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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运会一周年，值得济南和山东回味梳理的东西太多，作为世界

性难题的体育场馆赛后经营利用，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提起

全运场馆，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济南奥体中心。

进入“后全运时代”的第一个年头，“东荷西柳”的运营情况如何？

有关方面又是如何破解难题的，“潜新闻”为您讲述。 —张跃伟

随着济南东部开发的进行，

“东荷西柳”的运营者们对未来充

满信心。裴长宝认为能到这里来

买房置业的，一般都有较强的消

费能力，也有健身的需求，场馆恰

恰就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东荷西
柳”与周边的房地产开发，是一个
相互借力的关系。

从9月5日至今开业一个多

月，战祝雷粗略算了一笔账，除

去水电费，店里每个月人员支出
13万，而目前店里每天平均客

流已经有几十人，按照每人198

元的最低消费标准计算，收入已

经相当可观，除去成本，收支恰

好平衡。

“高档主题餐厅的定位非常

正确，这里的客源就是高收入群

体。”战祝雷本以为前三个月会赔

得很惨，现实的业绩让他在欣喜

之余，开始作长远打算，投入500

多万元的装修10年都不会过时，

等5年的合同到期了，争取续签，

如果品牌闯出去了，开分店也在

计划之中。

面对现在出租商用房的高收

入，裴长宝却认为：“场馆才是我
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今年承接的重大赛事和商业演
出已经达到20场左右，以后需要

我们更加科学合理地利用。”

中视体育娱乐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阮伟也曾表示，“东荷

西柳”实现自养目标的同时也要

满足城市需求，成为城市重要的

软名片，依靠大的赛事提升城市

知名度。将场馆培育成一个配套

设施完善的旅游景点，也可以利

用品牌效应，开发相应的衍生

品。

缺乏人气，店铺冷清，这是先

期入住“东荷西柳”的商家们必须
要面对的现实，但是这些经营者

们都有明确的预期，对暂时无人

光顾也做足了心理准备。

“西柳”北侧一家刚开始试营

业的咖啡店，宽大的落地窗配着

暗红色家具，装修的细节里透露

出时尚，虽然400多平米的店面里

并没有客人光临，但是店员仍在

轻音乐的背景下悠闲地打扫卫
生，准备餐点。

老板陈一冰是一位优雅的中

年女性，虽然咖啡店前期投入的
100多万，与目前寥寥无几的客流

显得不太相称，但陈一冰依然显

得很从容。

“我看重的是长远发展，奥体

中心是个巨大的平台，它吸引来

的各种商演、比赛、俱乐部是对咖

啡店无形的宣传，这里的店铺将

随着‘东荷西柳’的发展增加知名

度。”第一次进军餐饮业的陈一冰

深信不疑。

“这里的人气是需要养的。”

即使暂时亏本，陈一冰也决定继

续等待一到两年，附近的高档社

区、写字楼、大酒店都刚刚落成，

以后不愁没有稳定的客源，现在

得一步步来。

从事餐饮16年、在市区拥有

两家饭店的战祝雷也在“东荷西
柳”租下了1500多平米的店铺，

按照他以往的经验，任何一家饭
店开业前几个月，亏损是很正

常的，何况在这里入驻前两个

月免租，当年每平米每天1元钱

的租金让他比较满意。即使以后

的租金每年上涨20%，如果生意
按照他的预期发展，租金不是问
题。

“我们不能杀鸡取卵，需要培

育市场，扶持这些刚刚入驻的商

家。”裴长宝表示，入驻当年，租金
每平米每天只收1元，位置差点的

地方甚至只收8毛，此后每年递增
20%，涨到一定数额的时候，还会

进行稳定调整。

“东荷西柳”有着自己的优

势，它所处位置交通方便，场馆相

对集中，而且硬件设施首屈一指，

经过全运会的锻炼，服务保障更
是经验丰富，因而在价格能够接
受的前提下，一些大型活动开始

青睐这里。

尽管如此，“东荷西柳”的运

营者也面临着现实的瓶颈。

“能容纳8万人的体育场，非

节假日的时候平均每天也就20人

左右参观，都是一些退休的老

人。”在“西柳”做保安的魏红岩认

为，5元的票价不贵，但是这儿距

离市区太远了，影响了市民参观

的热情，即便是健身市民也愿意
选择市区内的体育馆。

餐馆开业前，已经做过调研
的战祝雷了解到，周边的居民社

区建设仍在进行中，已建成的部

分社区入住率也依然偏低，社区

饱和度的欠缺也影响了场馆的人

气。

裴长宝则认为，“东荷西柳”

运营最大的制约是相关配套设施

的缺乏，很难具备接待运动员的

便利条件。拿酒店来说，目前“东

荷西柳”周边只有一个喜来登酒

店，这对运动员们来说，无疑显得

过于高档了。

济南气候四季分明，场馆设

施与服务保障也比较理想，因而

国家网球、游泳、田径等多个运动

管理中心，都曾有在“东荷西柳”

挂牌建训练基地的打算，可最终

都因周边没有能满足运动员日常

吃住需要的配套设施而未能如

愿。

“如果真的能成为国家训练

基地，每年仅运动员吃、住、场地

训练等方面的收入，就相当可

观。”裴长宝表示，这些机遇的错
过让场馆的运营收入无形中损失

了一部分。

10月13日上午9点半，“西柳”

体育场西侧入口。保洁员孙爱梅

此时已经工作了两个小时，在她

负责的辖区内反复转了三圈。

从去年8月12日上岗，到现在

已经一年多时间了，孙爱梅比别

人更了解这里经历了什么。

“全运会时运动员和观众每

天少说也有几千人，28个保洁员

都忙得顾不上吃饭。现在如果不

搞大型活动，没有多少人来，保洁

员也减少到7人。”身后高大的体

育场和少人经过的马路，使孙爱

梅的背影显得有些孤单。

无论是奥运会、亚运会，还是

全运会，赛后场馆如何有效利用，

已成为公认的难题。进入“后全运

时代”，“东荷西柳”也不例外，这
也考验着场馆运营者的智慧与胆

识。

现实的严峻从济南奥林匹克

体育中心党委副书记裴长宝的工

作安排中便可以显示出来：承接

一系列的大型体育赛事、商业演
出、年会、会展，“一场三馆”对外

开放，健身项目价格如何制定才

能吸引更多的来访者，都是他必

须要考虑的问题。

“东荷西柳”除去体育场馆，

还有62000平方米的商用房可供

出租，这也是“东荷西柳”当前运

营的主要收入来源。

“围着场馆一圈的商用房，一
半是汽车超市，一半是各种餐饮
店。”作为在“东荷西柳”开业的第

一家餐馆，老板战祝雷每天都盼

着其他店铺尽快开业，为这里增

增人气。

裴长宝对此则显得颇有底

气，包括家具店、餐馆、汽车4S店，

目前已有61家商户入驻，商用房
的利用率已达到80%，仅这一部分
的出租收入，年底就可达到2000

万，加上“一场三馆”(即体育场、

游泳馆、网球馆、体育馆)的健身

卡票、体育赛事、商业演出等方面

的收入，年底可实现3000万元左

右的收入，而此前济南市委市政
府所定的目标是1500万元。

尽管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但

裴长宝心里清楚，“东荷西柳”与

真正意义上的盈利，仍有相当的

距离。包括水电暖与物业服务，

“东荷西柳”每年的运营成本达

3800万元，与收入相抵仍有800万

缺口。

“市政府给了我们3年的时

间，希望我们3年后能自己养活自

己。”裴长宝盘算着到2012年至少

实现收入3200万，尽快自给自足。

““东东荷荷西西柳柳””的的
后后全全运运时时代代
本报记者 李文鹏 王光照

“青岛啤酒”啦啦操总决
赛
9月11日
（收入18万）

泉城武林争霸赛
10月3日
（收入18万）

2010秋季全国糖酒商品
交易会大型文艺晚会
10月8日
（收入80万）

齐秦演唱会
10月31日
（收入75万）

马拉多纳“温暖中国

行”

11月5日
（收入22万）

郎朗音乐会
12月15日-17日
（收入20万）

周华健演唱会
12月21日-25日
（收入20万）

那英演唱会
12月31日
（收入1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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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体中心部分

赛事商演收入

年亏800万，让人“惊喜”的数字

眼睁睁流失的大客户

“这里的人气是需要养的”

运营者的信心和商户的意外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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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相关链接

13日，济南奥体中心游客稀
少，显得有些冷清。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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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跳水明星赛
2月2日-3日
冬奥健儿冰上表演
5月15日
省运会跳水预赛
5月18日-21日
2010年全国青年游泳锦
标赛
6月17日-22日
2010年全国乒乓球俱乐
部甲B比赛
6月23日-27日
2010年全国乒乓球俱乐
部超级联赛
6月9日-9月26日
2010年全国田径锦标赛
8月5日-8日
2010年全国网球青少年
团体锦标赛
8月31日-9月6日
第二届中国跳水明星
赛
9月17日-18日
阿联酋和巴林球队训
练
9月20日-30日
山东省业余网球比赛
10月16日-17日

承办省级以上

体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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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由济南奥体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