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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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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 郑州中州皇冠假日
酒店三号楼中原厅内流光溢彩"热闹非凡!由
新通商集团旗下的北京正道恒业影视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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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拍摄的大型主旋律
胶片电影# 让爱回家$郑州拍摄星光盛典暨通
商财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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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高端客户联谊会在此隆
重举行%

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亚忠" 河南省妇联
主席陈砚秋"全国青联副秘书长"团中央中华
儿女报刊社社长李而亮" 中共河南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李宏伟" 河南省司法厅副厅长王有
仁" 河南省广电局副局长宋凤仙等来自中央
和地方的文化 "宣传 "司法 "广电等主管部门
领导出席盛典活动&影片主创团队斯琴高娃'

王姬"洪剑涛"应采儿等演艺大腕及中央电视
台电影频道著名节目主持人瑶淼等悉数到
场&新通商投资集团数十家合作伙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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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名通商财富会高端客户代表分享饕餮盛宴 &

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全国
'%

家媒体记者云
集郑州采访报道& 新通商投资集团高管团队
在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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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窗研修的活
跃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的五十多名企业家也
受邀观礼& 新通商投资集团高管团队携集团
'++

名员工全程参与盛典活动并列队欢迎各
方宾朋(

本次活动共分为四个环节) 第一环节是
盛典开场嘉宾介绍和领导致辞环节! 中共河
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宏伟和新通商投资集
团监事长李书望分别发表致辞! 新通商投资
集团董事' 常务副总裁冯中苍担任该环节主
持嘉宾&第二环节是影片推介环节!影片主创
团队斯琴高娃 '王姬 '洪剑涛 '应采儿 '侯姝 '

戴江'焦妮'赵芯艺等主要演员以及陈双印导
演与大家分享创作花絮! 该环节由央视电影
频道著名节目主持人瑶淼主持& 第三环节是
明星与客户联谊演出环节! 各位电影主创团
队的演艺明星' 特邀蒙古族歌手以及河南地
方戏曲名家' 少林武僧等特色演员共同为大
家奉献了一台精彩的文艺演出! 该环节由郑
州电视台主持人于海军主持& 第四环节是盛
典招待晚宴 !中央和地方领导 '各地嘉宾 '演
员明星与新通商投资集团董事会' 监事会全
体成员共同出席!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亚忠'

团中央中华儿女报刊社社长李而亮' 新通商
投资集团总裁闫宇分别致辞! 著名表演艺术
家斯琴高娃即兴为大家献唱蒙古祝酒歌 !新
通商投资集团董事副总裁李庆治主持了招待
晚宴(

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宏伟先生
在盛典开场环节的致辞中! 首先代表省委宣

传部对新通商集团成功举办电影* 让爱回家$

星光盛典活动表示祝贺! 对这部主旋律电影
寄予厚望!并建议电影拍摄完成之后申报五个
一工程奖%他希望新通商投资集团以及影片主
创团队能够充分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第二十
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的指示精神!要推出更多
的深受群众喜爱的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
于一身的好作品%最后李部长强调了省委书记
卢展工到河南文艺界调研时指出的+ 文化是
根'文化是魂'文化是力'文化是效,来勉励大
家!再次希望河南涌现出更多的像* 让爱回家$

这样的名作!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为
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 让爱回家$以监狱为大背景 !讲述了在
北方某省女子监狱一个普通分监区里! 一群
情同姐妹!始终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工作在
监狱第一线的女警官!以她们独有的智慧'勇
敢'执著'以及阳光灿烂般的真挚热情和道德
力量!运用与时俱进'科学先进的管教理念和
具体可行的管教方法! 带领另外一群因触犯
了刑律而失去自由的女犯走上心灵回归的改
造历程! 是一部反映新时期下女子监狱里女
狱警与女犯之间一曲曲爱的颂歌的主旋律电
影% 电影导演'新通商投资集团艺术总监陈双
印先生是一位曾获得+ 五个一 ,工程奖 '中央
电视台+ 最佳创意奖 ,的著名影视策划人 '制
片人'编剧'导演% 为获得最真实的第一手资
料!双印导演费时三年!实地走访了数十座监
狱 !共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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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名犯人进行了交流 !切身实
地的采访了监狱这个特殊场所在新时代的真
实面貌%

新通商投资集团是近年来活跃在中原资
本运作市场上的一支新生力量!其在全国首创
集房产交易'投资理财'贷款担保于一体的终
端化'银行化经营模式-..新通商房产投融资
超市% 目前!集团已经形成以金融服务为主体
产业!包括金融投资'房地产'汽车销售'文化
影视投资等四位一体的金融投资产业体系%

对于近年来很多投资机构不愿意涉足主
旋律类的影视剧作!新通商有自己的考虑!集
团有关领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企业的核心
理念是/ 诚信通商 !创业兴邦 ,!以/ 和谐 '创
新 '共赢 ,为企业精神 !坚持/ 分担风雨 '共享
阳光'与您携手'创富共赢,的创业宗旨!致力
于打造国内一流的金融投资服务团队和具有
广泛影响力的金融投资服务品牌! 在市场运
作的同时! 始终不忘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责
任% 集团希望以电影为契机! 搭建一个以社
会'家庭'监狱劳教系统为基础的社会公益大
平台 !启动以/ 关注女性服刑人员 !牵手让爱

回家 &远离女性违法犯罪 !共创和谐社会 ,为
宗旨的/ 社会大工程 ,!让全社会都来关注女
性罪犯这个特殊群体%

影片吸引了斯琴高娃'王姬'刘晓庆'王学
兵'洪剑涛'朱茵'孟广美'应采儿等一批有实
力的大腕儿明星加盟!其中最大的看点还在于
斯琴高娃'王姬'刘晓庆三位明星之间的对手
戏%

据悉!这将是三人之间的第一次合作!斯

琴高娃饰演的监狱长陈淑敏将与王姬饰演的
/ 狱霸 ,许雅玲展开激烈的对抗 !在盛典之前
的剧组与媒体见面会上! 有记者向王姬提问
称斯琴高娃向来以/ 气场强大 ,著称 !会不会
担心在戏中接不住招的时候!王姬直言/ 我会
毫不示弱! 希望导演能多给我们加几场对手
戏,% 三位重量级女明星的联袂演出!将成为
电影最大的看点%

盛典活动中! 剧组全体主创人员上场介
绍了电影相关背景和拍摄过程中的故事并接
受了主持人的提问!随后斯琴高娃'戴江'侯姝'

焦妮等演员上台和河南省戏曲名家' 少林武僧
等特色演员共同为各位来宾奉献了一场精彩的
文艺演出%盛典结束后!新通商投资集团在中州
假日皇冠酒店八方厅举行了欢迎晚宴%

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亚忠在招待晚宴上

致辞 !他表示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民
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
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文化精品生产!尤其是影视
文化的生产! 逐渐成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
文化需求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成为带动文
化事业' 文化产业整体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创
造文化产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重要载体% 电
影* 让爱回家$中期拍摄选择在郑州进行 !并且
大部分拍摄工作都将在河南省女子监狱完成 !

这对于提升我省影视文化产品竞争力! 促进我
省文化产业发展! 促进我省文化兴省战略的实
施具有重要意义! 希望全省各相关部门予以高
度重视'相互协调'紧密配合!在场地提供'后勤
保障'群众演员组织等相关环节予以大力支持&

各新闻媒体要及时迅速' 充分全面的对电影拍
摄进行跟踪报道! 确保电影拍摄的顺利进行和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电影* 让爱回家$是新通商投资集团进军文
化影视投资领域的亮剑力作% 本次星光盛典的
成功举办! 标志着新通商投资集团向文化产业
实施战略扩张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也是我省投
资界为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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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关于
文化建设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讲话以及
郭庚茂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大力推动
文化强盛战略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

...大型主旋律电影* 让爱回家$郑州拍摄星光盛典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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