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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购物中心纷纷开启“抢客流”大战。

但是 ，我们 发现 ，在疫 情和电 商的双 重冲击 下， 很多购 物中心 客流回 暖乏力 ，
销售低位徘徊，已不再拥有让人追捧的生命力。

一直以来，SOLANA 蓝 色港 湾被视为京城的商业地标，通过近期对 SOLANA 蓝
色 港湾 的深入观察，我们发现抓住了“潮爸潮妈”客群的 SOLANA 蓝 色港 湾，
所吸 引的不 仅是 高品质 家庭客 群，更 是地道 的潮 流年轻 客群。 这种在 疫情后 通
过回归 温暖 家庭 场景 撬动年 轻时 尚客 群的独 特操盘 方法 ，有力 的对冲 了疫情 后
客流 下降的 市场 风险， 显著提 升了商 场客流 ，拉 动销售 恢复和 释放， 值得业 内
的关注和深入研究。



创造温暖、阳光、欢乐的家庭生活场景

迈步 走入蓝 色港 湾的“智趣 六一 嗨翻 天” 活动 现场， 会看 到彩绘 打卡墙 前的艺
术启迪 DIY 工 坊 、 挖 掘运动 细胞的活 力大作战 、与大黄 蜂人偶亲 密互动的 国际
宝贝、亲子时光的露天小剧场、潮爸潮妈们的丰富畅玩体验等特色活动。



从室 外到室 内， 每一个 特色活 动，都 成为一 个强 劲的磁 极，吸 引潮爸 潮妈和 国
际家 庭参与 互动 ，每一 个动线 空间， 也都成 为一 个大的 容器， 容纳下 熙攘的 人
群，驻足拍照。



碧水 蓝天、 湖畔 河边、 绿地、 欧式风 情建筑 、开 放街区 、卡通 人物巡 游、特 色
活动、人流如织，这些元素和场景汇聚在一起，绘画出一副“此景只应天上有”
的欢乐海洋图卷。

实地体 验过后， 我们的感 受浓缩成 4 组 关 键 词，业态 多元、 体验新 奇、潮 味十
足、客流熙攘。



就商 业而言 ，之 前商场 最重要 的是扩 容，现 在最 重要的 不仅仅 是扩容 ，还需 要
满足客群新的需求，要能通过业态的更新，实现 3 个 强 化：

强化体验，用新业态赋能商场；

强化交往，用新空间留存客流；

强化熙攘，用新网络引动消费。

据统计 ，蓝色港 湾为期 3 天 的 “ 智趣六 一嗨翻天 ” 活动， 全场销售 与客流逆 势
增长， 均创年 度新高，家庭 业态销售 同比增长 22%。 同 时 ， 行业领 先的儿童 品
牌蓝色港湾门店，在北京范围内，销售排名前三位的近 80%，排 名第 一的超 35%，
业绩 表现惊艳京城商圈。

从业 绩数据 来看 ，以家 庭客群 为引线 ，蓝色 港湾 编织出 的“潮” 元素 ，用新 体
验赋 能商业 ，潮 动年轻 人的消 费体验 ，无疑 走出 了一条 鱼与熊 掌兼得 的商业 创
新之路。



如何用家庭场景撬动年轻时尚客群？

那么 ，问题 来了 ，蓝色 港湾以 家庭客 群为核 心的 底板特 色，又 如何同 时撬动 年
轻时尚客群呢？如何让家庭业态与潮人、年轻客群相得益彰？

在梳理过程中，我们发现蓝色港湾通过精细化运营 +家 庭业 态的“匠心”坚持，
在业态 配置 、动 线组 织、场 内运 营三个 方面， 形成 了自身 的硬核 实力， 从而将
“潮”滋味玩的巧妙，也玩出了新高度。



具体来看这三个维度：

一是 在业态 配置 上，采 用儿童 潮牌 与成 人潮 牌的品 牌组 合 ，增 加“潮” 滋味 的
多元化选择。

二是 在动线 组织 上，儿 童城自 成一体 ，拥有 丰富 的儿童 零售与 教育体 验品牌 可
供选 择，高 端品 牌线的 产品重 点吸引 了中高 端家 庭的关 注，富 有潮人 属性的 潮
爸潮 妈们常 常出 入，紧 邻儿童 城的高 端餐饮 于湖 畔周边 排布，逛与 吃的 场景 动
线优势明显。

三是 场内运 营， 形成不同 档期 活动 的错 位与不 断连 续，持 续有爆 点， 持续有 惊
喜。





以上 是蓝色 港湾 商业运 营的肌 肉，除 此之外 ，蓝 色港湾自然 资源 和建筑 布局 的
颜值 ，也起 到了 引流的 强磁作 用。同 时，在 区位 上也占 得地利 ，蓝色 港湾比 邻
朝阳 公园， 而且 朝阳公 园的码 头中， 有一个 码头 隐藏了 一条水 上通道 ，可以 直
接通往蓝色港湾。

这条水上通道，将公园与购物中心两种休闲业态衔接在一起，相互引流。由此，
这条水上通道也打开了高品质潮流生活方式，成为京城年轻人的心头爱。

整体 上，这 些“空间 营造” 共同 构成了 一条 湖畔休 闲娱乐 轴，使 蓝色港 湾成 为
人来人往的天然氧吧休闲地和品质潮流聚集地。

撬动“潮爸潮妈”客群，源自运营的颗粒度与匠心

如果 说街区 、欧 式建筑 、公共 艺术装 置是吸 引眼 球的艺 术之美 ，那么 用空间 设
计、 特色活 动装 点营造 出的商 业空间 连绵不 断的“ 潮流 乐章”，就 是让艺 术之
美乐章起承转合的“指挥棒”。

而为 了给这 根“指挥 棒”注入 持久生 命力 ，蓝色 港湾秀 出的绝 活是将 家庭 业态
做下去的匠心以及颗粒度的运营。



疫情 期间， 蓝色 港湾与 品牌商 户共渡 难关， 通过为扶 持品 牌商 户减 免费用 多项
举措确保 家庭业 态优 质运营 与延续 ，同时 ，为让 客人 放心购 物休闲 ，强化 了各
项保障服务措施，实现了既活商又留人。

总而言之，深究 SOLANA 蓝 色港 湾“潮爸潮妈”名片的成功打造，在商业道路
上独 树一帜 的关 键，是 两个维 度，一 个维度 是自 身运营 上从品 牌商户 到客户 的
扶持 与用心 ，并 能坚守 特色、 推陈出 新，这 份颗 粒度运 营商业 的匠心 在业内 实
属难 得。另 一个 维度是 为商业 带来了 两个变 化， 一个是“ 不是 卖商 品， 而是 卖
体验”，另一个是“不是单一的目的消费，而是多元的潮流消费”。



最终 ，基于 这两 个维度 ，蓝色 港湾撬 动“潮爸 潮妈 ”客群 便水到 渠成 。同时 ，
更可 贵的是 为后 疫情时 代北京 的商业 运营， 提供 了优秀 案例与 品质标 杆，值 得
业内持续关注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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