旅游岛’’的城市发的城市发
展规划展规划。。””福建船舶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福建船舶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收购重组 走出市场泥潭
福 州 利 亚 船 舶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利亚船厂”前身）是平潭最大的造
船企业，成立于 1999 年，地处福州平
潭岛竹屿港，水深土实，腹地广阔，
交通便利，风光怡人。

该公司负责人张忠宽介绍，公司
厂区面积 40 多万平方米，拥有 5 万
吨级、3 万吨级干船坞各一座，配备
160 吨造船专用龙门吊机两台。室
内船体分段综合车间总面积 3.5万平
方米，可建造 140 吨重型分段，室内
管子车间总面积 6000平方米，年加工
管子 10-12 万根，配备大型管子集配
中心。此外，还包括三个分段总组
场，总面积 2万平方米，毗邻造船坞。
7000平方米涂装房一座，配置先进喷
涂设备，公司规模宏大、装备齐全，成
为适应现代造船模式的新型船舶生
产基地，具备建造 8 万吨级国际航线
散货船和海洋工程船生产能力，年造
船产量 40-60万吨载重吨。

“2005 年之前，利亚船厂以船舶
维修为主业 。”张忠宽告诉记者，
2006 年，利亚船厂果断地进行战略
调整，与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
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成批量承造中成批量承造中
型集装箱船液压舱口盖型集装箱船液压舱口盖、、7070 米海洋米海洋
平台供应船等产品平台供应船等产品，，并开工建造并开工建造 33..22
万吨散货船和集装箱货船万吨散货船和集装箱货船。。

20072007 年起年起，，利亚船厂与马尾造船利亚船厂与马尾造船
厂合作建造大型船舶厂合作建造大型船舶，，投资投资 22..11 亿美亿美
元进行两项合作元进行两项合作：：一是合作建造一是合作建造 7070
米 平 台 供 应 船米 平 台 供 应 船 77 艘艘（（实 际 制 造实 际 制 造 1111
艘艘）），，每艘投资每艘投资 950950 万美元万美元，，第一艘于第一艘于
20092009 年年 22 月交付使用月交付使用；；二是合作建造二是合作建造
33..22 万吨的运木散货船万吨的运木散货船 44 艘艘，，每艘投每艘投
资资 26282628万美元万美元。。

自从与马尾造船合作之后自从与马尾造船合作之后，，利亚利亚
船厂的年产值由船厂的年产值由 20072007 年的年的 33003300 万元万元
跃升至跃升至 20082008 年的年的 33..11 亿元亿元，，20102010 年造年造
船完工船完工 77 艘艘 2930029300 载重吨载重吨，，年产值达年产值达
到到 1515..3535亿元亿元，，20112011年交船年交船 1111艘艘，，工业工业
总产值超过总产值超过 1818亿元亿元，，实现了跨越式发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展，，跻身福建省造船企业前跻身福建省造船企业前 1010位位。。

““不过即便作为当地最大民营船不过即便作为当地最大民营船
企企，，利亚船厂依然面临订单缺乏和利亚船厂依然面临订单缺乏和
资金困难资金困难。。为了搞好公司的生产经为了搞好公司的生产经
营营，，及时解决资金短缺的难题及时解决资金短缺的难题，，公司公司
股东以及家族企业的其他投资收入股东以及家族企业的其他投资收入
也投到造船方面也投到造船方面。。””张忠宽说张忠宽说。。

20132013 年年底年年底，，利亚船厂与马尾造利亚船厂与马尾造
船完成资产重组船完成资产重组，，福建船舶集团和福建船舶集团和
马尾造船成为控股股东马尾造船成为控股股东，，马尾造船马尾造船
通过重组利亚船厂转产高技术含通过重组利亚船厂转产高技术含
量量、、高附加值的高附加值的 500500 人海上半潜式生人海上半潜式生
活平台活平台，，不仅实现自身产品的转型不仅实现自身产品的转型
升级升级，，也带动利亚船厂走出了订单也带动利亚船厂走出了订单
不足的市场泥潭不足的市场泥潭。。

“收归国有”转型焕发生机随着《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
展规划》和《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
规划》的出台，四面临海的平潭迎
来了海洋经济发展的快速期。实
验区将从海上风力发电、实施海
水淡化、加强滨海旅游开发、海洋
工程装备等多个方面发展海洋经
济。

平潭是由 126个大小岛屿组成，
陆域总面积 392.92 平方公里，其中
大练岛将规划为海洋工程装备制造
与船舶建造的基地。这一度也为利
亚船厂再发展、再做大提供了难得

发展机遇。
利亚船厂原本将与有关方面签

订大练岛 1000 亩用地合同，拟建海
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不过，由于
船舶行业还处在困难时期，利亚船
厂最终被平潭综合实验区土地储
备中心‘收归国有’。”张忠宽说。

9月 26日，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
委书记陈善光在福建省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系列主题新闻

发布会平潭专场上表示，平潭综合实
验区是闽台合作的窗口，深化影视交
流合作是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
内容。平潭发展影视产业，不仅契合
国际旅游岛的定位，更能有效地发挥
平潭自然资源和政策优势。

经过多年发展，实验区已经从
基础设施建设迈入产业发展的快
车道。目前，平潭已建成邓丽君影
视基地，总投资 30 多亿元的利亚造

船厂影视基地也开始建设。陈善
光表示，平潭利亚造船厂影视基地
一期工程作为平潭首个真正意义
上的影视棚，是撬动平潭影视产业
发展的一根杠杆，整个影视基地的
设计和规划更是坚持了高科技、高
标准，突出平潭在地文化和两岸融
合。

未来，平潭利亚造船厂影视基
地可承接包括电影、电视剧、电视节
目等的拍摄，对提升平潭国际旅游
岛的知名度和影视产业公司的落地
具有重要意义。

利旧图新 坚持国际标准

10 月 18 日，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
轮在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所属
的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正式开工
点火钢板切割，全面进入实质性建造
阶段。

这标志着中国船舶工业正式跨入
大 型 邮 轮 建 造 新 时 代 ，摘 取 造 船 行
业“皇冠上最后一颗明珠”、圆中国造
船人的梦指日可待，这是中国船舶工
业高质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一
步，这也将对我国建设海洋强国、制
造强国、科技强国产生重大而又深远
的影响。

船舶工业
高质量发展的“一号工程”

近年来，中船集团紧密围绕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全力履行“服务国家战
略、支撑国防建设、引领行业发展”的使
命责任，紧扣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国
际航运中心建设和先进制造业发展等战
略目标，全面实施大型邮轮、智慧海洋、
智能船舶、船用低速机等重大创新工程，
推进中国船舶工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型邮轮工程是中船集团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家战
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大举
措，是中船集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
号工程”。

为了实施和推进此项工程，中船
集团专门成立了邮轮产业发展领导小
组，以及集团发展邮轮产业重要平台
中船邮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并分别
与全球最大的邮轮公司嘉年华集团、
全球最大的邮轮建造公司意大利芬坎
蒂尼集团合资组建了专业的邮轮管理
和设计公司——中船嘉年华邮轮有限
公司和中船芬坎蒂尼邮轮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今年 9 月，中船集团所属中船邮轮
与上海市宝山区委区政府签订共建邮
轮运营和配套产业链的备忘协议。一
系列举措，旨在加快建立研发、设计、
制造、营运、配套、服务等一体化的大
型邮轮产业链，加快打造国际高端水
准的邮轮科技产业园。

同时，由中船集团旗下的中船第九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船舶工艺
研究所负责设计和建造的邮轮专用船
坞改造、薄板平面分段流水线等一批
大型邮轮船厂适应性改造工程全面铺
开，不日将投入使用。

美好生活
呼唤大型邮轮国产化

近年来，国家愈发重视发展国产大型
邮轮，国务院各部委多次出台邮轮产业
引导及支持政策，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
来，党和政府高度关注和支持中国邮轮
产业发展，而建造国产大型邮轮是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载体，因此，
发展邮轮本土制造可谓“天时地利人
和”。

据了解，与欧美国家成熟的邮轮产
业体系相比，我国邮轮市场起步较晚，
但发展迅猛。过去十年，我国邮轮旅
游产业发展迅速，邮轮游客数量急剧
增长。预计到 2035 年中国邮轮游客总
量将达 1400 万人次，中国或将成为全
球最大邮轮旅游市场之一。

然而，目前全球大型邮轮建造产能
略显不足，欧洲 7万总吨以上邮轮年产
能仅为 8艘左右，且 2025年前交付的邮
轮建造船位基本已满。我国作为全球
最具潜力的新兴邮轮市场，正面临大
力发展邮轮经济、邮轮产业以及邮轮
装备的难得历史机遇。

对此，中船集团将设计建造大型
邮轮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一号工程”，
努力开启大型邮轮建造新时代。2018
年 11 月 6 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上，中船集团与美国嘉年华集团、
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正式签订了 2+4
艘 13.5 万总吨 Vista 级大型邮轮合同，
标志着中国船舶工业翻开了崭新的一
页。

此次国产首艘大型邮轮开工建造，
对上海乃至中国的邮轮经济发展将起
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用创新“解码”
巨系统工程

大型邮轮是船舶工业设计建造难

度最高的船型之一，被誉为现代工业
和现代化城市建设综合化和集约化的
巨系统工程，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的
综合科技水平和制造实力，是我国目
前唯一没有设计建造业绩的高技术船
舶产品。

与传统的三大主流船型相比，大型
邮轮在设计理念、建造工艺、运营管理
等方面存在天壤之别，其设计规范标准
远远高于其他船舶产品，且设计工作物
量极大。

例如，外高桥造船从芬坎蒂尼引进
的设计图纸及建造管理文件就有 15 万
页，近 2.1 吨，整船由 2500 万零部件组
成。

国产首艘大型邮轮共约 70 个公共
区域，每一个区域都拥有数量繁多的
系统，系统间、区域间需相互配合、相
互作用才能保证区域的正常运营，如
何梳理复杂系统间的逻辑关系，通过
系统集成更科学有效地完成设计建造
工作成为当前大型邮轮工程的重点和
难点。

中船集团坚持走国际合作、引进消
化吸收再创新的发展道路。

面对庞大工程的系统集成难题，在
设计方面，引进了国际最新的三维设
计软件，投入大量设计人才以及 IT 辅
助人员不断进行软件的二次开发，以
保证软件能充分满足大型邮轮的建模
需求。

在建造管理方面，升级集成开发
SWSTIME 系统，基于以往造船管理的
基本流程，很大程度地提升了原有的
船舶建造管理能力，可实现大型邮轮
2500 万零部件从设计、采购、生产建造
各阶段、调试到交付的全时段追踪，通
过数字化模式实现科学高效地生产建
造。

目前开工的这艘大型邮轮，总吨位
约 13.55 万，总长 323.6 米，型宽 37.2 米，
最 多 可 容 纳 乘 客 5246 人 ，拥 有 客 房
2125间。

船东为中船嘉年华邮轮有限公司，
由中船芬坎蒂尼邮轮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设计，入级英国劳氏船级社和中国
船级社，计划于 2023 年下半年交付运
营。

中国开建造船行业“皇冠明珠”
□ 通讯员 何宝新 汪诚

本报讯 （全 媒 记 者 杨
雪 通讯员 袁璐玶）日前，我
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
考察破冰船“雪龙 2”号从深
圳蛇口邮轮母港出发，首航
出征南极，与“雪龙”号并肩
执行中国第 36次南极考察任
务。记者了解到，埃克森美
孚为“雪龙 2”号定制全面润
滑解决方案，帮助确保其关
键设备安全可靠运行，为其
首度考察任务保驾护航。

据悉，作为全球第一艘
具备船艏、船艉双向破冰能
力的极地科考船，“雪龙 2”
号采用两台 7.5MW 破冰型吊
舱推进器，可以在冰区实现
快 速 掉 头 、转 向 以 及 原 地
360°自由转动，这不仅极大
提高了“雪龙 2”号的操纵性
能，在南极近岸冰情复杂、水
域狭窄的环境中，更增强了
船舶的安全性，同时也意味
着我国极地考察区域和季节
得到了极大拓展和延长。

记者了解到，“雪龙 2”号
的突破性设计将带领我国极
地科考团队深入更厚的冰
盖，应对更复杂的气候变化，
在更为严苛的运行环境下为
极地考察任务提供长期现场
保障和可靠支持，这无疑对
配套设备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在长达数月的科考任务
中，“雪龙 2”号船舶润滑点
将面临高湿度、超低温的考
验，同时由于超长跨洋航线
补给的特殊性，确保润滑长
效性和稳定性尤为关键。为
此，埃克森美孚为“雪龙 2”
号量身定制了全面润滑解决
方案，为其吊舱推进器、发电
机、科考吊机、艏侧推齿轮箱
等全船关键设备提供一系列
性能优越的润滑产品，及完
备的技术支持，满足船上设
备严苛的技术要求，在极端
环境下提供稳定的润滑保
护，帮助确保“雪龙 2”号安
全可靠运行。

埃克森美孚为“雪龙2”号
定制润滑解决方案

10 月 21 日，由江苏省镇江船厂（集团）有限公司为几内亚铝土矿项目建造的系列
工程船舶，第二批次首艘3600hp顶推船——“益拖201”完工交付，顺利启航。

图为中散二批顶推1号交付。
图片由江苏省镇江船厂（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2019 年 5 月 25 日 ，根 据
群众报警在湖北省武汉市阳
逻大桥上游 100 米长江边发
现一具白骨化女尸，尸长约
1.50 米，足长约 21 厘米，下身
穿牛仔裤，脚穿白色袜子。

如有上述时间节点失踪且
特征相符的失踪人员家属，请
与长江航运公安局武汉分局
联系，联系电话 027-85703053。

2019 年 5 月 22 日，根据群
众报警在湖北省洪湖市磷肥厂
长江边发现一具女尸，尸长约
1.55 米，足长约 21 厘米，年龄约
60 至 70 岁。上身穿红色秋衣，
下身穿黑色绒裤、红色秋裤，脚
穿黑色红点休闲鞋。

如有上述时间节点失踪且
特征相符的失踪人员家属，请
与长江航运公安局武汉分局联
系，联系电话 027-85703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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