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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项目简介
Project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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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圣亚 国内           南极企鹅临展资源

国家发明           设备



项目简介
Project introduction01.

纯正            企鹅 连同南极冰雪环境

一同带到您的活动现场！



项目简介
Project introduction01.

零距离喂食、触摸、合影

限额、收费的企鹅馆内极地环境体验、零距离企鹅互动体验

优雅、灵动、花式游泳、鱼雷般的
速度—大海里的精灵

近距离观赏它们海水中的急速泳姿

呆萌、可爱、笨拙、
活泼、好奇心、好动
——移动表情包

近距离观赏它们冰雪陆
地上的生活状态

Beluga W
orld

 Penguin BO
X 



项目简介
Project introduction01.

■ 组成：一个集装箱为企鹅展示箱

             一个集装箱为维生系统设备箱

大白鲸世界南极企鹅BOX
Beluga World Penguin BOX 

■ 实际占地：57㎡

■ 实际运营占地：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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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Project introduction01.

Beluga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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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第三代水族馆的开创者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600593）研发、建设并运营。

以“我带海洋来看你”为设计理念，以集装箱为载体，

融南极企鹅展示、科普、娱乐、体验互动为一体，

带给观众新鲜震撼的极地体验。



项目简介
Project introduction01.

移动企鹅馆目标客群

· 核心为13周岁以下儿童

· 辐射全部家庭成员
· 18-28岁 青年群体、情侣、闺蜜伙伴

· 年龄跨度全年龄层

Target group

教育程度：多数观众有一定程度的教育背景，青年观众多数受过高等教育。

收入情况：多数观众为城市中产阶层。

客群结构：亲子、家庭单位占观众人数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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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定位 用户群体的高度吻合

使本案非常适合与商业综合体的庆典活动、都市旅游娱乐业态灵活组合

也可为住宅、商业地产营销活动提供造势，集聚人气

项目简介
Project introduction01.

cooperative lo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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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项目优势
Project advantage



项目优势
Project advantage02.

稀缺性

· 圣亚

  独家资源



项目优势
Project advantage02.

· 营销噱头，新闻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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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对合作单位项目、活动，实现有效的二

次传播和社交媒体上的快速宣传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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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自拍 转发率高 社交媒体扩散宣传

项目优势
Project advantage02.

巴布亚企鹅一种“呆萌”的可爱物种，且展

演方式可以使观众与企鹅近距离接触，再加

上动物本身的稀缺性，特别容易促使观众自

发的与企鹅合影、拍照，然后发朋友圈炫耀。



项目优势
Project advantage02.

· 吸引客流、集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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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优势
Project advantage02.

南极企鹅BOX是“大白鲸计划”的下游项目之一，上游项目还

包含原创儿童文学、影视、动漫及衍生产品等，目前全国粉丝

500W+，旨在打造蓝色海洋主题全文化产业链。

http://travel.sohu.com/20160318/n441015091.shtml 

                                                                   （搜狐网相关报道）

南极生态知识科普、环保意识教育、企鹅动物知识讲解、极地

模拟环境体验。

· IP背景+科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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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优势
Project advantage02.

丰富景区内容，提升景区对观众

的吸引力，增加整体收入。

丰富地产、商业项目现场活动，

提高观众滞留时间。

· 丰富内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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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动体验
可针对贵宾，提供动物互动体验

· 灵活移动
展示箱体可灵活移动，适宜连续

多地展演



03.部分合作案例
Partial cooperation case



03.部分合作案例
Partial cooperation case

部分
合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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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部分合作案例
Partial cooperation case

文化旅游企业合作

▪ 合作公司：江苏镇江文化旅游产业集团

▪ 合作项目：镇江金山湖游乐天地

▪ 合作时间：春节期间（2015年2月，档期30天）

▪ 合作方式：租赁

▪ 实际运营面积：4000㎡ ，铁皮围挡。

Culture-oriented travel  cooperation

▪ 合作公司：与宁波华侨城欢乐海岸

▪ 合作时间：2016年4月，展期共30天

▪ 合作方式：租赁

▪ 合作公司：南昌万达茂

▪ 合作时间：2016年5月 

                   档期共计30天

旅游地产合作
Tourism real estate cooperation

商旅地产综合体
Commercial real estate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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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部分合作案例
Partial cooperation case

住宅地产商合作

▪ 合作公司：新华联集团（银川阅海湾&金凤
                   新华联广场、呼和浩特新华联园）

▪ 合作时间：楼盘开业（2015年3月、5月，档期各为30天）

▪ 合作方式：租赁

Residential real estate business cooperation

▪ 活动效果

两地均通过 “企鹅来了”特色活动占领市场，
银川站实现了7W+的现场客流聚集
微信公众号实现了30天内吸引9W+粉丝的效果；
呼和浩特站实现了9W+的现场客流聚集
微信公众号实现了30天内吸引10W+粉丝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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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部分合作案例
Partial cooperation case

商业广场合作

▪ 合作公司：南通星光耀广场

▪ 合作时间：2015年7月

Business Plaza cooperation

▪ 合作公司：深圳赛格ECO中心

▪ 合作时间：2015年10月  

                   档期共计30天

▪ 合作公司：昆明广发银行乔迁庆典

▪ 合作时间：2016年11月  

                   档期共计30天

商业综合体项目合作
Business complex project cooperation

庆典活动
Celeb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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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部分合作案例
Partial cooperation case

住宅地产

▪ 合作公司：海口金融仕家

▪ 合作时间：2016年12月 档期共计30天

Residential real estate

▪ 合作公司：南充王府井购物中心

▪ 合作时间：2016年12月  档期共计65天

▪ 合作公司：沈阳万科

▪ 合作时间：2017年7月  档期共计70天

商业开业庆典
Business opening ceremony

楼盘宣介
Premises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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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合作方式
Cooperative means



04.合作方式
Cooperative means

标准运营期均为30天，前期准备10天，

撤展3-5天，共计43-45天。

合作方式：租赁

甲方（承租方） 

①责任：租赁费用、水电费

②权益：封闭经营门票及封闭区内其他活动收益

乙方（圣亚）
  

①责任：动物展示、运营费用支出

②权益：企鹅主题衍生商品及企鹅馆内体验互动收益

主要权责
Lease Main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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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合作方式
Cooperative means

合作流程示意图

合作方工作重点

大连圣亚工作重点

Process schematic diagram

1 4 10 13 15 18 19 21

《XX林业厅同意引进白眉企鹅的函》

《野生动物或其他产品出省运输证明》

（时长2周）

支付租金及保证金

上下水、电准备完善

（设备进场现场秩序维护） 现场秩序维护

（企鹅进场）

企鹅到位

企鹅运输出发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设备到位并运行

合同签订日 展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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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场地技术条件
Site technical conditions



05.场地技术条件
Site technical conditions

▪ 占地面积：200-300㎡（去掉企鹅雕塑后占地面积不可小于100㎡ ）

▪ 商场各尺寸需求：
商场入口高度4米，宽度4米；进入后转弯角度能够满足9米×3米集装箱转向,门前尽可能没有坡度或楼梯，

门前道路或广场宽阔，适合17.5米的货运车辆进出及转弯，并能同时停靠50吨以上的吊转车辆，及10吨

以上叉车，地面要夯实，可承载40吨以上的车辆停靠。

▪ 场地尺寸需求：
场地净高（风道最低点以下地面成活以上）保证在4.5米以上。箱体高3.2米宽3米，室内两个箱体摆放长

度最少26米。

▪ 楼板、地面荷载要求：
保证每平米荷载不低于1吨，平整不下沉，如不能达到荷载要求，展示占地区域甲方需根据乙方荷载要求

进行加固处理；保证展出区域地面坡度不超过1厘米。

▪ 上、下水管路及排污要求：
上、下水管路直接入户并接驳到位，上水入水量每小时不低于2吨。需要每小时流量4吨以上的自来水管

链接到位，有污水排放口，且排污口能容纳每小时8吨的大流量。

▪ 电路要求：
提供50型5芯3项的硬芯电缆，容量为50千瓦或此型号负荷能力以上的电缆，按我方要求安装入我方电箱。

▪ 其他要求：
甲方保证场地符合临时展出业态消防、安全等法规规定；

并在消防、公安等各部门报批中取得验收合格。

在项目中间提供夜班值班室；提供24小时安保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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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与您合作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大白鲸世界南极企鹅BOX

（移动企鹅馆）
Beluga World Penguin BOX



项目负责人：王刚

拓展专线：0411-84581830/13942611991

邮箱：672745987@QQ.com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608-6-8号

网址：www.sunasia.com

股票代码：600593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