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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园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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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跨界展会到文创自
营店， 从服务升级到指数
发布，从直播到拍卖，谁说
古玩市场只能和老旧传统
挂钩？ 在古玩艺术品市场
仍 处 在 深 度 调 整 的 2019
年，“拓维”“破圈”“融合”
“网红”“平台”却成为老牌
古玩市场潘家园创新发展
的五大关键词。 潘家园旧
货市场正在通过打破古玩
圈“次元壁”的方式，解锁
未来文化艺术品市场的新
动向与新玩法。

关键词1 拓维

近些年，国内的文化艺术品市场经历
了从繁荣到调整的蜕变，全联民间文物艺
术品商会特聘会长曾在采访中表示，把文
化艺术品当成商品简单经营就能赚钱的时
代已经过去，市场的经营者如果不能转变
思想，仍然依靠传统的平台租赁也很难留
住商户，实现可持续发展。文化艺术品市场
未来的发展应该从拓展新思维、新模式、新
生态入手，转型升级已经迫在眉睫。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就在刚刚结束
的“潘淘荟”2019年度发布会上，潘家园发
布了拍卖、典当、文创新品、潘家园指数等
多个新业务板块。针对文化艺术品市场的
拓维与转型，潘家园规划运营部经理孙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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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次元壁”
潘家园解锁古玩市场新玩法

表示，潘家园利用自身特色开创出多个新
业务模块，新模块与传统业务模块交相辉
映，使潘家园市场在维持原有文化风貌的
同时，与时俱进地开拓出多种全新业务形
态，使“老”市场绽放新活力。
除了业务板块的拓展，在行业数据研
发的维度上，潘家园适时推出了包括市场
指数、品类指数、预测指数三大类的潘家园
指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一级市场
缺乏数据统计的空白，同时也为更好地指
导商户经营、为收藏者何时入手何种商品
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2 破圈

文创自营店入驻秀水街、快闪店开进
太古里、Cosplay汉服秀、非遗体验课，这
些年轻和极富国潮风味的活动，让人们对
一直贴有“传统”“捡漏”“地摊”等标签的潘
家园有了全新的认识，实现了“破圈”。
2019年潘家园在文创产品的开发上
持续发力，对于跻身文创赛道的考量，潘家
园相关负责人表示，文创是延续、活化传统
的一条新路，将时尚元素融入传统手工技
艺，将传统文化注入年轻市场与国际旅游
市场，能够让潘家园多年的文化积淀得以
外延，让“古早味”出圈、出海。
随着品牌在原有圈层领域的不断外
延，潘家园正在尝试用“最传统”碰撞“最时
尚”，用更新鲜的方式来展示自身的破圈与

蜕变，让文化艺术品市场走出既往熟悉的
圈层，让小众行业有了更多曝光度和议题，
同时也让大众逐渐走出了认知的小圈，转
变了对潘家园的固有看法。

关键词4 网红

关键词5 平台

网红主播、网红打卡地、网红活动，这
些听起来似乎都很难与传统的古玩市场挂
钩，但潘家园却是个特例。现在的潘家园正
关键词3 融合
在逐渐成为Cosplay与汉服文化爱好者的
近年来，融合已经成为了促进产业发 网红打卡地，有汉服文化爱好者表示，传统
展的潮流和关键词，在消费需求更加多元 的古玩市场举办汉服秀，听起来很有趣，潘
化的时代下，任何一个产业都不得不抛弃 家园传统文化的氛围浓厚，穿着古风服饰
以往单打独斗的营销思路，而需要更多地 来游园、淘宝，会很应景也很有趣。
与其他业态进行跨界融合。此外，面对消费
“开门见财”“潘桃”“潘家园家族的吉
模式的变化，传统线下实体市场如何打通 祥物”，潘家园在园区内打造了众多极具文
线上营销渠道，做到线上线下的有机融合， 化韵味的拍照打卡网红地标。除此之外，最
受年轻白领喜爱的文化体验活动也被引入
也成为转型升级的关键。
2019年，潘家园在首届陶瓷文化周的 了潘家园。北京首个以非遗为主题的公益
基础上，今年继续与景德镇跨界携手，成功 活动互动体验馆落地潘家园，水拓画、扎
举办了第二届陶瓷文化周活动。在跨界融 染、团扇、门环、篆刻、画脸谱、掐丝珐琅、画
合方面，潘家园一直在拓宽边界，今年潘家 风筝8项非遗体验都在“炎黄瑰宝”非遗盛
园与线上最大的古旧书交易平台孔夫子旧 世嘉年华中悉数亮相。
书网携手，成功举办了2019年潘家园首届
在网购成为潮流的今天，直播拼的是
古旧书博览会，活动成为古旧书线下市场 信誉，讲的是口才，靠的是知识。据潘家
与线上平台合作的一次有益尝试，同时也 园总鉴定师师俊超介绍，潘家园目前已
为古旧书市场未来的发展和经营提供了新 经培养了十几位直播买手，他们都是潘
的模式探索。
家园的工作人员，且取得了鉴定师资格
整体市场环境和消费需求不断改变的 证书，他们除了会在市场商户手中选货
当下，潘家园作为市场管理方适时入驻直 外，还会深入文玩艺术品的原产地购买
播平台，利用线下实体市场融合线上直播 符合潘家园直播特色的优质货品回馈消
的新方式，在帮助市场商户推介商品的同 费者。他们已经成为潘家园入局直播平
时，为市场获取转型红利。
台中的新网红。

在“平台经济”的大背景下，文化艺术
品市场该如何开辟出不一样的发展之路，
潘家园在去年11月与京东平台正式开启了
战略合作，打造了“线上潘家园”平台。“整
合线上线下资源平台的搭建，在丰富自身
业务的同时启用平台化路线，有效拓展整
合了潘家园的线下商户资源与京东线上的
客户资源。”北京潘家园古玩艺术品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杉表示。
除了线上平台的拓展，潘家园一直在
尝试利用平台优势，集合多方资源，组织自
主创新型展会，进行不同地域间特色文化
的交流，激发市场活力。同时，潘家园还打
破地域的限制，搭建平台积极组织市场商
户“走出去”，其中，许多商户都通过这些展
会实现了品牌的推广和宣传。
北京潘家园国际民间发展有限公司
规划运营部经理孙玮表示，“ 潘家园作为
国内知名的古玩市场，正在努力转变身
份，主动作为，变之前单一物业管理方身
份为现在的平台资源整合方，深度参与对
文化、商户、展会、线上资源等平台资源的
整合工作，让平台上各类优质资源都能够
发挥更大的价值。同时，利用开放包容、资
源共享、合作共赢的平台思维，开展模式
及渠道创新”。
北京商报记者 马嘉会

2019年潘家园重点活动项目盘点
1-12月
“潘家园礼物”文创产品开发
全年12个月，基于现有商户、工艺师资源，通过与

6月

12月

7月

各门类工艺师的对接，每月推出新品定制。

依托京东平台大流量， 打造潘家园线上古玩城项

2月

12月1日

7月12日-16日

● 京东拍卖
目，继续为广大市场商户开辟线上市场，实现线上

● 潘家园展团再次走进2019中国五台山

●“
潘家园礼物”秀水街店正式开业

国际旅游文化用品及工艺品展览会

面向年轻化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借船出海”模式，
成为潘家园探索文创转型的新路数

线下相互联动

7月23日-29日

6-12月

12月20日-2020年1月1日

● 2019盛夏淘宝季美食节

● 潘淘荟第二届周年庆典

2月6日-10日

● 直播

开启了潘家园旧货市场夜间经营新模

● 潘家园第十一届春节交易会

布局拍卖、典当业态，发布潘家园指数，多维度、多

依托自媒体平台， 打造@潘家园网+@潘家园网小马

式，为京城夜经济助力

集特色文玩年货、怀旧店铺、民俗表演为一体

视角呈现潘家园27年的发展成果与最新动向

甲+@潘家匠微博自媒体矩阵

● 春节期间潘家园礼物参与北京朝阳国际风情节

6月8日

6月15日-16日
● 潘家园大师课之
“
茶文化”

3月

● 2019年国石·赏石艺术博览会暨
中国名家赏石精品展

11月7日-10日
● 潘家园第二十七届全国连环画交易会

8月15日-22日

11月16日

● 2019年国石·赏石艺术博览会

● 潘家园文创品牌快闪店入驻三里屯太古里

暨中国名家赏石精品展

一场为期两周的传统与时尚跨界首秀

8月25日
●“
五彩缤纷盛夏乐”潘家园儿童淘宝集市

5月25日-26日

4月13日-21日
● 景德镇陶瓷博览会北京潘家园陶瓷文化周

5月31日-6月2日

潘家园与景德镇“走出去，请进来”文化交流活

● 潘家园第一届珠玉回流精品博览会

动已经以联合文化品牌的形式固定下来

首届珠玉回流精品
博览会， 吸引了众

4月25日-28日
● 潘家园第二十六届全国连环画交易会

多海内外知名收藏
家参展

10月
10月16日-20日

9月

● 2019年中国潘家园首届
“万阅典藏”书博会
本次书博会与孔夫子旧书网携手， 共设七大展

5月30日
● 潘家园大师课之青铜器的鉴赏与修复

● 潘家园第二届经典藏品拍卖会

8月

● 第四届潘家园全国核雕名家名作精品展销会

子们制作非遗手工作品

11月2日

●“
五彩缤纷盛夏乐”潘家园儿童淘宝集市

5月16日-19日

邀请了多位工艺美术及非遗大师现场教授孩

11月

联合社区开展的潘家园儿童淘宝集市活动

5月

●“
六一”儿童节亲子趣味手工体验课

4月

7月27日

● 潘家园礼物-端午节主题文化活动

● 情人节潘家园礼物上新

3月28日-4月4日

● 潘家园盛夏淘宝季社区舞蹈互动活动

● 晒宝、免费鉴宝活动

● 组建今日头条直播平台

● 潘家园礼物-3·8妇女节促销

7月24日

区，汇集全国百家古旧书店，近万种古籍书刊和

9月1日
● 华盈拍卖·潘家园2019第一届大众艺术品拍卖会
潘家园启动文化艺术品拍卖项目的成功试水

珍本善本现场展售

10月16日
● 中国古旧书发展高峰论坛

9月18日-28日

众多专家学者从科技赋能、业态融合、创新经营

● 潘家园第十六届全国红色收藏展览交易会

10月18日-22日

以从全国征集的130余件红瓷艺术品为展示主体，分
别设置“伟人风采”“时代楷模”“红色记忆”三大展览

等多个方面解析中国古旧书业的发展方向

● 2019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

被连环画收藏界视为风向标，每届都吸引全国

板块呈现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三大历史阶段的曲

10月31日-11月3日

各地众多“连友”前来交易、交流

折进程

● 潘家园第十二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品交
易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