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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长春国际汽车城建设，公主岭市积极
推进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发展、创新发展，充
分发挥区位优势，支持龙头企业落地、提升配
套协作水平，增强汽车配套产业链整体竞争力。

13日，记者来到总投资5亿元的吉林省诚
品高端制造产业园，园区内车辆往来频繁，生
产车间内工人忙着组装设备。据产业园运营经
理田志超介绍，围绕长春国际汽车城产业发展
方向，园区签约引进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等
15家小微企业，根据企业需求量身定制厂房
面积，帮助企业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规划、住建
等审批手续的办理，解决小微企业发展瓶颈，
实现相互协作，抱团取暖，共同发展。截至今
年6月，园区已实现8家企业投产达效，预计
今年年底实现产值两亿元。

公主岭聚焦延伸产业链和补充产业链，推
动优势产业聚集，持续做强汽车配套产业。位
于公主岭市岭东工业集中区的吉林富锋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自主研发、生产装配、经
营销售于一体的汽车部件企业。走进企业的冲
压车间，一台台全自动化机械正在有序作业，
工人正在生产线上忙碌，铸造、整形、切割等
工序高效推进。吉林富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公
主岭厂生产经理王树森说：“我们企业以大
众、红旗、丰越的配套生产为主，目前生产平
稳有序，订单量充足。”

截至目前，公主岭市规模以上汽车零部件
企业已发展到65家，主要集中在开发区、工
业集中区 4 个集聚区，产业集群效应日趋显
现。2022年，公主岭市计划建设5000万元以
上项目78个，其中23个涉及汽车行业，总投
资47.34亿元。

公主岭市

吹响汽车零部件
产业发展“集结号”

本报记者 丰 雷

在“这有山”，数千平方米的场地，市民换
装后和几十名演员在一起体验“大唐盛世”；
在莲花岛景区，“时光狂欢夜”主题夜游活动，
让游客享“夜食”、赏“夜秀”、逛“夜集”；位于
欧亚卖场4楼“光辉岁月”项目即将对外营业，
届时，将为市民提供10000平方米的红色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文化旅游基地、红色游学
研学教育基地……为落实“六城联动”发展战
略，承接文化创意城建设任务，朝阳区积极推
动文化创意产业与科技、旅游、经济融合发
展，不断提升城区发展活力和创造力，让朝阳
区走在时尚潮流的前沿，让区域更有“潮”气
时尚范儿。

入夜，篝火在莲花岛景区点燃。游客们有

的观看说唱表演，有的三五成群徜徉在主题
街区，有的组队参与互动怀旧游戏。沉浸式演
艺、璀璨烟花秀、草坪篝火晚会等项目，不仅
助推文化创意项目开展，也丰富了长春夏夜
的内涵。“这边有个换装体验，我和爱人来溜
达、打卡拍照。这里挺热闹，人还挺多的，景色
也好。”市民毕先生说道。

自开园以来，莲花岛景区吸引了大批游
客前来游玩，年均客流量达60万人次。今年，
作为长春市消夏艺术节分会场的莲花岛影视
休闲文化园区，打造了农耕文化、影视文化、
东北抗联红色教育、文创产品展销等一系列
大型文旅综合度假项目，满足广大市民多样
化、新奇化、品质化的游玩体验需求。

今年，我市聚焦文化创意城建设，打造千
亿级文旅产业集群，朝阳区积极行动，因地制
宜制订文旅产业发展规划。到2025年，朝阳区
将建设打造红旗街影视文创主题街区，永春
长春博览城文创街区、桂林路时尚潮流文创
街区，大力发展影视文化传媒、旅游会展、演
艺娱乐、信息服务等文创主导产业，并加快文
化创意平台建设，积极推进文化人才引进。

“我们计划建设以红旗商圈为基础的影
视文创主题街区，打造以电视剧《人世间》为
主题的精品旅游线路，联通以中泰海洋馆为
主的购物娱乐游和以南湖公园为主的休闲生
态游。”朝阳区旅游管理中心副主任毕辉介
绍，他们还计划推动中筝集团古筝艺术培训

进校园、进社区，举办第一届长春喜剧大赛，
助推莲花岛影视休闲文化园的改扩建工程，
提升朝阳文旅项目、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加
快建设充满时代魅力的现代化首善之区。

7月下旬，朝阳区文旅创意产业联盟将成
立，联盟将整合辖区内的文化旅游企业，进一
步推动文旅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

“7 月至 9 月，我们依托长春市消夏艺术
节，举办朝阳区消夏艺术节暨市民文化节、农
民文化节，营造休闲消夏的文化氛围，鼓舞文
旅行业加快发展。其中有一系列的文体活动
及文化展演，包括广场舞大赛、羽毛球比赛、
中铁长春博览城的消夏露营节、‘这有山’消
夏系列活动，长影旧址博物馆读书分享会和
莲花岛电音露营节、摩登奇妙夜等。”毕辉说。

演艺娱乐、文创主题街区、精品旅游线
路……充满时尚感的文化创意载体一波又
一波，一浪高过一浪，文创主导产业在朝阳
区呈现遍地开花之势。

文创主导产业遍地开花 朝阳更“ ”
本报记者 张鑫多

泥巴馆是什么馆？萌宠馆内可以和哪些小
动物亲密接触？绿园吾悦广场“时光隧道”内
的“铛铛车”又增加了新站点，带着消费者一
起去体验新“项目”。

吾悦广场里的时光引擎主题街区中有一辆
“铛铛车”，全程 420 米，贯穿 6 大主题场景，
途经数十家商铺，老长春风貌的多种场景与新
业态商铺呼应，碰撞出“时空旋涡”，带来别
样消费体验。

“‘铛铛车’抵达宠物互动体验乐园
站。”这是一个新站点，乐园门口有一只羊驼

“守门员”，扫码即可购买胡萝卜近距离投食，
而这只可爱的羊驼总会痴痴地望着过往人群，
期待一次以食物为连接的亲密接触。

乐园里集合了可达鸭、土拨鼠、小香猪等
“网红”成员，也有蜥蜴等“高冷”住客。“我
们还原了动物生活立体场景，主打体验互动，
科普认知。”乐园负责人说，在保障卫生、安
全的前提下，萌宠们接受人类朋友的友好触摸
和投食。

要想知道蜥蜴趴在胳膊上是什么触感、胖
墩墩的可达鸭是什么手感，那就来一场说走就
走的萌宠“探班”之旅吧！

宠物业态渐渐成为不容忽视的消费新势
力，撸猫馆、狗舍等可与宠物亲密接触的店铺
仿佛成为商场的标配，商场负责人表示，“萌
宠经济不仅成为消费者的情感栖息地，也成为
商场内又一个新‘宠儿’。”

与萌宠经济这位新“宠儿”不同，亲子业
态始终是商场关注的重要布局，在不断更新换
代中丰富着一个个小家庭的娱乐生活。

想跟动画片《小猪佩奇》里一样放肆地玩
泥巴，那就去“铛铛车”的下一站，泥巴主题
乐园。

换好工装，拿上小水桶，3岁的彭嘉乐一
步步走进泥潭，脸上满是兴奋。浑浊的泥潭
中，泥鳅的身影一闪而过，这些就是他的目
标。

泥巴主题乐园有多个体验项目，除了泥潭
抓泥鳅外，还有泥巴DIY、泥巴盲盒等，让孩
子们以泥巴为媒，充分发挥想象力、协作力，
与自然元素亲密接触，在娱乐中释放天性。

“近几年，商场中的亲子项目越来越新奇
了，这也是亲子业态发展的必然趋势。”商场
负责人表示，随着越来越多品牌入驻，亲子业
态也面临着品牌同质化程度加剧的问题，倒逼
着商场加大创新力度，引进更新潮、更具发展
潜力的儿童亲子体验项目。

随着经济复苏节奏加快，吾悦广场积极引
进新兴业态入驻，萌宠、新奇亲子项目等成为
商场的新主角，不断提升消费体验和消费黏
性。商场负责人表示，新业态入驻丰富了商场
的消费供给，使商场成为群众生活中的新奇体
验发生地。

“时光引擎”里的
新奇消费体验

本报记者 朱 怡

在长春，网红打卡地“这有山”，每天都
会迎来一批又一批顾客。

藏在“这山中”的“撸猪”馆、让人脑洞大开
的DIY手作店、新鲜零食汇聚的小铺……商场
经过近 3 个月的升级，“这有山”里的新业
态、新店铺吸引了很多人。

“这个小猪太可爱了，还听话。”抚摸着
在自己腿上熟睡的小猪，6岁的李欣阳小朋友
与记者分享着她新奇的萌宠体验。

这家名为“小猪的白日梦”的店铺，其实
是家宠物体验馆。差不多100平方米的面积，
摆着几张懒人沙发。顾客们半躺在沙发上，和
几只黑粉相间的小猪玩得热闹。“顾客可以与小
动物近距离接触，可以喂食，和它们互动。店
里从开始营业，客流就没断过。”店长刘洋告诉
记者，开业10多天，每天都有人前来体验。

记者注意到，顾客购买门票后，再穿戴好
一次性手套和鞋套，就能入店“撸猪”了。

“我们的小猪都进行过动物检疫。”刘洋说，
“撸猪”馆在一些大城市已经兴起，在长春，
很多顾客都是慕名而来。解锁新奇的萌宠体
验，顾客陈女士直呼“过瘾”。“无论是一个人
放松解压，还是和在意的人享受甜蜜时光，或
者带上小朋友一起与小动物近距离接触，都挺
好的。”

猪肉脯、金芒干、核桃仁、脱骨鸡爪、酱
香鸭舌……行走在“这有山”，新开的零食店
铺不仅品类齐全，还设置了充满童趣的休闲

区，可供游客歇歇脚，与家人朋友分享轻松一
刻。山中音乐会、天幕露营、房车市集、小吃
节，打造了一个属于夏天、令人沉醉的“这有
山”。每天19时30分开启的超级夜市，一直会
持续到第二天零时闭店，饕餮夜宴火力全开。

“疫情期间，我们对整个‘这有山’做了
一个升级。引进了19家新的店铺，并陆续在
一个月之内开业，‘这有山’的业态将更加丰
富。”长春这有山文旅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吕兴彦介绍，新引进的餐饮类店铺都是省内
首店。体验类业态，也满足了很多年轻人的好
奇心。“此外，我们计划今年要把‘这有山’
改造成一个真正的室内公园。”

山坡两侧、问蝉亭、望山亭等处，小雏
菊、鸟巢、九里香、绿萝、吊竹梅……新增的
3000余盆新鲜绿植，近20种花草向人们展示
浪漫色彩。室外新铺草坪和藤蔓类植被，将打
造别具一格的室外景观。

令人垂涎的美食，花样繁多的文娱，备受
青睐的体验馆，熙熙攘攘的人群……让“这有
山”恢复了往日的繁华。

大家熟悉的“这有山”，正在以不断焕
新的姿态，迎接渴望感受“新鲜”的消费
者。

不断焕新的不断焕新的““这这有山有山””
本报记者 张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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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各类亲子体验馆和亲子主题店铺备
受儿童喜爱和家长认可。小朋友沉浸在游戏
中，边动手边体验，家长也在陪玩过程中，实
现 了 高 质 量 的 亲 子 陪 伴 和 互 动 交 流 。
TOUCH12街倾力打造的1+N家庭型体验式消
费模式的背后，是体验式消费不断赋能新业态
的良性循环。

10日，恰逢休息日，在TOUCH12街商场
2楼儿童娱乐区的“淘矿部落”矿石科普主题
体验馆内，一包包带着神秘色彩的“矿石盲
盒”被拆开，小朋友在父母的陪伴下，感受着
淘矿寻宝的快乐。

“妈妈，我又发现一颗‘宝石’！”“这是
猫眼石，你看它像不像小猫的眼睛？”一对母
子坐在“淘矿部落”淘矿池前，只见小男孩不
停地把砂石进行冲洗、过筛，经过一番细致操
作，一颗颗色彩艳丽的“宝石”被筛选出来。
小男孩好奇地询问身旁的妈妈，探讨起“宝
石”的名字和由来。

“我儿子从小就喜欢各种石头，我经常带

他来‘淘宝’，每次淘到喜欢的石头，他都特
别兴奋。”家长刘女士表示，孩子在体验馆动
手实践后，也激发了孩子的求知欲。“孩子玩
完以后，经常会到相关矿石书籍中去找答案，
无形中增强了孩子对地质知识的理解。”刘女
士坦言，在体验中培养兴趣也是一种学习方
式。

同在商场2楼的长春勇士滑板，是一家集
教学、装备、道具等服务为一体的滑板极限运
动培训机构。每天放学后的时段，滑板场地
内，总能看到一群稚气未脱的少男少女。他们
戴着头盔、护膝、护肘，在一次一次滑行和翻
板中，体验滑板运动的快乐。“滑板可以锻炼
孩子的协调性和平衡性，培养孩子勇敢与自
信。”滑板俱乐部还针对4岁~18岁以及成年人
推出无基础体验课，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
来体验。

磁力片积木拼搭、航天模型手工制作、太
空沙玩具套装……在连锁品牌店菠萝树益智玩
具体验馆，各类儿童益智类玩具摆满展示墙。

一个个独立游戏桌前，小朋友们沉浸在益智游
戏中，一旁陪伴的家长不时地与孩子互动，记
录着一段美好的亲子时光。“只要有时间，我
都会陪着孩子玩，基本上是每周末都‘泡’在
这里一小天。”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她在
TOUCH12街多家店铺办理了会员卡，从儿童
游戏体验馆到早教中心，从美容美甲店到特色
餐馆。商场离家不远，吃喝玩乐购“一站式”
的家庭型体验式消费模式，可以满足她和孩子
的基本需求。

品尝各地特色美食在唇齿间留香；行走在
中央书局感受浓厚的人文气息；静坐在商场内
的“小巷”画一幅油画；DIY 一份专属停车
牌 、 手 机 壳 ， 体 验 手 作 的 快 乐 …… 在
TOUCH12街商场内，不管是儿童游乐场、餐
饮美食、文创书籍，还是亲子游泳馆、亲子餐
厅、儿童理发店……本质上都是通过家庭参与
各业态互联，以家庭为中心的辐射性消费，也是
体验式消费赋能新业态发展的生动实践。

“每个孩子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一个儿童
来商场消费，可能会带来多位家长的光顾，延
长了一个家庭在购物中心停留的时间，进而带
动每个家庭成员对餐饮、美容、购物、娱乐等
需求。”TOUCH12 街商场副总经理梁晋表
示，为满足周边小区居民的高品质生活需求，
下一步，该商场将进行升级改造，部分区域重
新规划布局，预计引入健身房、高端服饰定制
等门店。同时，将重新打造一楼外街，开启24
小时消费新模式，让人们沉浸式体验精彩纷呈
的都市“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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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山”已成为上班族下班
后休闲购物好去处。 赵滨 摄

在TOUCH12街商场2楼儿童娱乐区，小朋友们在家长
的陪伴下，共享美好的亲子时光。 赵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