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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工琢美玉 琴瑟谱新篇 

——王府中環开幕盛典 

矛盾生万象 

异变则通，和合新生 

 

顶级艺术策划、独特文化创意和尊享生活体验， 

活力演绎零售新概念，助力王府井再展辉煌 

 

2018年 5月 29日，北京——今天，伴随着一席贵宾红毯的铺开和剪彩仪式的落幕，

王府中環正式开业，金剪刀划开历史传承与时代脉搏的隔膜，王府中環给王府井带

来崭新生命力，标志着北京核心地段一大融合国际化高端零售、环球珍馔艺膳和文

化艺术体验的全新地标的诞生。 

 

此次盛大开幕仪式的主要嘉宾包括怡和控股副行政总裁彭耀佳先生、香港置地行政

总裁黃友忠先生、北京聚名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香港置地执行董事周明

祖先生、北京聚名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蒲小庆先生、北京聚名汇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兼香港置地財務總監戴信文先生、北京聚名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兼香港置地中国商用物业总裁高伟强先生、国际天后李玟女士，以及国际著名企

业家、女演员和倡导者 Jessica Alba女士。 

 

王府中環携本次开幕盛典，宣告首座海外蛇形美术馆北京展亭的正式落成，这必然

成为王府中環成长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王府中環是香港置地在北京打造的时尚高

端生活中心，将热忱挥洒在这建筑总面积 15 万平方米的空间，致力于通过提供高端

时尚购物体验、环球珍馔艺膳以及至臻至善的酒店服务，为北京呈现出一个时尚高

端的生活中心。 

 

在 130 余家超具魅力且特色多元的入驻商户中，有 20 家首次进驻北京或中国市场。

携手众多备享赞誉的品牌，王府中環在御品臻奢、潮流风尚、环球珍馔艺膳和康逸

悅享等品类方面均为顾客提供卓越的体验，树立京城零售业界新标杆。 

 

历来商业的中心，也是社会精英聚往交织的经纬所在。即将在王府中環开幕的北京

王府井文华东方酒店提供 73 间宽敞的客房和豪华套房，房间面积在北京业内首屈一

指，部分客房更可俯瞰故宫和天安门广场等历史地标性建筑，享有无与伦比的视觉

景观，为全球商旅人士提供旅途中的安逸尊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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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视野是王府中環的灵魂魅力之一，开幕式上的两位特邀嘉宾将其完美演绎。

“很荣幸邀请各位贵宾以及国际巨星 Jessica Alba 和李玟莅临我们的开幕盛典。” 北

京聚名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香港置地执行董事周明祖先生表示：“王府

中環提供了真正别具一格的文化艺术及生活体验，结合独树一帜的零售概念，重新

定义了京城零售空间的概念，并致力于对王府井地区的持续性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

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这样的美好愿景下，王府中環希望在王府井地区持续的经济复兴发展中，占据重

要地位及发挥主要力量。由此，王府中環推出了彰显品牌现代性，融合王府井地区

历史特色的全新品牌活动——“矛盾生万象”（From Diversity, A New Energy）：万

物“变则通，通则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而在变化中又是“不易，变易

和简易”的智慧博弈与和谐。王府中環展示此间机妙于被保留下来的 20世纪末代皇

帝溥仪的堂兄弟、文化倡导者贝子溥伦和贝子溥侗的故居中；在重新定义的零售体

验中，在满足中国下一代消费者需求的快速变化中。 

 

生活在“美”处：精心策划的文化艺术和生活方式体验 

 

参与、联接、共建，这些生动跃动着时代脉搏的词语，正是王府中環打造艺术、文

化创意和体验式生活方式社区的筹划理念，同时，它也聚焦为著名国际机构提供高

度知名的艺术合作的项目。其中包括最近成功举办的“Digital Revolution”数码巴比

肯展、在京展示的蛇形美术馆北京展亭和相关文化活动，以及即将于 9 月举行的

MAISON&OBJET高端家居设计展。 

 

“智能”生活：重塑零售新体验 

 

CODELAB 是一项为顾客呈现数码创新，激发生活灵感意趣的突破性零售体验。在

这里，线下体验与线上零售融为一体，提供最具艺术性、创新性且最新潮的事物。

CODELAB 每个季度设计一个全新主题，在全世界精心挑选最具创意的设计师畅销

产品，当中包括来自 16个国家共 37个品牌的 180余件商品，当中包括家居、礼品、

时装及饰物、时尚生活用品、儿童及文具产品。 

 

  

在王府中環二层（L2），CODELAB拓展出一个让想象力自由翱翔的全新空间，在这

里，规范和创造力的藩篱不断被破除，新的视阈跃跃而出。第一季的主题“超越极

限”，就是对美学功能、实用性与创造性的融合。这一名为启发自色彩疗法（Col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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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py）的策划旨在服务于现代都市，它为那些对流行风格作出崭新诠释的行为赋

予新的用途，为那些可以提供新能量和激发灵感的行为开拓新的想象。 

 

 

通过CODELAB的这些功能，消费者可以亲见并触摸到产品后再决定是否购买。在

无边界的全新的互联世界里，购物变得更加便捷。消费者可以仅仅通过扫描货品上

的二维码，将其加入购物车，即可在之后的12小时内在任意地点付款完成购买。此

外，送货上门服务可直接把商品送到私人住所或办公室，让每一位顾客尽享便利。 

 

在王府中環地下一层（B1），CODELAB通过数据分析精心筛选出那些明星产品。它

采用的独特算法可以收集来自80多个国际顶级电子杂志和电子商务平台的数据，并

根据他们的知名度来推荐完美产品。每月它还将对2,000多种全新产品进行评定。 

 

还有其他一些举措。如引进初入市场的“随行”移动零售服务，包括行程推荐，即

一个可以通过创建个性化行程来帮助消费者尽享在王府中環之旅的数字规划师。再

如，顾客还可通过自己的移动设备，在王府中環官方微信号上轻松预定王府中環的

餐厅、商店品牌服务、艺术展览以及各式活动。通过这项服务，顾客可一站式浏览

王府中環提供的体验，并立刻预定位置。 

 

为消费添彩：开业酬宾活动 

 

开业酬宾期间，王府中環特制定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消费者回馈活动。消费者可以享

受到我们任一驻店艺术家提供的独一无二的个性化艺术体验。开业之日起至 6 月 24

日，只需在同天内消费满 1,000元，消费者便可为所购买的商品进行由新西兰插画家

Nadia Flower，英国涂鸦艺术家 Ben Tallon 或中国插画家萧汉秋设计的个性艺术创作。 

 

消费者还可体验到“东西并茂”的主题美食创作活动。活动由 11 家咖啡馆和餐厅参与

打造，他们精选独创饮品与菜肴，将东西方餐饮精粹进行艺术性的融合，为消费者

提供多文化美食享受。 

 

开业期间还有 50 余家商户参与到开业大酬宾的活动中来，提供丰富多彩的促销活动。 

 

尊享独具：王府中環臻禮 

 

王府中環还启动了一个崭新的尊享项目—— “王府中環臻禮”，旨在为消费者提供高

级优惠福利，解锁独一无二的独家交互性购物体验。王府中環现已开放会员注册服

务，截止到 8月底，注册不设最低消费额度，还可获得超过 20家商户的欢迎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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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销期间，顾客可尽享丰富多样的购物优惠活动，累计消费满 5,000元即可享受独特

购物奖励。终极奖励包括高级珠宝品牌 Qeelin 主席兼创意总监陈瑞麟提供的特别私

人定制设计，受邀参加国际著名时装品牌 VIVIENNE TAM专属设计高级订制时装并

亲临纽约时尚秀及畅游后台体验。为庆祝王府中環开业，6月 3日之前购物将可获得

双倍积分。 

 

发现王府中環的更多精彩内容，获取多彩活动的最新消息，请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

和微信号，即“WF CENTRAL”。 

 

 

高清图片请查看以下鏈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9hGaMGaxGCYjElEX58Rp5w 密码: uiwj 

 

 

 

 

 

 

 

 

 

 

 

 

 

 

 

 

 

 

 

 

 

 

 

https://pan.baidu.com/s/19hGaMGaxGCYjElEX58Rp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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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VIP 嘉宾红毯和剪彩仪式

标志着王府中環正式开幕。  

 

 

香港置地行政总裁黄友忠先生在

王府中環开幕典礼上发表讲话。 

 

北京聚名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香港置地执行董事周明

祖先生在王府中環开幕典礼上向

嘉宾及媒体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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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 

 

北京聚名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兼香港置地中国商用物业总

裁高伟强先生  

 

北京聚名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香港置地执行董事周明

祖先生 

 

国际天后李玟女士 

 

北京聚名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蒲小庆先生 

 

怡和集控股副行政总裁彭耀佳先

生  

 

国际著名企业家，女演员和倡导

者 Jessica Alba女士 

 

香港置地行政总裁黄友忠先生 

 

北京聚名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兼香港置地財务总监戴信文

先生 

 

  

 

开幕仪式标志着王府中環正式开

幕，代表了北京核心地段全新国

际零售以及环球珍馔艺膳和文化

艺术体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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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中環是香港置地集团在北京

打造的时尚高端生活中心。 

 

它将“御品臻奢”、“潮流风尚”、

“环球珍馔艺膳”、“康逸悦享”、

及“文化艺术”五大核心支柱结合

起来，为北京消费者提供全新生

活体验。 

 

 

王府中環是北京核心地段国际零

售以及环球珍馔艺膳和文化艺术

体验新地标。 

 

对于将北京王府井地区重新打造

成卓越的零售、餐饮和商业活动

中心，王府中環将发挥关键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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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性的王府中庭内部自然光充

足，为顾客打造出轻松开阔的氛

围。 

 

“草堂”位于王府中環西侧，是

一个大型的开放式区域，供大家

尽享户外休闲时光。 

 

蛇形美术馆北京展亭是蛇形美术

馆首次在英国以外的地区合作委

托和建造的展亭。 

 

北京展亭为王府中環和蛇形美术

馆北京展亭项目构成了极具创意

的建筑背景，提供一系列独具特

色且高度多元化的文化艺术活

动、特别节目以及丰富多彩的生

活方式体验，此外，从 2018 年 6

月至 10 月，王府中環的游客还将

体验到令人耳目一新的社交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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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中環进驻门店   

御品臻奢 

 

1436 

爱彼（Audemars Piguet）* 

万宝宝高级珠宝（Bao Bao 

Wan Fine Jewelry） 

宝缇嘉（Bottega Veneta ） 

百年灵（Breitling） 

尚美巴黎（Chaumet）* 

萧邦（Chopard） 

周生生（Chow Sang Sang） 

迪奥（Dior）* 

Dsquared2  

登喜路（Dunhill） 

鄂尔多斯 (Erdos) 

杰尼亚（Ermenrgildo Zegna） 

芬迪（FENDI）* 

迦达（GIADA)  

 

乔治·阿玛尼（Giorgio 

Armani）* 

古驰（GUCCI） 

Hogan  

万国表（IWC） 

Jimmy Choo 

Liquides Imaginaires* 

罗意威（LOEWE） 

珑骥 (Longchamp ) 

诺悠翩雅（Loro Piana）* 

六福珠宝（Lukfook 

Jewellery） 

Moschino 

摩奈（Moynat）* 

沛纳海（Panerai）  

 

 

伯爵（Piaget） 

普拉达（Prada)  

Pringle of Scotland 
溥仪眼镜（Puyi Optical） 

Qeelin 

R．Sanderson 

Saint Laurent  

菲拉格慕（Salvatore 

Ferragamo） 

TOD's  

汤丽柏琦（Tory Burch） 

江诗丹顿（Vacheron 

Constantin） 

VIVIENNE TAM  

Yves Salomon 

 

潮流风尚   

AEX 

AnyShopStyle 

APM Monaco  

Arc atelier 

BA&SH 

Blue Erdos 

Cara Blue 

C.P.U. 

Denham 

Diesel 

Ed Hardy 

Folli Follie  

Furla  

I DO  

Initial 

 

IRO 

罗颂·本哲明（Les 

Benjamins） 

Links of London 

Love Moschino  

Maje 

Mattitude 

Mdreams 

Misaki Monaco 

Miss Sixty  

木九十（Mujosh） 

内外（NEIWAI） 

NIKE Kicks Lounge 

OVV 

潘多拉（PANDORA） 

Patrizia Pepe 

PUMA Select 

Sandro 

Simple Living  

极度干燥（Superdry)  

The North Face  

维多利亚的秘密（Victoria's 

Secret） 

Y-3 

YI 

ZHUCHONG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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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珍饌艺膳   

 

Baker & Spice* 

Boom Popsicle* 

CAFE LANDMARK 

Früt Actually 

隐泉日式料理（Hatsune)  

好酒好蔡（Howard’s 

Gourmet） 

翠园（Jade Garden） 

老乾杯（KANPAI 

CLASSIC）* 

大教堂蛋糕（Kathedral） 

正本原（Le Grenier à 

Pain） 
 

 

肉食家（Meat Up）  

Mulu* 

布歌东京（Mvuke 

Tokyo） 

PANDORA Café 

莆田（PUTIEN） 

Seesaw Coffee  

星巴克（Starbucks） 

Tak Yong* 

芝乐坊餐厅 

（The Cheesecake 

Factory） 

 

 

The Five  
THE RUG CAFÉ 

The Woods Café 

Tiago 

花厨（Tomacado） 

TRIBE 

小红袍（Xiao Hong Pao 

Hotpot）* 

羲和小馆（Xihe Bistro） 

Zagin Soba* 

 

康逸悅享    

 

安诗蒂格（Ann Steeger） 

始祖鸟（Arc’teryx） 

BabyNes 

家乐福（Carrefour） 

FILA  

菲洛嘉（FILORGA） 

Hair Corner 

J Select 
 

 

Libratone 

万宁（Mannings） 

MINUS+* 

Moleskine  

粒子狂热（PARTICLE 

FEVER） 

普洛莱西尔（Plurecil） 

 

 

Pure Yoga 

萨洛蒙（SALOMON） 

SONOS 

tenplus Retro 

安德玛（Under Armour） 

vomFASS 

文化艺术   

 

言几又（Yan Ji You） 

 

 

 
 

 

 

*即将开幕，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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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中環 

 

王府中環是香港置地集团在中国内地打造的时尚高端生活方式零售中心，尊踞首都

商业和 政治核心地带，其设计与规模均巧妙融合了王府井地区的历史底蕴与精粹。

坐拥北京东城 区王府井商业街近 21,000平方米的黄金地段，王府中環傲呈 43,000平

方米的零售空间，并包 含配有 73个房间的北京王府井文华东方酒店，建筑总面积达

150,000平方米。  

 

荟萃系列非凡名品，王府中環糅合御品臻奢、潮流风尚、康逸悦享、环球珍馔艺膳

及文化 艺术。王府中環致力于打造别具一格的京城生活体验，让每一位顾客发掘生

活灵感意趣， 欣赏文化风韵，并开启崭新环球视角。  

 

傲踞历史悠久的王府井街区繁荣地段，王府中環距故宫及中央商务区仅数步之遥。

该项目配备 660 个停车位，并处于首都公共交通枢纽中心，享有地铁便捷交通服务。 

 

 

香港置地  

 

香港置地为具领导地位的物业投资、管理及发展的上市集团。香港置地于一八八九

年创立，以卓越表现、诚信及伙伴合作为业务发展的基础。 

  

集团在亚洲主要城市持有及管理超过八十五万平方米集中于香港、新加坡及北京之

优质写字楼及高档零售物业。香港置地的物业吸引国际知名企业及奢华品牌进驻。 

  

集团在香港中环持有约四十五万平方米优质物业。此外，集团主要透过合营公司在

新加坡拥有十六万五千平方米的高级写字楼物业，一座位于北京王府井的高档零售

中心，以及在雅加达中心区持有一个具领导地位的写字楼物业组合之半数权益。香

港置地亦正在大中华区及东南亚多个城市发展高质住宅、商用及综合项目。集团在

新加坡的附属公司 MCL地产，为当地著名的住宅发展商。 

  

置地控股有限公司于百慕大注册成立，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拥有标准上市地位，同时

亦在百慕大及新加坡作第二上市。集团的资产及投资由香港置地集团公司于香港管

理。香港置地乃怡和集团成员之一。   

 

- 完 - 

 

 



 
 

wfcentral.cn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香港置地集团 

 

林婧华    +852 2842 8222   jennifer.lam@hkland.com 

陈喆        +852 2842 8041  shelly.chan@hkland.com 

冯莹     +86 10 6520 4992  ellie.feng@hkland.com 

 

福莱国际传播咨询公司 

 

福莱国际传播咨询公司（北京） 

李岩鹏   +86 185 0034 1166  norman.li@fleishman.com 

 

福莱国际传播咨询公司（香港）  

李泳兰   +852 2586 7861  kitty.lee@fleishm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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