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专题

2019 年 7 月 2 日 星期二
www.jfdaily.com

长三角文旅新名片“无锡融创文旅城”开业当天客流达 ３０ 万 ＋

全域旅游模式打造家庭游首选地
６月 ２９ 日，
备受各界瞩目的无锡融创文旅城正式
开业。
尽管下雨，
但霞客山飞翼过山车、
水上旋风大浪
板、
峡谷漂流等众多项目门口依然大排长队，开业当
天即吸引客流达 ３０ 万 ＋ 人次、营业额达 １５００ 万 ＋，
长三角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们纷纷前往体验，
期待而
至，
满足而归。
历时 ６ 年精心建设，无锡融创文旅城集超大规
模、丰富业态、交通便利和世界级体验等特色于一
身——
—刚刚揭开面纱，
便“惊艳”长三角，
成为无锡市
委书记李晓敏口中的“无锡城市新名片”。
开业仪式现场，无锡市副市长刘霞对无锡融创文

旅城提出了殷切期望，
“无锡融创文旅城对推动无锡现
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强化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地位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希望无锡融创文旅城成为文化旅游
标志性项目、
长三角文化旅游一体化示范性项目，
成为中
国家庭游的首选目的地、
无锡文化旅游的靓丽新地标。
”
融创中国执行董事、执行总裁兼上海区域集团总
裁田强在开业仪式上表示，无锡融创文旅城的建成开
业，将带动逾万人就业，拉动每年上千万人次的消费。
无锡文旅城的规模、创新优势以及与当地文化的深度
融合，
必将使项目成为长三角区域新地标，
成为世界级
旅游目的地。

江南文化浓郁
长三角家庭首选旅游地
“一座游乐园一般只有一台过山车， 在这
里我玩了飞翼式悬挂过山车、蒸汽锅炉过山车
等等各种类型的过山车， 还有很多游乐项目，
是其它地方没有的。”开业第一天，来自上海的
沈先生就迫不及待前往无锡融创文旅城 “尝
鲜”。“在无锡可以一站式、 全业态集中享受和
体验特色项目。” 融创无锡主题娱乐文化管理
公司总经理杨帅虎说。
惊险刺激的项目，迎来“爆棚”人气。和沈
先生一样，许多游客是特地前来感受“世界级”
水准。据悉，无锡融创文旅城一共有 38 台（套）
国际领先标准游乐设备，9 大世界首创项目，共
计 20 多项国际专利和国内专利。
霞客山飞翼过山车是世界最高、 最快、最
长的飞翼过山车之一， 最高时速达每小时 118
公里。“乘坐时， 还能看到巨大的 LED 屏幕播
放的影片，让人感觉像雄鹰般翻山越岭。”从苏
州赶来的王小姐说。“水世界工厂历险记”是另
一番过山车体验，这里有着世界首台多重变轨
室内过山车， 通过 3D 影片， 游客们可以瞬间
“穿越”回到工业时代。
主题乐园里一片火热，融创“水世界”则是
浓浓“清凉”。“水世界”是中国首个沉浸式太湖
主题水乐园，拥有世界首创的水上射击类竞技
滑道, 以及水上旋风大浪板、4D 水上影院、温
泉、冰屋等明星项目。高 20 米的“峡谷漂流”引
来众人侧目，这里有着世界滑道最长、落差最
高的滑道峡谷漂流，同时也是世界首创滑道结
合大浪板、河道漂流的水上游乐设施。哪怕下

融创中国执行董事、执行总载兼上海区域
集团总裁 田强

雨，全室内设计也让游客们在“水世界”尽情戏
水，完全不受气候影响。
“和许多游乐园不同， 这里有一种亲切
感。”无锡本地人杨先生说。这种亲切感，来自
无锡融创文旅城特有的江南文化主题。运河人
家、霞客神旅、彩陶转盘、吴王之盾、吴王宝剑、
飞越江苏……这些游乐园区和游乐项目的名
字，是江南人心中最熟悉的历史和文化。
“走在特色的江南商业街， 看着乌篷船泛
舟，在房间推开窗便看到湖光山色，好像生活
在了风景如画的江南小镇。” 酒店住客张女士
说。契合江南文化主题，度假酒店群变身“小桥
流水人家”，一条内河穿流而过，游人可以摆渡
在水巷。酒店里也融入传统江南水乡和经典园
林建筑特色。借无锡文化名山雪浪山之景, 引

开业仪式合影

—“雪浪湖”, 形成
长广溪之水, 形成酒店内湖——
山、水、天一色之景。77 间套房根据不同的环境资
源，分为寻园、望亭、观湖、见山、饮溪、问林。
开业以来， 无锡融创文旅城吸引了众多全
家出行的游客。 “ 餐 厅 里 有 不 少 儿 童 喜 爱 的 项
目，比如小丑、糖画、棉花糖，孩子玩 得 特 别 开
心。全家来这里度周末，是绝佳的选择。”游客姚
女士说。除了亲子项目丰富，度假酒店群引入江
南特色，把太湖鱼米之乡的传统集市“搬”了进
来。各种特色美食分布在不同档口，招牌菜肴采
用传统集市叫卖的方式进行派送。
此外，不少游客选择在“雪世界”感受芬兰圣

诞村，体验江南首个室内滑雪场；年底也可以在
“海世界”和海陆空三类动物互动；在太湖秀场欣
赏由国际顶级艺术大师弗兰克·德贡亲制的 《太
湖秀》表演。坐落于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海”的太
湖秀场，紧依太湖湖畔。“竹海”是剧场外围的 365
根层叠错落的仿竹钢立柱。随着日夜不间断的光
影变换，空间效果也将被烘托得更加梦幻。
无锡融创文旅城将重新定义“快乐”，游客体
验到的不仅是先进的乐园设备的感官刺激，更是
沉浸在主题文化其中，从氛围营造，到感知体验
的立体式快乐体验，将成为长三角游客旅游度假
的首选之地。

文旅商融合
独一无二的游乐体验

无锡融创雪世界

无锡融创水世界

作为我国人口总量、 经济规模最大的区域，
长三角地区位居中国旅游业前列，是我国跨区旅
游合作最成功的地区。处于长三角几何中心的无
锡，旅游资源丰富，但景点业态较为单一，使得无
锡一度只是过境游城市，难以让游客“留下来”。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下，发展文
化旅游有望成为区域合作的“润滑剂”和“新增长
点”， 对无锡来说更是一种机遇。《无锡市 “十三
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十三五”时期是无锡
市旅游业转型升级、结构调整、质效提升的关键
时期，更提出要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旅游
休闲度假目的地”。
无锡融创文旅城就是无锡旅游业转型升级
的重点项目。其本身的战略定位、地理区位、业态
布局和设备能级，就具备打造“旅游新名片”的潜
力。还未开业，无锡融创乐园已被世界纪录认证
组织（WRCA）评为“世界影响力奇迹乐园”，成为
长三角旅游的一张崭新名片。
在融创中国的战略体系中，无锡文旅城要被
打造为“长江三角洲地区一站式国际休闲度假目
的地”。在业态优势上，无锡融创乐园共有 58 个
娱乐项目，是全国首个江南文化特色现代主题乐
园。对无锡乃至整个长三角区域而言，该文旅项
目具有组合型的绝对竞争优势。该“巨无霸”文旅
综合体总占地面积达 220 万平方米，汇聚融创乐
园、商业中心、水世界、雪世界、海世界、太湖秀
场、星际酒店群、滨湖酒吧街等八大业态。 乐园、
商场、秀场、景区与酒店的结合，将改变无锡的旅
游格局， 甚至改变长三角当地人的周边游模式，
助力无锡成为进出华东旅游的枢纽。
除了组合优势，独一无二的旅游体验也是无
锡融创文旅城的特色。例如，无锡唯一的水世界、
水上 4D 电影院、雪乐园；如果入住度假酒店，住
客可以通过乘坐摇橹船抵达客房。“融创茂”极具

特色，被称为“最不像购物中心的商业中心”，是
家庭旅游型消费综合体。区别于传统商场，融创
茂的服饰业态只占 10%，绝大部分营业面积让位
给好玩有趣的品牌， 如江苏首家华为智能生活
馆、 江苏首个室内奥运会标准 1800 平方米溜冰
—喜悦冰场。
场——
此外，硬件设备以高标准打造。在无锡融创
文旅城 5 年半建设中， 规划设计就花费了一年
半。在项目落地时，所有项目均按照规划图纸施
工，确保总体品质把控。难度最大的工程——
—太
湖秀场，为实现复杂的演艺效果，涉及超深的基
坑、4D 模拟施工和 BIM（设计施工一体化）等高
难度技术，被英国《泰晤士报》评为“2019 全球十
佳建筑”之一。“融创茂”打破了“单中心”模式，
以巨型室内水世界、雪世界、海世界、商业综合
体为四大核心，是无锡、苏州、常州等地规模最
大的商业单体建筑， 也是业态最全的综合性娱
乐中心。
硬件之外，文化软实力是文旅项目持续“造
血”的重要机制。在无锡融创文旅城的内容打造
上，融创文旅下了一番功夫。融创积累了大量 IP
资源为文旅城赋能，如定期举办赛事、音乐节、电
竞、演艺等内容来吸引客流，塑造对客流有吸引
力的、可持续的文化地标；构建开放的文化生态
圈，打造城市精神的引力场和文化地标。
在区位上， 无锡融创文旅城位于太湖新城，
拥有人口基数大、经济发展有活力、足以保障客
源的大都市圈“客群”，甚至辐射至整个长三角区
域，具备优质客源市场。未来，它将与无锡市其余
各品牌景区的联动对接，放大资源效应，提升旅
游能级，打造精品线路。依托无锡本身作为热门
城市旅游地的优势，无锡融创文旅城可辐射全国
人口，推动无锡建成江苏省内领先、全国一流、世
界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城市。

“我国的文旅产业具
有很大发展潜力，强需求
市场正在孕育。” 业内人
士表示。根据《中国 家 庭
旅游市场需求报告》显
示，家庭出游已经占据整
个中国境内外出游市场
的 50%至 60%，渴望家庭
出游的消费者占比高达 9
成以上。
无论业态集成度、建
成体量、产业协同， 还 是
开发、 建设和运营模式，
融创文旅城均难以复制。
融创文旅具有较强业态
复合能力。 每一座文旅
城，都有融创乐园、 融 创
茂和融创酒店群三大业
态，雪世界、海世界、水世
界、电影世界、体育世界、
秀场、大剧院和会议中心
等八种主题业态则依据
不同区域的具体条件进
行组合，创造出娱乐与商
业的跨界融合体验。园区
—融 创 文
规 划 参 与 方——
旅规划院，是中国文旅创
意产业领域第一家被国
家授予“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称号的企业；园 内 世
界级项目，融入了国际顶
尖设计公司的智慧。
在产业协同方面，无
锡融创文旅城的开业， 激活了融创文旅板块，
使得融创内部各战略板块得以联动。在产业协
同方面，无锡融创文旅城的开业，一方面将“内
容+平台+实景娱乐”的战略进行了落位。无锡
融创文旅城围绕长三角地区的家庭游客群需
求，江南的在地文化游乐场景化，呈现各得其
乐的家庭时光。另一方面，无锡融创文旅城用
现代高科技实景演绎中国故事，实现中国文化
地地道道的国际表达，实现在地文化的场景复
原，激活了在地文化的文创产业。
文旅产业关乎民生的服务性产业，如何提
升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是每一个
文旅从业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融创看来，必
须要坚持长期运营的思路， 持续导入新的内
容，让每一个文旅项目能常建常新，让游客常
来常新。从区域来看，无锡融创文旅城也将推
动形成长三角地区旅游市场的竞争格局，促进
旅游产品不断迭代更新。
“作为有幸参与江苏与无锡建设的一份
子，融创见证了长三角的飞速发展，并深深地
体会到江苏与无锡深厚的发展底蕴以及无限
美好的未来。融创将以多年持续锻造的卓越品
质为保障，地产、文旅、文化、服务四大板块协
同，共同助力‘强富美高’的江苏、无锡更上一
层楼。”田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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