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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城：苦撑13载终退出历史舞台

“熊猫城”的全称是熊猫万国商场。提起“熊猫城”，大

多数成都市民应该都不会陌生。 这个曾经坐落于顺城大街

上，被冠以“亚洲第一shopping� mall”的城市商业中心，在成

都市民的见证下，经历了“悲壮而坎坷的一生”。

“熊猫城”1993年开始修建时就不顺利。项目进行了没

多久，便因为一些外部原因而被迫停工，这种几乎停滞的状

态持续了8年之久，直到2002年才“复工”，曾被外界谑称为

“西部第一坑”。2002年－2004年之间，这里又因为各种原因

经历了3次不同程度的停工，建设过程进行得非常艰难。

据相关人士透露，开盘后“熊猫城”的招商问题一直是

个头疼的事情，虽然经营团队做了很大的努力，但这20万平

方米体量的商业已经错失了良机。 据资料显示，2005年深圳

铜锣湾百货曾与“熊猫城”签约，并于当年10月开始营业。然

而，由于铜锣湾百货的自身问题以及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出现

的过多分歧，最终以铜锣湾百货在当年底试营业一段时间后

惨淡收场而结束。

2006年，富力正式收购“熊猫城”项目。

见证 “当年就是个烂尾楼”

老成都人刘先生告诉记者说，当年顺城大街是链接骡马

市和盐市口两大商圈的重要通道，和现在一样，也是车来人

往，非常“闹热”。“熊猫城就处在这条通道的中心点上，位

置非常好，不过当年就是个烂尾楼。”

富力天汇MALL：品牌更迭业绩堪忧

富力地产接手“熊猫城”后，表示将投入巨资进行改造。

2010年，富力天汇MALL正式亮相。在招商层面上，富力引进

了当时华南地区极具人气的广百百货，还签下了欧洲知名服

饰品牌C&A的成都首家店铺以及橙天嘉禾影院。不过，据了

解富力天汇MALL开业时，只有一半左右的店铺随之开张，还

有很多商铺甚至没有商家入驻，如此仓促的开业为之后的经

营走向埋下了伏笔。

2013年初，广百百货以“成都店经营状况不如预期”为

由，决定关闭在成都富力天汇MALL的店铺。类似短时间内就

撤走的品牌还有优衣库，2011年5月才入驻的优衣库，坚持了

不到两年时间便匆匆撤走。

在招商过程中屡受挫折的富力天汇MALL不得不进行了

一次全面的调整。 据媒体报道，2013年4月1日， 富力天汇

MALL正式更名为成都富力广场，与富力在其他城市的商业

体形成统一的品牌称谓。在更名之后，招商问题仍然是成都

富力广场的头等大事。

见证 品牌少、业态少，人气不高

曾就职于广百百货成都店的冯先生向记者表示，当时广

百百货将店铺选址定在富力天汇MALL，一是觉得该地段处

于城中心，体量也能够满足店铺需求；二是因为租金相对比

较优惠。“等店铺开业之后大家才发现，商场的人气很低。品

牌少、业态少，当然没有顾客愿意来逛，销售业绩也因此长期

未有提升。在进驻富力天汇MALL的两年多时间里，广百百货

几乎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一位前成都富力广场的员工向记者表示，成都富力广场

的招商压力不小， 招商专员每天可能要打数十个品牌的电

话，“有些商家确实不看好这里， 一听到成都富力广场就没

了兴趣。但随着招商工作的频繁进行，部分品牌的态度也从

拒绝变为了观望。”

成都商报记者 魏晖 黄漫丽 李鹏程

北京华联一品天下购物中心即将关店

黄金口岸为何变成“百慕大”？

本报为你深度剖析商业项目发展中的难解谜团

近年，成都商业市场呈现平稳上升的态势。然而在

整体发展的同时，个别占据着外人眼中黄金位置的商业

中心却经历着频繁的更迭换代。这些曾经一度被商家和

消费者看好的“商业重地” 如同遭遇了商业市场中的

“百慕大”，深陷经营困难，客群不断流失，最终迷失在

茫茫“商海”之中。而在地理位置和成熟商圈的双重优

势下，究竟隐藏了怎样的原因，让这些商业变得“一蹶

不振”？

对于关店一事， 北京华联总部相关人士接受

《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回应：“关店只是因为店面

优化，目前这家店的地段不太好，销售也不太好，公

司将在其他地方开店。” 华联综超证券部相关负责

人也表示，“成都零售业竞争激烈，我们显得相对较

弱，做些调整也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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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消费力有限 顾客认为价格偏贵

北京华联一品天下购物中心位于成都著名的

餐饮商圈口岸———一品天下大街。但是，好的餐饮口

岸却未必会成为好的商业口岸。据记者采访调查，该

店作为区域商场，吸引五公里以外顾客的能力有限，

而卖场附近也缺少中高档写字楼的白领消费人群做

支撑，主要消费群体还是由区域内的居民构成。而北

京华联一品天下购物中心周边以老小区为主， 消费

习惯大都围绕“家庭、生活、实惠”，对于时尚卖场的

需求不高。 卖场内二楼HUNDREDSNATION专柜

的店员告诉记者，“我们专柜是全城几家店铺中销售

业绩最差的，虽然周围没有别的时尚卖场竞争，但因

为消费力不高，顾客总会觉得我们店的东西都偏贵，

感觉真心不好做。”随后记者来到在一楼的苹果专卖

店，店员也表示，这家店算是在成都所有店里销售靠

后的。

见证 商场几乎没有做过宣传

而在得知卖场将要关门的消息后， 最不好受的

要数卖场内各个品牌的老板了。 一楼欧雅顿化妆品

专柜的黄老板向记者表示，已在这里做了一年左右，

之前的生意虽然不是很好， 但总归是有个盼头。“今

年三月的时候，卖场招集各个品牌去开会，告诉我们

要关店的消息，大多数商家都非常无奈。商场方说只

退押金，还要三个月之后才能拿到。”老板娘还透露，

“商场只管收租金，几乎没有做过宣传，反正有人来

就有，人气不行他们也没办法。”

2009年底，四川美嘉森名品百货有限公司董

事长何玉兰，仅用72小时就迅速和原成都西武百

货物业签下合同，打造乐森百货。时隔三个月，何

玉兰再度出击，收购成都东风商贸广场，将乐森

百货的营业面积扩展到3万多平方米， 成都西武

原有的路易威登、迪奥、Loewe、Tod's、范思哲等

全数保留。2010年1月1日， 乐森购物中心正式亮

相，元旦三天的业绩令人欣喜。“奢侈品坐标，惊

艳每一天” 这是何玉兰对这个华丽新生商场的

定义。

但是，随着2010年路易威登的撤柜，乐森购物

中心的业绩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据相关人士透露，

当初路易威登之所以会从乐森撤柜， 主要是因为

其体量已经不能够满足路易威登对业务扩展的需

求了。2011年10月，何玉兰对媒体表示：最合适乐

森的，并非奢侈品，流行、潮流的元素可能才是它

的特性。随后，2011年12月7日，ZARA在乐森开设

了总面积超过3000平米的旗舰店。

见证 路易威登、迪奥等已不见踪影

上个周末，成都商报记者来到总府路31号，整

个店铺共有两层。 这里已经完全没有了乐森开业

之初的那种热闹。 原来一楼的路易威登、 迪奥、

Loewe、Tod's、 范思哲等品牌均早已不见踪影，唯

一和乐森有关的信息， 就仅剩大楼外面挂着的

“乐森”招牌。成都商报记者多方联系何玉兰，但

她此前曾使用的两个手机号都处于停机状态。

“商业百慕大”之

1

北京华联一品天下购物中心：

2014年关掉的第一家百货卖场

2011

年

4

月

29

日，北京华联一品天下购物中心携场内两大

主力店

BHG

时尚百货及

BHG

生活超市同步开业。如今，不到三

年的时间， 当时被定位为西

2.5

环一品天下商圈的首个一站式

购物中心，即将正式撤出，成为

2014

年开年以来第一家关店的

商业卖场。 虽然北京华联一品天下购物中心还暂未给出具体

的公示，但场内商家已在逐渐撤离清空，关店已成定局。

“商业百慕大”之

2

从百盛到乐森：

19年间频繁易主

说起总府路

31

号， 大概不少人都需要在脑海中搜寻一下，这

是哪里？不过说起成都的老百盛，很多人可以准确回答出地理位

置———总府假日酒店旁，春熙路斜对面，一块外界眼中的“黄金宝

地”。

从

1995

年的和正百盛开始，

19

年间，百盛、西武百货先后在这

里“阵亡”。渐渐的，这一地段就成了总府路上的一块商业“百慕

大”，留下众多待解的谜团。

“商业百慕大”之

3

顺城大街：

“亚洲第一 shopping�

mall”的命运

总建筑面积

50

万平方米、总投资近

14

亿

元、“亚洲第一

shopping mall

” ……这些即便

放在当下也足够分量的数字和名号，就是曾

经“熊猫城”所拥有的。

从

1993

年就开始打造的熊猫万国商城

位于顺城大街，曾一度被成都人视为最具潜

力的市中心商业体之一，然而在长达

13

年的

开发中，“熊猫城”发展每况愈下，不得不在

2006

年易主富力地产。而当富力广场承接使

命应运而生之后，却没有像人们想象中那样

迎来一帆风顺的发展。

1995年，总府路上迎来了隶属于马来西亚金

狮集团的和正百盛。金狮集团于1987年创立，在近

10年时间里成为全马百货店兼超级市场最大、最

成功的零售连锁集团。

这家有着世界500强背景的百货企业一进入

成都，就频繁出招。最著名的就是“大减价”活动，

一做就是好几天。对门的太平洋针锋相对，打响了

成都商战史上著名的“百太之争”战役，持续时间

长达半年之久。由此之后，也就正式开启了成都百

货商场降价打折的竞争模式。

2002年6月，百盛开始大规模“变脸”，据媒体报

道，当时仅装修费用就高达500万元以上，但这次变

脸似乎没有带来大的改变。2005年5月， 百盛贴出公

告， 货物清仓处理后，卖

场将搬迁。历经10年风雨，百盛最

终从总府路撤走。

见证 “联姻梦”破灭有影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重要原因之一是提前得知了一墙之隔的粤多

广场 （之前的东风商场） 因经营不善准备易

主， 百盛希望能拿下粤多广场，“破墙联姻”。

但2002年10月22日，红旗连锁顺利入驻前粤多

广场，终结了百盛的“联姻梦”，也许正是这次

“联姻梦”的失败，对百盛后期的经营产生了

不利的影响。

据媒体报道，早在2005年1月22日，被香港传

媒称为“名牌潘”的香港钟表富商潘锦溪独子、著

名影星杨紫琼前夫潘迪生就曾透露，旗下的西武

百货将接手原百盛的卖场。潘迪生当时乐观地估

计，成都西武开业当年达到收支平衡，经营第二年

取得利润，2007年成都西武的营业额将达到7亿

元。那时，他在深圳已拥有两间西武百货，被公认

为当地最高级的生活时尚百货公司。2006年成都

西武与业主方签下16年租约，进驻总府路。

不过， 据报道，2006年4月成都西武百货试营

业后，当年亏损约1404.69万元；2008年，净利润亏

损约888.82万元， 当年5楼家居馆就夭折关门，此

后，4楼、3楼的商家也逐步“消失”，不到一年，这

两个楼层就只剩下不到10个商家。2009年12月31

日，西武百货成都店正式结束营业，撤出成都。

见证 物业存在很大的硬伤

成都商报记者经过多方寻找，终于联系到一

位前西武百货员工。据他介绍，由于招商情况理

想，在开业之初就把头一年的租金收得差不多了。

不过楼上的商家销售情况不好是事实。由于西武

百货和业主方是合作关系，持续的经营不善导致

了双方最终分道扬镳。

这位西武百货成都店前员工还透露，成都西

武失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物业存在很

大的硬伤。当年一个层高近2.8米左右的商场对当

时的成都消费者来说，还是可以逛得下去。后来其

他的商场都越来越宽敞，越修越漂亮，就把一个层

高那么矮的商场比下去了。

西武：“名牌潘”遭遇滑铁卢

其曾雄心勃勃地表示，将首年实现收支平衡，

2007

年营业额将达到

7

亿

乐森：如今只剩下ZARA旗舰店

当年闪电接手西武，曾誓言打造成都奢侈品坐标

百盛：十年英雄黯然离场

具有世界

500

强背景，曾最早引爆蓉城百货价格大战

回放

原西武百货

成都商报记者

4

月

10

日来到北京华联一品天下购物中心， 发现很

多商家都打出“全面清仓”、“清仓大处理”等字样。

当年的熊猫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