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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随着春季房交会， 以及4月

25、26日将在环球中心举行的

成都商报第二届铺交会的临近，

成都楼市激起了对商业地产的极

大关注。 网络上关于商铺投资的

吐槽越来越多：当年承诺满租的，

承诺高租金的， 不少都成为昙花

一现。 八益家具城却在一片吐槽

声中浮出水面。 网友们扒出了这

样一条新闻： 平均租金150元每

平方米，高至400元、500元每平

方米，常年满租，一铺难求！

这样的黄金商铺， 居然在投

资者的眼皮下存在了如此之久。

遗憾的是，八益家具城只租不售。

因此， 成都八益家具集团落子城

西的战略升级之作， 八益国际家

居博览城， 引来了众多业内人士

和投资者的极大兴趣。

高租金仍然一铺难求

八益家具城受到行业追捧

升级之作“八益国际家居博览城”备受关注

网络热议

对于商业街、城市综合体、专业市场商

铺的投资乱象，网络上经常吐槽不断。有网

友说，有些风情商业街虽然租金高企，但是

商家却难以支撑自己的长期经营， 不得不

转让商铺，甚至店铺空置。而有的网友则表

示，不少专业市场在销售时，打出了店铺满

租90%以上，但真正开业后，却很难做到。

但就在吐槽声中， 一条关于八益家具

城常年满租， 一铺难求的帖子迅速成为热

帖，在微信上广为传播，并引起热议：平均

租金150元每平方米，最高的租金可高达400

元、500元，而且常年满租，每年的租金增长

约为15%。在当下城市综合体林立，实体商

业受到电商冲击的情况下， 还能取得如此

稳定、如此旺盛的商家需求，八益家具城立

即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兴趣， 不少网友甚

至以此为样本，展开了分析。

对于更多的投资者来说，这个热帖，则

揭开了一个隐性的商业地产“富豪”。尽管

八益家具城早已经闻名全国， 以八益为核

心的成都武侯与广东乐从、河北香河、江苏

蠡口并驾齐驱， 是 “中国西部家具商贸之

都”，但这更多是业内口碑，普通消费者和

投资人并不清楚。也正因此，八益的高租金

才会引起网友的热议， 很多人到这个时候

才看到和理解到八益的品牌效应， 以及其

产生的市场结果， 第一次看到了强大的运

营能力所带来的专业市场的繁荣。

但也有网友质疑， 现在家居卖场那么

多，八益真的可以做到常年满租，并且每年

递增百分之十的租金吗？

对此，笔者进行了实地调查。无论是客

厅家居，实木卖场，还是卧室家居卖场……

八益家具城没有看到空余铺面。不少商家都

是在此经营很久，最长的甚至有近20年。

在八益家具城， 一名经营实木的商家

称，他的租金是每平方米300元。由于他进八

益家具城时已经找不到商铺了，所以只能从

别人手里转租商铺，因此不但要向市场的管

理方交月租，还要给这个转租的商家一笔数

量可观的转租费，折算下来每平方米已近万

元。“没有办法， 确实是找不到铺子了。”该

商家说，以自己的店铺为例，虽然这里平时

看来人流量也不是很大，但因为家具城独特

的特性，决定了这里就是一个目的性非常明

确的消费场所。不同于百货卖场的是，这里

来的客户都非常精准，基本是有需求才会来

逛，因此成交的几率也很大。再加上八益的

市场是面向全国的，很多厂家都在此做形象

展示，因此批发才是八益主要的市场。该商

家店里也经常接待来自云南、贵州、西藏、新

疆等地的客户，主要也是以大单购买为主。

还有一名在八益经营了近20年的商家称，

他算得上是从八益早期就一直跟随的商家。目

前他们的租金是每平方米400元， 而且每年租

金都在递增。他主要经营客厅家具，面向全国

做批发。之所以选择八益，是因为这里已经成

为驰名全国的家具卖场，辨识度非常高，作为

企业，肯定要选这样的口岸，除了实际的销售

业绩的考虑外，也是在行业的一个占位。

对此， 八益家具集团董事长王学茂也

直接面对网友们的疑问： 八益不但常年满

租， 而且一铺难求， 不少有租铺需求的商

家，只能通过协商的方式进行转让，转让费

也大大超过了市区不少黄金地段的商铺。

“这是市场和行业的需求导致的，近十

年来， 我们的租金水平和上缴利税每年都在

涨。” 八益集团董事长王学茂说：“33万平方

米的八益家具城，带动了10万人就业，在周边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圈，年销售数额巨大。

1800多户商家，80%以上是厂家直营，其余部

分也几乎是全省、 全国知名家具品牌面向二

三级市场的品牌店、形象店。而跟随八益一起

成长起来的，如全友、明珠、双虎、好风景、三

叶、南方等，几乎都是从这里起步走出四川、

走向全国并成为家具行业领军企业； 至少有

300家以上的厂商年产值在5000万元以上。目

前， 八益家具城的平均租金是每月每平方米

150元，每年的租金增长都在15%左右，这意味

着商家的业绩必须年增长30%以上。”

据王学茂介绍，多年以来，八益家具城

一直是满租， 商家之间有铺面需求的都是

自行转让。“2010年的转让费大概是每平方

米3000元，才短短3年时间，现在已经高达每

平方米一万元，一个50平方米的商铺转让费

高达50万元，大大超过了市中心很多所谓的

金铺。”王学茂说，这是由市场自发形成的，

证明了八益商铺的供不应求。

八益家具城为何能有如此高的租金？对

于投资者来说， 分析这个样本的意义在于，

未来如何选择和进行商铺投资。

在实地调查时，不少商家谈到了选择八

益的理由：强大的品牌号召力。商家们纷纷

表示，八益家具城是四川家具发展的必到之

地，是外地品牌进驻西南的首选地。

“八益是一张非常有分量的名片。”一

名商家表示，这种品牌的号召力，是由长期

的经营和投入所建立的， 代表的是成熟的

市场、诚信的经营态度等，是难以用金钱衡

量的品牌价值。这些一点一滴的累积，最终

形成了消费者的一种习惯性选择， 就是买

家居家具，必须要到八益家具城看看，然后

再做决定。而对商家而言，这种品牌的号召

力，在业界的影响非常大，一定程度上甚至

形成了一种来自业内人士的认知压迫力：

进不进八益， 代表着在这个市场是否有影

响，是否有占位。对于商家而言，跟着品牌

号召力强的卖场走， 其实是一种快速打入

当地市场的捷径。

“近十年来， 我们每年的税收都上亿

元。”八益家具集团董事长王学茂称，33万平

方米的八益家具城，已经经营了多年，现在

场内的直接年交易额在60亿元以上，带动了

10万人就业，在周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

圈。80%的厂家直营店、形象店主要采用的是

现场展示、批发交易、厂内出货的方式，而且

几乎都是批发，因此一年的销售量非常大。

“这是没法急于求成， 必须稳扎稳打

的。”他表示，这是因为八益前期投入了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在培育市场，培育产业。王学

茂指出，培育成“市”所花的时间和精力，至

少是建一个“场”所花时间和精力的五倍，

花费的金钱也差不多有五倍，一年可以建成

商场，但是五年不一定能培育成市。从1991

年八益开始建立商场，到真正形成一个极具

影响力的市场，有稳定的客户、长久的厂商

支撑和依赖， 产生对整个西部地区的辐射，

经过了十多二十年的培育期，这是没法急于

求成，是必须稳扎稳打的。

“八益创建初期，当时四川能挂上名的

家居企业，基本上没有。我们希望能扶持一些

家居的小作坊， 也让沿海的家居企业到四川

发展。现在四川的家居知名企业，有很大一部

分都从我们八益家具城走出来。现在，八益家

具城形成了整个西部地区大的批发集群，辐

射四川、云南、贵州、青海、宁夏、重庆、新疆、

西藏、甘肃、山西、陕西等省市区。在这个过程

中，市场得到了培育，企业得到很大发展，企

业、市场、八益和产业，是四赢的局面。”

这种市场、人气和商气的聚集，效应明

显。 仅以每年7月八益都会举办的西部商贸

之都文化节为例，这时的八益家具城，成为

全国乃至美国、中欧、东南亚等地订货商不

可或缺的必争之地。 每年仅7月文化节短短

的一周时间， 就为驻场厂商家创下经济高

点，八益家具城吸引了无数商家前来洽谈订

货，更成为中西部、西南、西北家具经销商进

货的核心基地。

“一家企业的发展壮大，最大的敌人，是

自己。只有不断自我突破，不断创新，适应行

业和市场的发展，否则是很难保持高速度运

转，实现持续地经营出彩。”王学茂对此有着

清醒的认识。他表示，在家居行业进入新的

发展时期，八益也在不断求新求变，寻找突

破瓶颈的道路。 因此，在八益家具城已经取

得较大成功的情况下，八益还是在城西进行

了新的战略布局和模式升级，全新的八益国

际家居博览城近期就将面向全国首发。

成都八益家具集团全新的战略升级之

作———八益国际家居博览城，位于大城西，总

建面100万平方米，以1000个实体家的创新模

式，打通家具、家装、软装、家电等居家消费全

产业链，真正实现一站式消费、集成式购买的

创新居家模式，革新中国家居的未来。

据介绍，卖场的绝大部分依然将由八益

自持，只有少部分将面对商家和投资者进行

销售。“一直以来，不少一直追随我们的商家

和投资者，都希望能买到八益家具城，但八

益家具城又是不进行销售的。为了回馈大家

对八益的厚爱，这次将把新项目八益国际家

居博览城一期的15万平方米商业，面向商家

和投资者进行销售。” 八益国际家居博览城

的销售负责人称，项目进展快速，预计今年

内就会正式投入运营，一期物业将以准现铺

的形式进行销售，很快就会与全国各地和商

家和投资者见面。

该销售负责人还进一步透露，从目前售

楼部掌握的情况看，投资者和商家的反响非

常好。“去年年底，在我们没有做任何一分钱

广告和推广的情况下，已经有不少消息灵通

的业内人士和投资者， 赶到项目现场查看。

项目还没开盘， 就已经有2亿多的商铺被内

部认购锁定，只等开盘。因此我们对开盘的

前景非常看好。”

（刘婷）

品牌挂帅

租金每平方米高至四五百元 年增长15%

实地调查 高租金不是谎言 是实际数据

八益直面 常年满租 转让费超过市中心金铺

八益强大品牌号召力 影响遍全国

运营为本

20多年持续投入 精心培育市场

创新突破

八益国际家居博览城 近期全国首发

项目地址：成都温江海峡科技园科兴路西段1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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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益家具集团董事长王学茂

八益国际家居博览城大门透视图

八益国际家居博览城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