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以八益家具城B座为主要样本，

对商家租金进行了调查，发现租金有高有

低，从每平米一百多元到四五百元不等。

“倾国家私”销售人员称，他们已租

赁5年， 目前租金约为每平米300多元，这

个约50平米的商铺月租金近2万元。“批发

零售都有， 但以批发为主， 面向全国，山

东、河南、河北等地的客户要多一些。”

而泰兴家具的销售人员则表示，他们

租金大约在400元/平米，每个月零售一般

是2、3万，至于批发的销售金额，她则不愿

透露。“八益是老牌卖场，铺子出来就有人

租，而且还要收转让费。”

新异彩的负责人刘先生则称，他已在八

益经营18年，目前在A座的商铺租金是450元

/平米，基本上八益的租金是以每年30%的频

率递增。除了八益，他还在新都的香江·全球

家居CBD设有店铺， 租金大约每平米50元。

“从两个店的情况来看， 八益店的营业额更

好些。”他表示，新异彩是做客厅家具的，自

己生产，在八益是以批发为主，面向全国的

客户；而在香江，以零售的客户为主，因此两

店营业额有所不同。作为商家，在选择卖场

时，他们还是会提前做调查，包括客户认可

度、服务和品牌、综合实力等。

而在位置靠后的实木家具卖场，一位

经营实木家具的店主称， 他的店约210平

米，月租大约在每平米150元左右。由于八

益早已满租，他的铺子都是从别人手上转

租而来， 除了向商场交租110元/平米外，

每月还要向转租者交40元/平米左右的租

金。在记者所在的十多分钟里，这家实木

店没有一名顾客上门，但店主表示，生意

其实还可以。之所以选择八益，是因为八

益的品牌已在西南和全国形成品牌效应。

“这里以批发为主， 我们的店面只是形象

展示、接单，背后在成都还有工厂，可以进

行大量生产。西藏、青海、云南、贵州等地

的客人，不少往八益跑。我们有一年就接

了一个几十万的大单，就是来自外省市。”

原因1：只租不售 自持控制权

新港地产董事长张红兵认为， 八益走

红的背后， 只租不售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

素。如果商场卖了以后就不管了，也可能是

管不了了。对于小业主而言，谁的租金高就

租给谁，这意味着龙头商家、主力商家可能

根本占不到好的位置。 而恰好又是主力和

龙头商家对卖场的贡献大、带的客源多。出

售后，小业主各自为政，很难统一进行安排

和运营。而且自持意味着我有控制权，能组

织商家统一做促销活动， 也能统一对外进

行推广和发布广告。只有我是总业主，我才

愿意做这些事情。

睿意德西部大区总经理张建华分析，

持有很关键。 这意味着八益将持续地投入

和运营整个卖场，最终形成品牌和口碑。

原因2：统一管理 可及时调整

“自己持有，就容易进行统一的运营

管理。”张红兵称，关键在于可以统一协

调商家的位置、统一结算租金，把租金扯

平了算。以较低的租金、较好的口岸吸引

主力商户、带旺市场，把位置不那么好的

商铺租金也做高。

张建华则认为，统一的运营管理意味着

对整个卖场招商的业态、经营范围等都有一

定控制，并能通过商场的定位，运营一段时

间后各个商家的市场表现等来调整业态。简

单说，统一经营管理意味着经营安排是有区

别，对市场的占有也是有策略。

原因3：生产和加工是核心

“作为专业市场，八益的优势在于做批

发。很多商家都是在八益有店、背后有厂。

八益有核心的生产和加工， 因此才能成为

西南区域的中心，生产、加工和批发零售的

基地，成为进货的源头，增加卖场中商家的

营业额和营业机会。”张建华称，如果以小

商品举例，做百货市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你的货源在哪里，如果不是生产基地、加工

基地，就是从外地进货。比如义乌，经过30

多年的发展才形成了辐射全国的小商品集

散地，而且他有生产和加工能力。如果想在

成都做一个这样的市场， 却没有生产和设

计端， 那你就只能到义乌去进货， 增加成

本。“现在更多的专业市场， 其实就是一个

二房东。 很多品牌在卖场中只是一个展示

和交易窗口， 然后通过全国物流来进行配

送，和百货公司是一个模式。如果我是大宗

买单，我就可以直接向厂家进货，无须通过

这些门店。”

原因4：传统商圈 地段有优势

“红牌楼和川藏路一线， 是传统的

家居成熟商圈。 尽管从地理位置来看，

城南的商业地产租金和售价，的确比城

北相同位置要高，但我认为，这并不是

租金能这么高的重要原因。”张建华表

示，八益这样的经营模式，换个地方，不

在红牌楼，换到城北，依然生意会好。源

头在于他的商家有生产、 研发功能，才

能辐射更远。有价格优势，大宗买卖才

能在这里发生。

“专业卖场和历史有关系，谁先形

成商圈，谁的知名度最强，谁成名早，对

客户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比如像春熙路

商圈，就可以捡到客户，比新成立的商圈

要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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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其实不应该以城南还是城北的地理

区域划分，来定义家居卖场的生意好坏，这

和商圈的成熟度、 卖场的营运能力都有一

定关系。” 市家具行业商会秘书长古皓东

认为，城南目前的租金高是因为八益、太平

园、红星美凯龙等卖场，经过多年运营，再

加上品牌成熟，因此市场有交易额，经销商

才有收益，能赚钱。那么卖场也能适当地提

高租金，也是健康正常的盈利。加上卖场经

营时间很长、品牌大卖场扎堆，引导了消费

者的消费习惯养成， 使得它们成为一站式

消费集散地。

但同时，目前成都家具场馆的建设

有些过剩、体量太大，这样会形成恶性

循环，对卖场、经销商、厂家乃至整个

产业链都会受到伤害。 不少受影响较

大的场馆甚至出现营业员比消费者多

的情况。

继4月18日在京成功举办“2014蓝光

品牌战略发布会”后，前日蓝光地产移师

成都举行了“2014蓝光品牌战略暨生活家

系统发布会”， 首次在大本营成都将蓝光

地产全新推出的第三代产品 “生活家系

统”进行全面解读。从蓝光地产的第一代

产品富丽系、凯丽系到第二代作品COCO

系，无一不是为成都楼市留下了深刻的印

迹，成为行业产品的风向。2013年，蓝光地

产携旗下COCO系产品开拓全国市场，所

到之处更是掀起一股蓝光热潮。因此蓝光

地产的第三代产品究竟什么样，更是牵动

成都楼市最敏感的神经。

24年来，蓝光地产专注于中国人居的

探索和研究，目前已成功进驻北京、重庆、

昆明、武汉、长沙、苏州等近20座大中型城

市，开发项目超过100个，覆盖超过20万业

主家庭。同时，在为业主提供生活服务方

面， 蓝光也是步步领先，2007年蓝光推出

全国首个房企400客服热线， 并向客户承

诺“一号万事通”，业主在居住中有任何

问题都可通过拨打蓝光400客服热线咨询

解决。而此次，蓝光地产更是首开先河，推

出了全国首个全面解决居住服务的 “蓝

光生活家”服务体系。

“当业主正式购买蓝光物业的同时，

我们已经为你准备好全套的家装参考手

册；当业主的小孩放学后，如果没有时间

照顾孩子，我们已经在小区内为他准备好

4点半学校； 业主下班时可以通过蓝光生

活家手机APP预定晚餐食材，到家后果蔬

配送服务员已按时将他预定的食材送到

家门口……” 蓝光地产集团总建筑师郭

震兴奋地说道，这一切都将在有蓝光生活

家系统小区中实现，从现在起，蓝光将从

简单的卖房子过渡到提供生活服务。

记者获悉，蓝光生活家系统是基于蓝

光24年丰富人居经验，对其全国超过20万

业主家庭居住习惯的潜心研究而来，它将

承载具备居家服务体系、 健康服务体系、

文教服务体系等三大核心社区服务功能，

真正从人居需求出发， 满足健康咨询、社

区文化、亲子教育、业主服务、居家服务、

购物休闲等一系列增值服务体系，开行业

先河，导入“4C现代生活方式”。

蓝光地产集团总裁助理熊瑛介绍，“生

活为家，家在蓝光”将成为2014蓝光地产的

年度品牌主题， 它将进一步丰富蓝光幸福

人居的内涵，为客户创造价值。2014年蓝光

地产全新推出的“生活家系统”将成为承

载这一主题的有力支撑， 成为行业标杆领

军市场。

成都商报记者 余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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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风港时代广场是集购物、餐饮、娱乐、特

色精品店、超市、大型专业店及零售等多元业

态为一体的外双楠首席一站式休闲购物广场，

周边大盘云集：保利、中海、绿地、中铁、置信

等。上风港时代广场填补了整个区域内一站式

消费的商业空白，对未来区域商业发展起到了

绝对的带动作用，四面邻街的先天地块优势以

及完美结合的开放式风情天街与商业内街的

独特设计，与18亩市政广场无缝连接。永辉超

市、大地院线已正式签约入驻。去年底开盘时，

上风港时代广场受到热捧，劲销3亿元。预计明

年中旬项目就将交付使用，此时正是投资该项

目的最好时机。

（杜娟）

恒大将拿出三套住房奖励成都优秀“新

青年”可谓是本周楼市最热新闻，此次“新青

年新居梦” 活动评选报名已经全面展开，通

过网络和现场报名的自荐参评人数不断上

升。与此同时，四川省妇联的“最美家庭”活

动也正在如火如荼举行中， 在得知恒大地产

正在举行新青年评选活动之后， 四川省妇联

决定把“最美家庭”中的优秀青年向“新青

年新居梦”组委会特别加以推荐，恒大“新青

年”评选活动已经升级。

昨日， 省妇联相关领导与恒大集团成都

公司高层会面，省妇联对恒大“新青年”活动

给予高度评价。省妇联副主席张怀青表示，一

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家庭， 家庭是优秀青年成

长的第一课堂，所以愿意推荐“最美家庭”中

的优秀青年代表参加“新青年”活动，推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恒大集团成都

公司品牌总监肖娟表示， 一直在社会慈善公

益事业上身体力行的恒大始终坚持承担企业

社会责任， 本次活动也是结合五四青年节精

神，发起“新青年”公益活动，向社区选拔自

信、自立、自强的时代青年楷模。恒大新青年

评选与省妇联“寻找最美家庭”两大活动异

曲同工，肖娟表示感谢妇联能推荐“最美家

庭”的优秀青年，共同鼓励青年人热爱事业

热爱家庭，共同倡导社会正能量。

据了解，今年2月开始，全国妇联发起了寻

找“最美家庭”活动，旨在最广泛发动群众参

与，共同发现最美家庭，在全社会掀起树立夫妻

和睦、尊老爱幼、科学教子、勤俭持家、邻里互助

的家庭美德和文明家风热潮， 引导广大家庭成

员在参与中接受道德教育、提升文明素养、重视

家庭角色塑造、端正家庭价值取向，以实际行动

培育和践行正确的家庭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最美家庭”活动通过网民投票、专家评审、

大众评审等方式评出了一批最美家庭， 其中就

不乏优秀青年，首批推荐名单已经产生，他们将

进入恒大“新青年”的角逐。

（李杨）

在城南的家居专业市场中，成都商报记者选取了八益家具城川

藏路店、红星美凯龙双楠商场、居然之家

3

家具有代表性的大卖场进

行租金水平的调查对象。

与城北一些家居市场具有鲜明对比的是，城南这三家卖场均采

取了只租不售的经营模式，而调查发现，其租金水平在都在

100

元

/

平米以上，其中八益家具城最高月租甚至在四五百元

/

平米的高位。

专业市场调查

家居卖场

之

城南

租金之谜

销冠蓝光重攻服务

为20万业主首推“生活家”

省妇联火线加盟 恒大“新青年”活动升级

上风港时代广场 外双楠首席购物广场

只租不售

城南家居卖场最高租到500元

项

目

信

息

八益家具城（川藏路店）

开业时间：

1991

年

平均租金：

150

元

/

平米，高的至

400～500

元

/

平米

项目地址：三环路川藏立交桥附近

探访时间：

4

月

1

日下午

3

点、

4

月

20

日下午

3

点

八益家具城其实是一个体量非常庞

大的家具城集群，目前约有33万平米，一

共9大专业卖场，采取只租不售，统一经

营管理的方式运营。

在以客、 餐厅家具为主的八益家具

城B座一楼， 成都商报记者仔细数了一

遍，70个商家把整个一楼塞得满满当当，

甚至连三部室内扶手电梯下面低矮的空

当都有商家入驻。 一楼的商家是呈四排

纵列，沿两侧墙体各有一列，中间则安排

了两列商家。除了两家打围装修外，全部

正常经营。而B座邻近的八益家具城另外

几个场馆也都满租，全友家私、掌上明珠

等知名家居品牌，都在八益设立了展场。

很多商家告诉记者， 不同于百货卖场的

是，除非搞活动，家具卖场是很难出现人

气爆棚的场景。一般来讲，上半年都比较

淡，下半年则是旺季。而周末的人气又要

比平时好一些。

4月20日正是周日的下午， 记者在八

益家具城B座一楼看到， 整个卖场略显空

旷，但客流不断。为了测试商场人气，记者

特意选了两个商家， 均待了15分钟以上。

在第一个商家“倾国家私”，记者逗留期

间没有消费者进店停留或咨询。而在同一

楼的商家泰兴家具，最初的十分钟也没有

消费者停留或咨询，但下午4点，一对夫妻

进店咨询，之后离开。一分钟后，又有一对

夫妻进店。3分钟后， 第三组客人进店。而

此时销售人员正在打电话接待重庆的客

户，无暇顾及这些散客。挂完电话，销售人

员称，刚才是重庆的老客户订货，卖了两

个茶几、两个电视柜。截至下午4点，她接

了三个批发的单子， 总共卖了十个柜子，

总的来说算是平均水平。4点07分，第四组

客人进店。

B座一楼70个商家 连扶手电梯下都租满

批发为主 租金最高达四五百元/平米

专家

点评

现场

直击

半个小时 来了16组客户

居然之家共7层，以4楼的美式家具区为

例，30多个店铺全部满租。当天下午3时15分

许， 记者在大门口统计，30分钟共16组客户

50多人走进商场。 在一楼陶师傅瓷砖店，销

售人员称，租金在100多元/平米。“3·15”前

后卖场有许多促销活动， 因此消化很多客

户，4月会形成淡季。 记者随机走访10多个销

售商家，大多都是在居然之家开业时就进驻，

去年一段时间生意比较清淡， 居然之家还采

用减免租金方式帮助商家经营，“总体来讲生

意还是做得走。”

成都商报记者

市家具行业商会秘书长古皓东：

商圈成熟、造血强

卖场才能租售两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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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双楠商场

●

开业时间：

2011

年

●

平均租金：

140～180

元

/

平米

●

地点：二环路红牌楼西内侧

●

探访时间：

4

月

7

日上午

11

时

以散客为主 月租200元以内

红星美凯龙双楠商场一共7层， 几乎是满

租状态。恰逢清明小长假，商场顾客不多。在一

楼欧派橱柜，店长唐小姐称，店铺260～270平

米左右，一个季度租金约14万。平摊下来月租

170元/平米。“生意还可以，月营业额数十上百

万，主要是散客。”

记者随后以咨询店铺为名来到红星美凯

龙招商部。对方表示，负一楼大概每平米180

元，4楼140元左右。他们对商家的品牌和实力

非常看重。

居然之家

●

开业时间：

2011

年

●

平均租金：

100

多元

/

平米

●

地点：三环路琉璃立交桥外侧锦华路

●

探访时间：

4

月

5

日下午

4

时

租金

调查

蓝光集团常务副总裁李长春发布

2014

蓝光地产年度品牌战略

4

月

22

日，八益家具城川藏路店

4

月

22

日，顾客在八益家具城川藏路店选购

楼 / 市 / 直 / 通 / 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