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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给自己带上“紧箍咒”，

这在业内尚属首次

上周举行的发布会吸引了全国同行

的目光， 来自全国近百家商业品牌老总、

数十家国内专业媒体、投资专家及商业地

产领袖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蓝商街暨金种

子计划的发布盛典。蓝光地产集团副总裁

杨斌在会上透露，蓝光即将在全国范围内

推出自己独有的 “蓝商街” 运营打造模

式，为了造活“蓝商街”成都蓝光每年将

投入超过千万元专项运营基金， 定向保

障、扶持蓝光旗下的“蓝商街”运营，确保

“蓝商街”开发一条就必须火一条。

据悉， 蓝光此次发布的 “金种子计

划”内容极为全面，未来的“蓝商街”将通

过“金种子计划”从7个维度来保证投资

者利益，其中既有严格的硬性数字指标又

有体现专业化服务的软性指标。一家开发

商就自己的商业地产项目推出严格的“投

资保障计划”，这在业内尚属首次。

“卖铺子是第一步，同时还要确保经

营火爆，保证投资者收益，蓝光旗下打造

的‘蓝商街’社区商街无疑在全国都是首

创。”业内人士表示，蓝光此举无疑也是给

自己带上了“紧箍咒”，可见蓝光不仅对

自己打造的“蓝商街”充满信心，同时为

了投资者的利益更是做出了巨大投入。

“投资者利益高于一切”，

七大指标保驾护航

“投资者利益高于一切”， 杨斌用这

句话来归纳此次蓝光推出此重大举措的

初衷。“在商业资源掌控上、商业信息了解

上，普通投资者肯定不如专业的商业地产

商，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的、有着长远发

展眼光和策略的房企而言，你不能简单地

把商铺高价草草出售了事， 后期运营不

好，没有了口碑这样的房企未来就更是寸

步难行。”杨斌坦言，蓝光不惜投入千万巨

资以及大量的人力、物力，就是要买口碑、

树招牌，就是要让跟随蓝光的忠实投资者

们赚钱。

据了解，此次发布的“金种子计划”

硬指标有三条： 首先是首创街区商业的

阶段性自持，蓝光将自持比例确保在30%

左右，只有有一定的自持比例，有了自主

权开发商才有条件将整个商业街区运营

好；第二，蓝光每年将在“蓝商街”上投

入上千万元专项运营资金保障， 每年享

700元/平米专项推广基金在商街内举办

大型人气活动；第三是开街1年蓝光承诺

商铺招商率必须达到70%以上。这些都是

硬指标， 蓝光对于投资者负责任的态度

可见一斑。

除此以外，蓝光还推出四大高度专业

化的软性服务。首先，蓝光将向投资者提

供免费招商服务，毕竟蓝光手里商业资源

更多； 其次， 特别设立了 “金种子俱乐

部”， 投资者将独享一系列的VIP增值服

务；第三，蓝光商铺的投资者终身免费享

受商业托管服务；第四，蓝光还将推出金

种子商业手机客户端，蓝光将所有商业服

务都整合到移动互联。“蓝商街”和“金种

子计划” 所提及的各项举措是务实之举，

更开创行业先河。

专注商业20余年，

蓝光打造“商业终身保障平台”

“金种子计划” 一经公开就受到业内

同行的高度关注和讨论， 蓝光究竟凭什么

确保“金种子计划”能够顺利推进实施？蓝

光哪里来的那么大信心和能量？发布会上，

蓝光全新的商业核心团队首次集体登台，

这支阵容强大的团队堪称国内商业地产界

的“梦之队”。杨斌表示，“蓝商街”和“金

种子计划”不仅有保障措施，其背后更有

一支优秀的商业运营团队力量作支撑，在

国内除了万达一类模式外， 蓝光一定会创

造另一种叫做“蓝光”的商业地产模式。

事实上，20余年来蓝光地产始终专注商

业地产的开发与运营。作为中国最早涉足商

业地产的品牌开发商之一，蓝光地产在大本

营成都铸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传奇，在助推

城市化发展的同时，也为成千上万的投资者

创造了财富良机，赢得中国商业发展初期的

第一桶金。 蓝光旗下所开发的众多商业项

目，包括专业市场、城市综合体、写字楼、社

区商业等，无不成为影响区域的城市标杆。

面对当今日益激烈的生存环境，市场

细分加剧，城市综合体、购物中心出现强

烈的供过于求趋势，与此同时，社区商业、

传统街铺价格出现虚高，经营不佳，投资

回报还难以为继。基于种种现状，一直专

注于商业开发与运营的蓝光另辟蹊径，瞄

准体验性消费需求更强的街区商业，重磅

推出“蓝商街”，同时开行业先河推出“商

业终生保障平台”， 欲打造中国首个街区

商业领导品牌。

“史上最强”商街扶持战略出台

“金种子计划”震撼发布，蓝光打造中国街区商业领导品牌

本次发布会上，蓝光与部分战略合作

商业品牌举行了签约仪式，本批次签约的

商家代表包括大蓉和、菜根香、诗丽堂、宝

岛眼镜、红旗连锁、悦享KTV、爱达乐等数

十家品牌。对于蓝光而言，打造好每一条

“蓝商街”要投入真金白银，砸钱或许不

难， 但商业成功运营的核心拼的是服务。

有着20余年商业地产开发运营经验，在成

都一座城市，蓝光就拥有14个成功商业地

产案例， 形成合作关系的品牌商家上千

家，这充分体现出蓝光在商业领域的实力

与号召力。

四川连锁商业协会秘书长刘斌表示，

蓝光此次发布的“投资保障计划暨金种子

计划”表明了蓝光的专注，蓝光的坚持，蓝

光的责任。也相信蓝光在街区商业将又一

次遥遥领先市场。同时他表示，四川商业

地产联盟将会更加紧密地加强与蓝光的

合作。作为首批15家与蓝光集团签署紧密

型战略合作商户之一的大蓉和成都公司

总经理助理曾敏女士表示，在未来的发展

路上，大蓉和需要与蓝光这样专业、负责

任的合作伙伴同行，对与蓝光在未来的合

作充满了信心。

（李杨）

蓝光地产商业资源

金双楠

所属商圈

:双楠商圈

面积段：

18-80㎡

商铺类型：

临街底商

推荐理由：

双楠生活中心，6万㎡24小时全

能业态，6米层高买一得二，铺铺临街，双楠吸

金旺铺

价格：

2万元拿下双楠中心吸金旺铺

东方天地

所属商圈

:万年场商圈

面积段：

25-160㎡

商铺类型：

临街底商

推荐理由：

蓝光地段最好的商业综合体，雄

踞二环路关键人流节点；广场上，耍街旁，紧靠

自持购物中心，四面临街，6米挑高，仅限24套。

价格：

总价70万元起

COCO金沙

所属商圈：

金沙商圈

面积段：

12-58㎡

商铺类型：

临街紧俏小铺

推荐理由：

金沙首个5A级别滨水商街，专

业团队开发运营，中国餐饮名店大蓉和已经进

驻COCO金沙， 买进即享金沙30万高消费人

群，6米层高准现铺，买一层得两层。

价格：

总价87万元起

COCO国际

所属商圈：

青龙场商圈

面积段：

16-50㎡

商铺类型：

住宅底商（2层）

推荐理由：

商铺周边云集7所学校,正对170

亩海滨公园。区域唯一集餐饮，娱乐，购物休闲

为一体的风情商业街，6米层高买一得二。 首批

次即将推出

价格：

60万元买下学区吸金小钢铺

空港国际城

所属商圈：

空港经济圈

面积段：

28-84㎡

商铺类型：

百万平米综合体独立金铺

推荐理由：

城南百万平米城市综合体中，24

小时营业龙头商铺；DOOTA！、CGV、乐天玛特

旁，西南首席韩国城购物中心2014年全面呈现

价格：

总价29万元起

花满庭二期

所属商圈：

城北北改核心商圈

面积段：

26-90㎡

商铺类型：

主题餐饮金铺+黄金底商

推荐理由：

北城新中心，首席社区

生活体。独栋临街黄金商铺，餐饮娱乐

休闲为一体的主题新生活体商业业态。

52条公交线路总站汇聚万千人流， 商机

无限，买到即赚到。

价格：

实得单价8999元/㎡起

幸福满庭

所属商圈：

西区商圈

面积段：

43-78㎡

商铺类型：

餐饮商铺/街区商铺

推荐理由

：20万人口中心， 唯一

休闲商业街区， 五年返租， 招商、运

营、造活全免费！即买即赚，不用等，

不用愁！

价格：

总价45.6万元起

锦绣城

所属商圈：

东三环锦绣板块

面积段：

45-500㎡

商铺类型：

社区底商（现铺）、餐饮

金铺（准现铺）、空中商业（即将推售的

soho）

推荐理由：

区域成熟，已入住人口

达到50万，后续将达到100万以上；资源

稀缺， 整个区域的商业已全部投入使

用， 本项目也仅仅剩余最后的10余席

位。即买即收益，现铺或准现铺，资金回

收快，有保障。6米层高，买一层得二层。

价格：

单价2.8万元/㎡起

COCO蜜城

所属商圈：

内光华商圈

面积段：

86㎡

商铺类型：

临街底铺

推荐理由：

内金沙内光华最后商

业价值洼地， 内金沙贝森路50万人气

商铺。6米层高，买一铺得三铺， 前后

外摆超大赠送， 同时紧邻小区主出入

口，商气人流聚集口。专业团队开发招

商运营，统一招商，统一管理。

价格：

总价400余万元

“对于蓝商街，我们充满信心”

近百品牌商家助力，蓝光铸造中国街区商业领导品牌

一条商街阶段性自持

比例确保在30%左右

每年在“蓝商街”上投入上

千万专项运营资金， 平均每平米

商铺推广费不低于700元

开街1年， 招商率达到

70%

制图 帅灵茜

为了商业经营得火，成都有没有哪家开发商把铺子卖了之后，还真金白银地拿出上千万资金帮助投资者、商家做好经营和

推广？成都有没有哪个商业项目敢拍胸口保证开街

1

年招商率达

70%

以上？对于投资者来说，所有这些看似不可思议、天上掉馅

饼的事已经成为事实，蓝光上周在全国率先发布了“蓝商街金种子计划”，并对商铺投资者做出了七大保障，其中不少保障条款

在国内均开创下了商业地产先河。

5

月

16

日，成都明宇豪雅酒店。对于中国街区商业发展而言，这注定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当天下午，数百名全球知名商

家、投资专家、商业地产领袖和全国数十家权威媒体齐聚成都，共同见证了蓝光蓝商街暨金种子计划发布会。会上蓝光宣布将全

面启动涵盖

7

大价值体系的商业投资保障举措，本次发布会也标志着蓝光地产将在社区商业领域进行一次全面革新，掀起中国

新一轮商业风暴。

“蓝商街”

是什么？

规模 1-3千米半径客

群内，整个住区规模在50亩

左右。

特色 整体定位为打造

与区域文化相匹配的、 特色

鲜明的、 具有主题灵魂的街

区商业体。

产品形态 独栋商业、地

下商业、 社区底商三种商业

产品，以及主题商业街、生活

广场两类建筑形态。

标配业态 在蓝商街整

价值体系中， 均配有鲜蔬配

送、社区餐饮、社区金融、社

区超市、 社区医药、 棋牌茶

楼、干洗缝补、美容美发等8

大业态标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