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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恒大童世界正式开建
加快构筑高标准乐园版图
I
DEATTACK
TEC
（艾迪泰克）、I
（埃太克）、
SANDERSON
（新道信）等世界顶级机构的
325位大师担纲设计，是全球拥有科技含量
最高、多维互动游乐设施最多的童话神话
乐园。

近年来，我国文化旅游产业呈现爆发式增
长，
老百姓对于优质主题公园拥有巨大需求。
恒大在文旅产业的发展迎来重要里程碑。
位于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的西安恒大童世
界5月16日正式开工，
陕西省相关领导，恒大集
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恒大旅游集团董事长肖
恩，恒大健康集团董事长时守明，恒大集团副
总裁谈朝晖、刘永灼、姚东，恒大中原公司董事
长贾飞，西安童世界董事长梁谦等恒大高管悉
数出席开工仪式。
随着恒大童世界建设不断推进，这一具有
中国文化特色的世界级乐园正渐行渐近。而在
各路巨头纷纷进行产业布局，抢滩文旅市场的
背景下，恒大童世界将如何突出重围？又会给
行业带来怎样的影响？

全国布局
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规模超迪士尼
打造世界级文旅胜地
作为恒大在文化旅游布局的拳头产品，恒
大童世界是全球规模最大、
档次最高、
世界第一
的顶级童话神话乐园，
专为2~15岁的少年儿童
打造，
是全球唯一的“全室内、全天候、
全季节”
大型主题乐园，共设计规划了35个建筑单体和
33个大型游乐项目，
5
规模是迪士尼的1.
倍。
此次开工的西安恒大童世界，位于陕西西
咸新区秦汉新城，
是陕西省重点建设项目。项目
距西安咸阳国际机场7公里，区位优势明显，
将
融合秦汉文化，打造成为具有秦汉韵味和世界
影响力的文化旅游胜地。
中国主题公园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研究
机构预计，到2020年，中国主题公园整体游客

开工仪式现场
量将超过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市场。但与之相对
的是目前国内主题乐园高度同质化，文化内涵
薄弱，
游客体验不佳。
近年来，
国家对乐园建设的要求不断提高，
从
推进主题乐园高质量发展出发，
提出了
“丰富文化
内涵、
提高科技含量、
壮大市场主体”
等方面要求。

立足中华文明
高科技手段增强体验感
恒大童世界从诞生之初便瞄准了高标

准、高 品 质 ，项 目 立 足 中 华 五 千 年 文 明 ，以
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故事为原创主
题，其中近一半项目的人物造型、故事情
节、场景均来自中国经典神话传说和历史
故事，同时融合了古希腊、古埃及、古阿拉伯、
西欧等经典童话、神话元素，让少年儿童在
玩乐 中 增 长 知 识 、开 拓 眼 界 ，实 现“ 寓 玩 于
学、寓教于乐”。
“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积累了大
量的文化宝藏。恒大童世界主要从博大精深
的中国文化中发掘文化创意和特色，这是与

其他主题乐园最大的不同。同时，根据当地
的文化特色，各个童世界的特点也会很好地
表现出当地文化的韵味。”一位文旅产业分
析师表示。
再好的创意也需要通过高科技手段呈
现，才能增强游客体验感。据了解，恒大童世
界所有设备由荷兰VEKOMA（威克马）、意
大利ZAMPERLA
（赞培拉）等世界顶尖的游
乐设 备 供 应 商 生 产 ，均 以“ 最 安 全 、最 受 欢
迎、最高科技含量”为选择标准。
同时，整体规划及游乐项目由来自

考虑到我国不少城市冬天较长、夏天多
雨，对游玩带来不便及安全隐患，恒大童世界
创新性地将所有游乐项目均设定在室内，建
筑间由连廊贯通，确保乐园不受任何天气、气
候影响，即便是在冰天雪地的日子里，少年儿
童也可以在恒大童世界温暖的全室内游乐项
目开心地玩耍。
据了解，恒大将在全国布局15个恒大
童世界项目，未来2~5年陆续竣工开业。除
了西安恒大童世界，位于贵阳、长沙、开封、
沧州、苏州等城市的童世界项目均已开工
建设。
按照单个恒大童世界500公里的辐射半
径计算，一个童世界可以服务8000万的消费
人群，预计每个项目年游客量超过2000万人
次，年消费总额将超过200亿元。
“在我国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国人对优质
乐园有着极大的需求。”相关行业内人士表
示，恒大童世界创新性地融合了中国文化精
髓和世界经典文明，在提升旅游品质和契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的同时，将有力地推
动我国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郭文新

5月19日~26日沈阳市科技活动周20余项科普活动等您来

海翼号、
潜龙号深海机器人首次实物亮相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桐）潜龙
二号、潜龙三号“两条大黄鱼”首次实物亮相；
聆听科学家科普报告；到沈阳大学自然博物馆
过科学夜；20项科普活动……
昨日，沈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市
科技局副局长王义清介绍2018年沈阳市科技
活动周活动。
据了解，自2001年起，国务院将每年5月
份的第三周，确定为科技活动周。2018年沈阳
市科技活动周将于5月19日~26日举办。今年
全国科技活动周主题是“科技创新 强国富
民”。今年组委会组织了4大类30余项活动。

看科普4D电影车
体验运动技能素质检测
5月19日9：00，在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
研究所举办2018年沈阳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
式。届时将举办中科院公众开放日活动、沈阳
自动化研究所建所60周年发展成果展、知名
学者科普报告会、公众身体素质检测、4D科普
大篷车展演等一系列活动。
在主会场能看到刚刚完成科考任务，我国
最先进的潜龙二号、潜龙三号“两条大黄鱼”
；
能聆听到国家973、863项目负责人关于机器
人视觉领域的科普报告；
能看到沈阳科学宫最
新的科普4D电影车；能体验到沈阳体科所公
民运动技能素质检测。
此外，本周末在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举办机器人展，展示地震救援机器人、水下机
器人和服务机器人。其中的海翼号深海滑翔机
和潜龙一号、潜龙二号、潜龙三号自主水下机
器人，是首次以实物形式与社会公众见面。

征集企业研发需求
高校院所成果转化
通过沈阳市科技条件平 台 、沈 阳 科 技
PLUS、沈阳高企之家等科技管理平台，宣传科
技创新券申领使用、科技计划项目申报、科技
创新成果转化、
“双培育”、高企认定等科技创
新政策。举办2017年“毅昌设计谷杯”沈阳工
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暨优秀作品展活动。
科技周期间，全市还将开展企业研发需求
征集和高校院所成果转化征集活动，建立科技
创新的供需双方沟通渠道，
有针对性地解决企
业研发技术难题，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速度。

到沈大自然博物馆
体验影视特效过科学夜
开展中科院公众开放日、求真科学营、沈
阳大学自然博物馆科学夜、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校园开放日、沈阳工业大学小小创客周等20
项特点鲜明的科普活动。
全市12所建立青少年科技创新实验室的
中小学全部参与活动。实现了高校、
院所高端
科技资源与中小学科技创新教育的有效对接。
孩子们既能走进沈阳大学、沈阳工业大学、沈
阳建筑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动手做实验，
看展品，沈阳食品检测所、省农科院花卉所的
专家还能走进校园，带去精彩的科普报告。
此外，市科协联合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还
将继续举办第二届科普微视频和科普动漫大
赛。推进科普信息化建设，
推动科普作品的繁
荣与发展。

2018年科技周沈阳市级部分活动
活动名称

简要内容

中科院求真活动营

介绍中科院北京、西安、上海、南京等地求真营活动路
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
线及内容等

23983478

校园科学节活动

科学宫科普大篷车和4D电影车开进校园，多个在国家
沈阳科学宫
比赛获奖的科学实验秀进行展演

23978007

博物馆科学夜活动

参观博物馆、
听科普报告、
诱捕昆虫、
制作标本、影视特 沈阳大学（自然博物馆科普基地、影
62268329
效体验
视特效科普基地）

科学带你一起飞

走进专业实验室，自己动手探究身边水资源

航空博览园

仰望星空天文观测、校园开放日、蓝天讲堂、航模表演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校园行等活动

89723969

青少年国防知识竞赛

在青少年中普及国防知识、增强青少年群体的国防意
沈阳理工大学
识和爱国情怀

24681918

小小创客活动周

3D创意设计、
3D打印体验、参观国家级工业市级工程
沈阳工业大学
技术研究中心

25288733

新能源新生活

爱舍智居太阳能别墅科普展示，现场体验太阳能车、太
沈阳工程学院
阳能房车

88926699-8307

花卉制作体验科普活动

参观辽宁60年农业科技成果展，现场参观蝴蝶兰生产
辽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
基地、动手制作花卉

31025677

食品安全科普知识宣讲

微生物与食品安全、食品添加剂知识、食品安全小知识
沈阳食品检验所
等科普讲座进校园

89794013

园林植物科普体验活动

园艺课堂、
职业体验、户外参观等活动

23916637

童心飞扬 科技伴成长

科技小制作活动、
“我眼中天气”气象科普知识问答、科
沈阳儿童活动中心
普剧展演活动、
魔方竞技活动等

62127035

青少年保健科普 系 列 宣 低年级感觉系统提升、身高保健；中小学视力筛查；中
沈阳市妇幼保健院
传义诊
小学生青春期心理辅导

86905014

皇姑区博物馆联盟成立 将以不同主题举办博物馆开放日活动

19个博物馆推出免费活动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闻英奇）5月16日下午，沈阳市皇姑区委宣传部、
区文明办、
区文体局（
旅游局）、区教育局、
华山功能
区联合在皇姑区皇姑屯事件博物馆举办
“讲文化故事 享无限链接”
皇姑区博物馆联盟成立仪式暨篆刻文化展示会。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辽宁古生物博物馆、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沈飞航空博览园及
皇姑区13家民间艺术馆现场签约成立“皇姑区博物馆联盟”
，联盟成立后将整合各博物馆文化资源，吸引更多的普通市民走近历史，
走进博物馆。
启动仪式后，19个博物馆联盟馆将以“辽阔的南海——
—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专题展”
“奉天皮影的秘密”
“‘三城联创’建美丽家
园书画展”等不同主题举办博物馆开放日活动，
增强博物馆的亲和力，
为普通群众走进博物馆提供更便捷的条件。

这些免费活动等你参加 看好日期别错过
开放日主题：
《盛京八景大家剪》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开放日时间：博物馆全年免费对外开放
（周一闭馆）
开放日主题：
《飞虎群英——
—二战美军飞
虎队援华抗日纪实图片展》
展览时间：!月"#日$%月&#日
展览地点：临时展厅

辽宁古生物博物馆
开放日时间：
%月&'日&()(($&&)((
开放日主题：
“探索微观世界”电镜实验
科普活动

陈化勤面塑艺术馆
开放日时间：%月"+日')+(
开放日主题：
《面塑东北民俗八大怪》

于平彩陶艺术馆
开放日时间：%月"+日&+)+(
开放日主题：
《彩陶讲座》

刘金亭陶印艺术馆
开放日时间：*月&%日&(：
((
开放日主题：
《陶印史的演变过程》

韩异华辽绣艺术馆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
开放日时间：
%月&#日$#月&#日
开放日主题：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图片展 《我们赢
了》
展览地点：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
陈列馆南院

皇姑屯事件博物馆
开放日时间：
*月"日')+(
开放日主题：
《勿忘国耻 珍爱和平》

中国成语印博物馆
开放日时间：
%月",日&(：((
开放日主题：
《绿色印章制作》

书香社区书画艺术馆
开放日时间：
*月%日&(：
((
开放日主题：
《
“三城联创”建美丽家园书
画展》

冯元平剪纸艺术馆
开放日时间：
%月&#日&(：((

开放日时间：%月""日&(：
((
开放日主题：
《传统与时尚创意作品展
示》

京剧艺术馆
开放日时间：%月&#日&(：
((
开放日主题：
《京剧名家同台竞艺》

宾占元摄影艺术馆
开放日时间：*月%日')((
开放日主题：
《世界环境日——
—为环卫工
人拍幸福照》

王辰泥人艺术馆
开放日时间：每周三
开放日主题：
《泥人制作技艺》

雪月影人艺术馆
开放日时间：%月"!日&!：
+(
开放日主题：
《奉天皮影的秘密》

王雪松辽砚艺术馆
开放日时间：*月&(日')((
开放日主题：
《辽砚的历史和传承》

启全捏塑艺术馆
开放日时间：
%月""日&(：((
开放日主题：
《传统面人清明上河图作品
与捏塑创意作品展示》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
1.
讲座：中国古代陶器
时间：
%月&,日')+(
地点：
新乐遗址博物馆二楼报告厅
2.
临时展览：
《辽阔的南海——
—广州与海
上丝绸之路专题展》
展览时间：
%月&,日$#月&#日
展览地点：
临时展厅

沈飞航空博览园
&-《勇闯飞机“飞行试验”关》 航空科普
小课堂
时间：
%月&#日'：
(($&(：
((
"-《纸飞机梦工厂·歼&%飞鲨》 航空科普
小课堂
时间：
%月&#日&(：
&($&&：&(
+-《大气层结构》航空科普小课堂
时间：
%月&#日&+：
+($&!：+(
报名：博览园将在%月&#日世界博物馆
日免费推出+个班次航空科普小课堂，每班
仅限*名*$&(岁孩子参加，共&#人；报名电
话("!.#*%''*&*，活动仅限%月&#日当天，名
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截至日期%月&,日
&%：((
!-《我爱祖国的蓝天》航空科普进校园
时间：
,月
%-《我爱祖国的蓝天》航空科普进社区
时间：
#月

承担单位

联系电话

24690700

沈阳建筑大学

沈阳园林科学研究所

从事律师、医疗、互联网行业
毕业三年后收入实现翻番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杨晓明）日前，
2017届本科毕业生从
麦可思发布数据显示，
事的主要职业类中，互联网开发及应用职业
类月收入最高，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为
6082元，美容/
健身作为今年新晋本科高薪
职业类，排在第五位。律师、医疗、互联网职
业类月收入涨幅大，毕业三年后可实现收入
翻番。
数据显示，在2017届本科毕业生从事的
主要职业类中，互联网开发及应用职业类月
收入最高，
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为6082元，
紧随其后的是计算机与数据处理（6042
元）。
行业发展状况影响着对人才的需求，数
据时代的来临及互联网行业的迅速发展，使
得社会对相关从业者的需求日益旺盛，薪资
福利水涨船高。
值得注意的是，美容/
健身（5538元）作
为今年新晋本科高薪职业类，居高薪榜第五
位。这或许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健康养
生等方面的关注持续升温有关。
在2017届高职高专毕业生从事的主要
职业类中，经营管理职业类以4818元的平均
月收入居高薪职业类榜首，第二为房地产经
营（4665元）。房地产经营职业类平均月收入
较高或许与近年来房地产行业火爆有部分

关系。
2014届本科生毕业三年后月收入涨幅
最大的职业类是律师/
律政调查员（半年后：
3413元，三年后：7770元），涨幅为127.
7%。
其次为医疗保健/
紧急救助 （半年后：3023
5%。互联
元，三年后：6665元），涨幅为120.
4582元，三年后：
网开发及应用 （半年后：
9850元）位列第三，
涨幅为115%。
2014届高职高专生毕业三年后月收入
涨幅最大的职业类是互联网开发及应用（半
年后：3650元，三年后：7556元），涨幅为
107%。其次是美术/
设计/
创意 （半年后：
3110元，三年后：
6326元），涨幅为103.
4%。
3544元，三年
计算机与数据处理（半年后：
5%。
后：7178元）位列第三，涨幅为102.
以上职业类后劲较足，毕业三年后基本
实现了收入翻番，薪资提升空间较大。综上
可以看出，互联网开发及应用、计算机与数
据处理属于起薪高、涨薪快的职业类，互联
网行业的加持作用一定程度上使相关职业
成为高薪职业类大热门。
但收入并不是成功的唯一标尺，学生与
家长在选择专业和职业时，除了考虑收入因
素外，
职业发展前景、社会需求、个人偏好等
也应考虑在内。

大东区
“家庭教育活动月”启动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杨晓明）昨日，
由市教育局主办，大东区教育局、大东区青
教办承办的沈阳市家庭教育工作推进会暨
大东区“家庭教育活动月”启动仪式在大东
区素质教育学校礼堂举行。
大会首先宣读了大东区“家庭教育活动
月”方案，随后，与会领导为“辽宁省家庭教
育创新发展实验校”颁发了牌匾，并向“沈阳
市家庭教育讲师团”讲师代表颁发了聘书。
大东区珠林一校家长学校主任赵晓晶谈了
自己对 《大东区家庭教育系列成果汇编》的
切身感悟。盛京小学和上园一校的家长和学
生们还表演了《我爱我家》
《家风颂》等精彩
节目。
沈阳市青教办主任曲向东指出，做好
家庭教育工作对 促 进 家 庭 美 满 、社 会 和

谐、国家发展有重要意义，对沈阳市 近 年
来在家庭教育工 作 上 取 得 的 进 步 表 示 肯
定。面对接下来 家 庭 教 育 工 作 中 的 新 形
势、新挑战、新目标，曲向东表示，一是要
勇于创新积极探索，要坚持问题导向，把
握工作规律，要在家庭教育指导机制、家
长学校办学模式、整合社会家教资源上有
所创新，大胆探索家庭教育工作的政策措
施和有效做法；二是精于策划用心组织，
要在“精”
“ 细”
“ 实”三个方面下功夫，开展
好每一场家庭教育活动，务求让每一个家
长受益。三是善于总结广泛宣传，充分利
用各种有效方式和载体，及时宣传报道先
进典型、工作举措和取得的成效，营 造 浓
厚的家庭教育氛围，形成沈阳特色家庭教
育工作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