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小镇 | 发展路径
【IP 资源的植入与打造】

近期，“特色小镇”受到了极大关注。无论是中央、地方政策的密集出台，还是各地开发商的众多尝试，都把这个全新的概
念推到了聚光灯下。
特色小镇开发企业比较关注的问题是，哪些 ＩＰ 可以应用到开发过程中 ？ 有哪些方式可以将 ＩＰ 有效利用？在选择 ＩＰ 时需要
考量哪些因素 ？ 本报告将重点从植入和打造方面展示 ＩＰ 资源在特色小镇发展路径中的应用案例，并给出操作层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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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京津冀区域特色小镇分布

以京津冀区域为例，特色小镇尚处于发展初期，大多数竞
争企业在特色小镇领域处于摸索阶段，当前仅华夏幸福、
碧桂园和蓝城等少数几家企业系统性的进入此领域。
对于系统性的进入战略，特色小镇的发展路径是其中极为
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特色小镇主要的发展路径有：
依托 IP/ 大项目带动
依托产业园升级发展
依托重点镇发展
依托中心城市辐射发展

高力国际认为，在特色小镇领域，IP 指的是具有以下特征
的一类文化载体 :
具有知名度，市场对这类资源有较强的认同
具有势能，因此具备较强的变现能力以保障资金回笼速度
具有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的基础是 IP 的粉丝群体，它们
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圈子
是相关衍生产品开发所依赖的文化内核
特色小镇发展路径图
空间依赖

空间依赖
中心城市辐射

空间依赖强
产业依赖强

重点镇发展

四种发展路径对于空间和产业的依赖程度不尽相同，其中，
由 IP/ 大项目带动的发展路径对于产业的依赖程度最高。
和“特色小镇”一样火的还有“IP”一词。狭义的 IP 指的是“知
识财产（Intellectual Property）
”，然而这个火热的概念早
已超出了它原有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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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

产业园升级
IP/大项目带动
产业依赖
主要发展路径

其他路径

产业依赖
空间依赖减弱，产业依赖增强

图2 特色小镇的发展路径及其特征（实线代表现状基础，虚线代表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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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资源 | 植入
本章将介绍动物文化、乐高及融创品牌、俱乐部 IP 植入特
色小镇的典型案例。
动物文化 IP 是特色小镇应用的的热门 IP 之一，主要以 IP
的植入为主，如台湾侯硐猫咪小镇和阿里巴巴天猫小镇都是
植入猫文化 IP，
而天猫小镇同时还植入了“天猫”的品牌 IP。
猫文化源于日本，人们喜欢借助猫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但
猫文化并不局限于日本，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们都对猫狂
热。美国网站 Better Than Kitten 将设计师作品和萌猫照放
在一起 PK，让用户选择“更好”的图片，萌猫图片的胜
率远远高于设计师作品，“幸存”的设计师作品仅有 4 张。
台湾侯硐猫咪小镇原本是一个已经停采的煤炭小镇，流浪
猫大量聚集，当地人就借着这个资源优势将其发展成猫咪
小镇。小镇内处处充满猫的元素，包括侯硐猫乐园，猫雕塑，
猫咪咖啡馆，猫咪主题的公交车，猫咪涂鸦，同时侯硐猫
咪小镇将猫咪拟人化，吸引了众多粉丝。
台湾侯硐猫咪小镇的发展依赖于当地原有的猫资源。但侯
硐猫咪小镇发展的产业比较单一，以旅游为主，对周边产
品的挖掘不够深入。意识到这一点后，侯硐猫咪小镇也在
试图开发相关的衍生产品，如将小镇内的猫咪拟人化吸引
粉丝，制作猫咪凤梨酥，举办“风猫趣”等活动以吸引游客。
天猫小镇则是阿里巴巴在北京延庆四季花海景区打造的猫
文化特色小镇。第一期主要包括猫旅社、猫公馆和小镇猫
舍三个部分，目前仍处于建设阶段，预计将于 2017 年 11
月开业。天猫小镇的打造模式就是植入猫文化，同时借助
天猫的品牌优势获得一定关注度，吸引特定的爱猫群体。
IP 植入的变现能力也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天猫小镇借助天
猫本身的品牌知名度和中国广大的爱猫群体，在目前未开
业的情况下已经在网络上引起了大量关注和讨论，已经有
1058 位猫友参与了天猫小镇的众筹。
品牌型 IP 植入特色小镇在国内外都有值得借鉴的案例。丹
麦比隆小镇是乐高玩具的发源地，也是目前乐高总部的所
在地。乐高公司是比隆小镇的心脏，也是小镇最大的制造
商和雇主，其独有的乐高 IP 成就了小镇的两大支柱产
业——制造业和旅游业。在制造业方面，比隆小镇的生产
线负责乐高玩具的制模工序，是乐高在全球的五条生产线
之一。在旅游业方面，比隆乐高乐园是当地标志性的旅游
目的地，日接待量最高时超过两万人。
在比隆小镇，一切都很“乐高”，连酒店也仿佛是乐高积木
搭成的，让游客每时每刻都感受着乐高产品展现的魅力，
回味着乐高文化在小镇的积淀。乐高小镇如果可以进入中
国的话，乐高品牌 IP 将会是其核心竞争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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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方面，融创和乐视在特色小镇领域的合作是很好的案
例。在地产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的融创，引入了乐视强有
力的品牌 IP 和汽车、体育、互联网等产业资源，使得特色
小镇不仅具有基础支持，也拥有了产业核心及品牌影响力。
双方近期的尝试之一是浙江莫干山的互联网汽车生态小镇。
融创联合乐视进入特色小镇领域
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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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融创乐视的合作模式

俱乐部 IP 也是品牌类 IP 的重要构成部分。在珠三角地区，
广东清远恒大欧洲足球小镇将恒大足球俱乐部 IP 引入到小
镇开发中，以恒大足球学校等丰富的足球资源作为小镇依
托，将足球产业拓展至旅游、会展等领域。

IP 资源 | 打造
IP 除了可以植入外部已有的资源外，企业还可以依托自身
内部资源，打造小镇独有的 IP 资源。
在文旅小镇的 IP 打造上，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是其中的
佼佼者，打造了乌镇、古北水镇等多个知名景区，形成了
可复制的文旅产品 IP 应用模式。
乌镇在早期作为《似水年华》等电视剧的拍摄地逐渐知名，
在该阶段乌镇还只是一个普通的旅游度假小镇。自 2013
年开始乌镇借助欧洲戏剧节的概念打造了乌镇戏剧节，通
过开展独有的戏剧活动，打造出属于自己的节庆 IP，带来
了戏剧爱好者、戏剧学院师生等垂直领域受众。此后，打
造了木心美术馆、乌镇艺术展等会展 IP，知名度逐步提升，
为乌镇带来更多的二次消费。

节庆类
艺术文化IP

乌镇戏剧节
春季乌镇戏剧展

会展类

木心美术馆

普通游客、本地人
文化艺术受众

扩大知名度
增加二次消费

乌镇当代艺术展

图4 乌镇IP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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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古北水镇，通过复制乌
镇举办特有文化活动的方式打造 IP。古北水镇举办独有的
司马台长城跑音乐节和古北水镇音乐节，力图打造节庆
IP，使小镇在旅游客源的基础上吸引更多音乐领域垂直受
众，以此扩大知名度。
乌镇
观 光

2000年
东栅改造

古北水镇

2007年
西栅改造

2014年
开始营业

首先，特色小镇既可以培育和打造自己独有的 IP 资源（如
乌镇打造的各种特色节庆会展，海宁马拉松小镇打造的特
色赛事），也可以借助外部资源，植入现有的知名 IP（如
天猫小镇引入“天猫”品牌，融创引入乐视品牌等）。

度 假

产
品
型
IP
2016年
首届司马台长城跑音乐节
卡丹萨古北水镇钢琴竖琴夏令营

2014年
第二届乌镇戏剧节

2017年
第二届司马台长城跑音乐节
古北水镇音乐节
……

海宁
马拉松
小镇

打
造

2017年
乌镇国际未来视觉艺术展
……

图5 乌镇和古北水镇的发展时间线

之前提到的侯硐猫咪小镇单纯依托猫文化，而天猫小镇则
创新性的结合了“天猫”的品牌，使特色小镇对于虚拟资
源的利用逐渐加强。动物文化 IP 不仅可以植入，也可以打
造。在动物文化 IP 领域，纯抽象、纯打造的最佳案例当属
蠢萌的熊本熊。这只又圆又软的呆熊成为了火遍世界的知
名品牌 IP，成为了熊本县的绝佳区域名片，其衍生产品发
展迅速。
与恒大足球小镇同为体育小镇，浙江海宁马拉松小镇则力
求打造属于自己的赛事型 IP。该小镇区位上临近杭州，可
借力杭州马拉松已有的赛事文化氛围；资源上临近钱塘观
潮景区，可类比杭州西湖，提供长跑所需的场地资源和自
然风光。海宁马拉松小镇以马拉松运动为核心，结合景区
自然资源，创立了小镇标志性的追潮马拉松赛事，打造出
独具特色的赛事型 IP。

IP资源打造

IP资源植入

侯硐
猫咪小镇

乌镇

古北水镇
天猫小镇

品
牌
型
IP

中国
乐高小镇
(待建)

熊本

乐视
互联网汽车
生态小镇

恒大
欧洲足球
小镇
体育类

IP

2016年
乌镇春季戏剧展
第四届乌镇戏剧节
乌镇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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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作层面上，对于 IP 资源如何有效运用，有如下两点启
示。

2014年
温泉、夜游项目

2013年
首届乌镇戏剧节

2015年
木心艺术馆开展
第三届乌镇戏剧节

IP 运用 | 启示

文旅类

产业类

图6 IP 资源的打造和植入

其次，可以在不同领域拓展 IP 的应用，提升其受众群体的
广度。
例如乐高品牌 IP，在电影（如《乐高蝙蝠侠》《乐高星球大
战》等）、电子游戏（如《乐高复仇者联盟》《乐高哈利波
特》）、乐高玩具及相关周边产品（如手机壳、日记本等）
等衍生产品中都有广泛应用。
天猫小镇的宣传页面也已给出激光远程逗猫器、全自动智
能猫厕所、宠物智能食盆、宠物智能饮水机、太空猫包、
按摩洗澡梳毛手套等养猫产品的购买链接，小镇的火爆也
将带动相关宠物用品在电商渠道的销量。
IP资源应用衍生品类型
乐高IP

猫文化IP

足球俱乐部IP

影视动漫

●

○

○

电子游戏

●

○

○

音乐

○

○

○

小说

○

○

○

玩具

●

●

○

周边产品

●

●

●

● 已有尝试

○ 未来可拓展

图7 IP资源应用衍生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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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色小镇的 IP 发展路径上，高力国际建议开发企业从内
部、外部以及相互融合这三个定位来推动。
首先，做好内部定位。企业需要根据自身拥有的优势资源、
渠道及整合协调能力等，明确可以良好把控的 IP 类型和方
向，从而有的放矢，并通过优势渠道主动去寻找或者打造
合适的有生命力的 IP。
其次，明确外部定位。对特色小镇而言，IP 无异于产业内核，
并且通过内核延展到应用和服务形成全产业链，因此特色
小镇开发商需要明确哪些 IP 比较适合特色小镇去发展。通
过对国内特色小镇的调研，高力国际认为，可以承载特色
小镇发展的 IP 主要包括以下特征：
可以贯穿从知识概念到产品、产业，以及融合产业的特
色小镇并形成完整的商业模式体系，
可以形成“知识经济”
易于形成成熟的产品支撑，如风靡全球的乐高玩具，可
以形成“爆品经济”
生命力强，存续时间较久，受众相对稳定，可以形成“长
效经济”
用户粘性强，具备一定的粉丝基础，可以带来“流量经济”
延伸和衍生能力强，易于形成周边产品和产业链延伸，
形成“产业经济”
具备消费迁移能力，可以实现消费从 IP 产品向特色小镇
的转移，形成“分享经济”
具备较强的参与性，无论特色小镇的入驻企业还是终端
消费者和小镇居民，都可以参与其中，形成“共享经济”
最后，多元融合定位。企业需要明确自身资源和外部 IP 资
源的匹配程度，同时也需要明确作为载体的特色小镇与其
承载 IP 的协同效应，综合定位选择合适的 IP 资源。
内部定位

融合

需要考虑企业如下内部因素

融合程度需要考虑的因素

·资源
·渠道
·整合协调能力

·内部资源和外部
IP 的匹配程度
·IP 和特色小镇的
协同效应

外部定位
需要考虑IP的如下特征

·概念延伸形成“知识经济”
·产品成熟形成“爆品经济”
·生命力强形成“长效经济”
·用户粘性带来“流量经济”
·衍生力强形成“产业经济”
·消费迁移带来“分享经济”
·多元参与打造“共享经济”

图8 特色小镇 IP 定位的考量因素

本文回顾总结了依托 IP 的植入和打造来发展特色小镇的战
略路径。实际上，IP 资源的运用只是手段，其最终的目的
是依托 IP 资源来导入相关产业，使产业发展的更好，乐高
小镇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产业主导的模式符合特色小镇
的内涵，也符合当前特色小镇“去房地产化”的政策背景。
接下来的一篇系列报告将会介绍特色小镇的产业路径，将
重点关注特色小镇产业的生成和定位，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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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力国际企业战略咨询部

主要作者

企业战略咨询部致力为企业客户提供地产业务管理和战略
咨询服务，在企业战略和实施、市场竞争和进入、海外投
资和全球拓展、业务优化和运营管理、投资策略和并购等
领域助力企业发展。亦能满足企业在拓展时所面临的各类
房地产前沿需求，如特色小镇、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房
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健康养老、主题公园等，提
供灵活而专业高效的房地产咨询服务。

崔佳齐，高级分析师，企业战略咨询部
崔佳齐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和墨尔本大学，分别获得城市
规划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崔佳齐作为管理培训生加入高
力国际，现担任企业战略咨询部高级分析师，主要负责特
色小镇、市场进入、海外投资及定量分析等板块的业务。

企业战略咨询服务协助客户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并跟踪实
施以达成既定目标，作为长期战略合作伙伴以资源平台的
形式为客户提供多样灵活的服务，包括企业长期外部顾问，
定制化解决方案研究和培训，企业战略咨询项目合作等。
企业战略咨询服务（战略规划和实施、市场进入和竞争、
业务转型和提升、资产管理）
海外扩张和开发战略（市场进入、海外项目开发和招商
运营、海外资产池管理）
投资发展战略（市场战略、投资战略、REITs）
产业规划和发展战略（产业规划、产业导入和招商、产
业发展和运营、产城融合）
新兴地产发展（特色小镇、产业规划、养老地产）

高力国际在特色小镇领域
提供以下全产业链的专业服务
企业在特色小镇领域的业务发展战略
特色小镇业务发展和商业模式研究
特色小镇业务拓展和投资拿地战略
特色小镇竞争战略
特色小镇项目和产品层面
特色小镇可行性分析
特色小镇详细定位和开发策略
特色小镇产业规划
特色小镇产业导入战略
特色小镇产业招商和运营
特色小镇的投资和融资

免责声明：本文件由高力国际准备，仅作广告和参考之用。高力国际未
对其中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其内容、准确性和可靠性作出任何明示或
默示的保证、陈述或承诺。任何有意者应自行求证信息的准确性。高力
国际明确排除适用所有由本文件得出的推测或默示的条款、条件和保证，
对由此引发的损失和损害亦不承担任何责任。此出版物的版权由高力国
际和 / 或其许可方所有。©2017

熊雪婧，分析师，企业战略咨询部
熊雪婧女士毕业于法国北方高等商学院，获得金融理学硕
士学位。熊雪婧在高力国际担任企业战略咨询部分析师，
主要负责特色小镇、海外投资、产业规划等板块的业务。
吴宁，董事，企业战略咨询部
吴宁博士于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土地经济系博士学位，之后
于美国哈佛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具有丰富的
地产市场和地产业务战略经验，先后为多家知名企业提供
特色小镇业务发展战略、海外市场进入和项目开发、产业
规划和发展战略等。
张雪彤，实习分析师，企业战略咨询部

如若需要更多资讯，敬请联系：
吴宁 博士
董事丨企业战略咨询部
+8610 8518 1633 ext.315
Ning.Wu@colliers.com
崔佳齐
高级分析师丨企业战略咨询部
+8610 8518 1633 ext.309
Jacky.Cui@collier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