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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王府中環圣诞奇趣乐园 

让“圣诞小熊”和他的动物伙伴，为我们开启充满无限可能的精彩世界 
 

北京，2018 年 11 月 30 日 ——圣诞季如约开启，王府中環隆重推出令人期盼已久的圣诞装

置。可爱的“圣诞小熊”带领着一群拥有超凡技艺的动物伙伴们，为大家献上一场别开生面

的精彩表演，带您体验这一次奇趣又难忘的圣诞时光。 

 

王府中環首次以梦幻的圣诞装置来装点节日氛围，装置的主题围绕动物明星们和小女孩之间

的奇趣故事展开。我们的主人公——“圣诞小熊”，在学艺的道路上遇到了重重困难，直到

有一天，他遇见一个善良的小女孩，在她的鼓励及支持下，小熊最终凭着自己的内在潜能，

掌握了精湛的马戏技艺。“圣诞小熊”、动物伙伴以及这位可爱的小女孩化身赋有童趣的卡

通形象，一同庆贺圣诞的到来。这些可爱角色之间发生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内在潜能被开

启，生命中充满无限可能的精彩。奇幻绝妙的动物表演也代表了自我发掘内在潜能的同时，

通过他人的鼓励、支持和信任，也能迎来每个人心中梦想成真的绮丽时刻。 

这次王府中環圣诞奇趣乐园的灵感来源于著名法国插画家 Eric Giriat 的作品，场景取材于

“圣诞小熊”和他的伙伴们的故事。这些令人惊艳的圣诞装置的由知名设计师、动画电子

专家和布景师在内的国际艺术家团队倾力携手，打造而成。 

 

这座王府中環圣诞奇趣乐园由数个动物玩偶装置组合而成。通过结合电子技术和机械技术，

这些动物玩偶装置化身为栩栩如生的角色，以他们的精彩表演吸引诸多游客前来王府中環驻

足观看，同时向游客们展现出相信自己的内在潜能就可以梦想成真的美好愿景。憨态可掬的

大象凭借坚毅的决心，骑着单车在梯子上保持平衡，克服身形的桎梏，实现心中的梦想。可

爱幽默的小兔子知道要想完成一场精彩的演出，团队协作必不可少。体型庞大的河马鼓起勇

气去挑战翻跟头，如此勇敢的尝试真是不可思议。 

 

这个圣诞季，王府中環无疑是消费者必来体验的圣诞目的地，在这里诚邀您与您的亲朋好友

共庆欢聚时刻。关注王府中環官方微信账号，注册成为会员即可领取圣诞礼券，将圣诞礼券

放入“许愿机”中，圣诞老人将为您送上专属的节日礼券，共享欢聚时刻。在王府中環商场

内，集齐五张动物主题贴纸，更有机会兑换圣诞特别定制动物饼干。 

 

王府中環臻礼项目  

 

王府中環圣诞季促销包含一系列独家限时的回馈，让您乐享其中。圣诞活动期间内，当天购

物满 RMB800 元及以上的顾客即可兑换独家定制长颈鹿钥匙扣一只以及 Seesaw Coffee 长颈

鹿咖啡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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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累计积分满 RMB3,000、5,000、10,000 及 100,000 以上，也可参与兑换专属圣诞定制礼

品。礼品包括王府中環与昊美术馆合作的限量版圣诞马克杯、MOLESKINE 圣诞定制款笔记

本，以及其他圣诞节日甄选。 

 

自2019年1月1日起，王府中環臻礼项目将与香港置地另外两个高端生活零售购物中心，香港

置地广场和澳门壹号广场同步进行。于这三家购物中心任意一处购物，每一元当地货币消费

即可将转换为一积分。这一升级体验将为王府中環臻礼会员带来更多礼遇和专享。 

 

为了庆祝区域性会员项目的推出，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至 2019 年 2 月 17 日，王府中環会员

在以上两个地点消费可享受双倍积分，在三处消费则可享受三倍积分，活动期间内积分最高

可达 500,000。 

 

关注王府中環官方微信账号并进行注册，即可成为会员。所有注册会员在促销期间内均可收

集圣诞礼券，享受更多圣诞独家礼遇和了解圣诞宣传信息，开启专属于您的王府中環圣诞旅

程。 

 

发现王府中環更多精彩内容，获取多彩文化活动的最新消息，请关注“王府中環”新浪官方

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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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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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地公司为具领导地位的物业投资、管理及发展集团。置地公司于一八八九年创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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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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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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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地公司乃怡

和集团成员之一。 

 

- 完 - 

 

 

 

高清图片请查看以下链接: 

百度网盘 https://pan.baidu.com/s/1LfIk_8kJ7F9AU7wjFmBGUg  密码:8831 

 

 

今年圣诞，王府中環邀请到可爱无比的

“圣诞小熊”连同一众多才多艺的动物

朋友组成“王府中環圣诞奇趣乐园”，

为来访宾客呈现一场别开生面的圣诞表

演。 

 

主人公“圣诞小熊”，在学艺的道路上

遇到了重重困难，直到他遇见一个善良

的小女孩，在她的鼓励及支持下，小熊

最终凭着自己的内在潜能，掌握了精湛

的马戏技艺。这些可爱的动物伙伴乘坐

热气球环游世界后，为王府中環的各位

宾客带来圣诞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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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王府中環圣诞奇趣乐园的灵感来源

于著名法国插画家 Eric Giriat 的作品，

场景取材于“圣诞小熊”和他的伙伴们

的故事。这些令人惊艳的圣诞装置的由

知名设计师、动画电子专家和布景师在

内的国际艺术家团队倾力携手，打造而

成。 

  

通过结合电子技术和机械技术，这些组

成王府中環的圣诞奇趣乐园的动物玩偶

装置化身为栩栩如生的角色，以他们的

精彩表演吸引诸多游客驻足观看，展现

出相信自己的内在潜能就可以梦想成真

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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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应“王府中環圣诞奇趣乐园”激发内

在潜能，使梦想成真的美好主题，王府

中環特别准备了“圣诞许愿机”，让每

位宾客有机会感受愿望成真的绮丽时

刻。 

  

关注“王府中環”公众号并注册成为会

员，便可领取“圣诞礼券”，放入许愿

机后，即可获得王府中環特别准备的圣

诞寄语以及印有圣诞动物角色信息和品

牌优惠信息的精美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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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王府中環中庭这座圣诞奇趣乐园之

外，商场内共设立五有个打卡集合点，

包括“圣诞奇趣演出”、“ 大象与朋友

们的演出”、“ 斑马与鸵鸟的欢乐时

光”、“ 与圣诞小熊合影”、“圣诞小

熊与骆驼为你送来圣诞礼物”这五个美

丽又奇妙的场景，除了可以留下难忘的

照片，集齐五个打卡点的动物印章及贴

纸后还可获取圣诞定制饼干一份。 

 

王府中環圣诞季促销包含一系列独家圣

诞礼遇。活动期间内，当日消费满

RMB 800 元及以上即可兑换独家定制长

颈鹿钥匙扣一只以及 Seesaw Coffee 长

颈鹿咖啡一杯。 

  

会员累计积分满 RMB3,000、5,000、

10,000 及 100,000 以上，也可参与兑换

专属圣诞定制礼品。礼品包括王府中環

与昊美术馆合作的限量版圣诞马克杯、

MOLESKINE 圣诞定制款笔记本，以及

其他圣诞节日甄选。 

 

圣诞活动期间，王府中環特别奉上多款

圣诞独家定制美食：CAFE 

LANDMARK 圣诞小象甜品；THE 

WOOD’s cafe 特制圣诞主题饼干以及

TIAGO HOME KITCHEN 旋转木马下午

茶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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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王府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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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杨 +86 10 6520 4911 hanna.xu@hk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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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莱国际传播咨询公司 

 

  

福莱国际传播咨询公司（北京）  

Norman Li  +86 185 0034 1166     norman.li@fleishman.com  

   

福莱国际传播咨询公司（香港）  

Kitty Lee +852 2586 7861 kitty.lee@fleishm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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