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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华万达：

2007年开业的锦华万达广场， 在所

有万达广场中连续五年营业额都排在前列，

2013年在85座万达广场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上

海五角场万达广场。

瑞华中心：

滨江路原索菲特酒店旁的瑞

华中心项目今年启动，万达第二座七星级酒

店万达瑞华酒店落子于此。

郫县项目：

成都万达高层表

示，万达内部将蜀都万达定义为

万达第3.5代产品，在按照万达第

3代城市综合体的标准基础上进

行一定升级。该项目预计三年内

清盘，总销售额达60亿。

绵阳：

2012年12月开业的涪

城万达广场已经成为绵阳市新的

商业中心和地标建筑。 万达在绵

阳的另一个项目，绵阳CBD万达

广场拥有三倍于涪城万达广场的

超大体量， 建成后将是绵阳首个

旗舰级城市综合体项目。

内江、广元：

内江万达广场以

及广元都将于2015年开业， 两个

项目都是第三代商业地产城市综

合体的典范代表。

地产

巨头

变

局

“24个月一座万达广场。”在过去数

年间，万达的扩张速度和品牌影响力，成

就了其中国商业地产的霸主地位。从

2010年起， 万达集团布局全国的布局开

始加快，当年有15家万达广场开业，时隔

4年，这一数字被增加到24家。按王健林

的要求，2015年要开业120座万达广场，

持有物业面积2400万平米，租金收入700

亿，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不动产公司。然

而，在高速扩张的同时，各种问题也在显

现，万达步行街街铺产品“金街”更是成

为万达备受行业关注的旋涡中心。

从2012年开始，南京、襄阳、镇江、武

汉等地的万达金街均被爆出人气惨淡，

商家经营困难的消息。“由于金街的商铺

对外出售， 万达并没有将金街进行业态

分布规划和设计，在万达自持的商场内，

业态非常齐全完整， 万达几乎没有预留

一部分业态空间给商场周边的金街，导

致其生存空间狭小。” 力道广告朱亚认

为， 金街的店铺根本无法与商场内的品

牌竞争，直接导致了金街后续经营困难。

同时，万达要面对电商的冲击。

2012年，天猫销售额破191亿。据统

计，2012年共有59家传统零售百强企业开

展了网络零售业务， 经营超过70家网店，

大多以百货业态为主。在与马云对赌一亿

元事件无果后，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向

媒体坦承2012年开始万达广场年客流量

严重下降， 网上商城对实体商城冲击很

大，因此万达要做“智能广场”，把线上和

线下结合。

有业内人士指出， 万达高度固化的

商业模式， 使其不能根据所进入城市的

商业能级和消费形态进行灵活变化，短

期内，风险不会显现，但在中长期，万达

广场固有的经营状态面临新的商业形

式、 城市升级以及电商等带来的挑战。

“随着网络的兴起， 市场外部环境也发

生了重大变化， 如今已经进入消费者主

权时代。” 中国商业地产联盟秘书长王

永平认为，从整体上看，商业地产在中国

的兴起还只有短短的十来年， 行业的发

展还并不成熟。所以，包括万达在内的业

界企业仍然都需要不断探索与创新。

仅从成都的布局看，资产上千亿的商业地产

帝国万达正在发生变化。

3月27日， 万达集团耗资4.13亿拿下郫县

地段，正式宣告蜀都万达广场（暂定名）落户于

此。 这是万达第一次在成都主城区之外拿地。蜀

都万达总投资投资50亿，建设体量达９０万方。

传3.５代万达广场将落址于此。

5月6日，位于原索菲特旁的“瑞华酒店”正式

动工。“这是2014年整个集团最特别的项目。”万

达成都公司高层告诉记者， 这是目前万达集团旗

下第二座七星级酒店，最迟明年底必须开业。

熟悉万达的人不难注意到，时隔两年，万达

在成都的新一轮扩张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首次

在成都双盘开发、首次在成都三环外建设万达广

场。事实上，这种变化在整个万达集团全国布局

中正全面上演：按照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计

划， 万达广场将在2014年开到120家，2015年

140家，届时，万达将成为全球拥有不动产最多

的企业。

“外界看到了万达商业传奇式的发展，但很

少有人知道万达千亿帝国目前真正的面貌，而

且， 万达商业地产发展模式仍然在优化和升

级。”万达相关负责人说。

这种观点背后，源于两种声音。在万达快速

扩张的背后， 万达开发的金街产品受到不少质

疑。除此外，以万达广场为代表的实体商业直面

电商的崛起。改变似乎正成为这个千亿商业地产

帝国的必然之路。

2012年年底，王健林宣布万达将进

驻电商领域。去年，万达在全国6个万达

广场推出O2O电子商务系统。“成都的

金牛万达广场以及郫县蜀都万达广场

都会引入O2O电商系统。” 成都万达高

层透露。用王健林的话说：“万达电子商

务模式一旦成功，就是全球零售行业第

一个O2O电子商务模式，所以万达电商

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涉足电商的同时，万达开始对现有

万达广场产品线进行调整，在第三代产

品的基础上衍生出第四代———万达城。

“万达城是万达首创的文化、 旅游与商

业的融合模式。” 王健林给万达城这样

的定义。以首试项目武汉中央文化区为

例，项目包括购物中心、创意休闲街区、

体验型娱乐中心，涵盖了大剧院和会展

中心以及影视主题公园、星级酒店。

仔细梳理会发现， 万达第四代产品

增加了许多体验式商业项目。以成都郫县

蜀都万达广场为例，该项目在万达内部被

定义为3.5代产品。“增加了体验式商业的

占比，如滑雪场等体验型娱乐项目，同时，

不排除会将郫县农业观光产品植入项目

中。”成都万达高层向记者透露。除了新

项目外， 万达开始增加体验式项目在正

在运营的万达广场中的占比。

商业龙头之困：提速与压力

万达提速

首次在蓉双盘开发,千亿商业帝国转型

51家酒店 85座万达广场

在所有采访对象的表述中， 提及最多的，就

是万达超强的执行力。

每年9月，万达会有个数千商家参加的商业年

会，有超过2000个商家参加，万达在这个时点公布

次年所有项目的开业时间，这个时间早在开工时

就定下来了，雷打不动。王健林放言，从事不动产

16年以来，万达所有项目无一延期。

“基于20多年开发建设经验积累，万达建设

了一套规划标准化体系，但万达却在这种规范中

求创新；速度中求质量；同时又建立了一套资源

分享平台，这些细节是万达与其他企业最大的区

别。”壹峰传播机构总经理马云腾曾经举例：“做

金牛项目时，一场6000人的活动从创作到实施，仅

有14天时间，这在其他企业是不可想象的。”

万达是一个总部集权化企业，区域公司总经

理、副总经理经常轮换，用王健林的话说：不服从

就解雇。万达体系内部有一套严格的奖惩机制，没

做好就扣钱，没按规定时间做到，就走人。近似于

军事化管理的方式让很多人都叫苦“吃不消”。

制度，文化，奖惩锻炼出万达强大的执行力，甚

至有人表示，在中国的企业中说执行力，万达肯定

排第一。超强的执行力保证了万达连续8年的30%以

上的环比增长，而且过了千亿规模之后还继续保持

这样的增长速度。2013年，万达资产达3800亿，如果

按照每年30%的增长速度，两年之后，万达无疑会成

为资产上万亿的企业。

成都商报记者 宋皇

军事化管理造就恐怖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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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模式是基于土地运营，高比例

销售住宅和商铺，持有商场，不断复制，循

环高周转。” 中国商业地产联盟秘书长王

永平认为，万达的开发模式太容易被模仿，

另外万达在土地议价上已经不如以前具

备优势。万达2012年年报显示，万达持有物

业1290万平方米，但其贡献的收入有限。报

告显示，2012年，持有商业物业收入仅占万

达集团总营业收入的16.23%。 意味着住宅

和商铺类销售仍占据万达总收入的大头。

“万达近两年大手笔投入非地产业

务， 无疑是在通过发展多元化的业务走

上转型之路。”某业内人士认为。记者注

意到，从2012年5月开始，万达在英国伦

敦核心地段建设超五星级万达酒店。此

前， 万达以约人民币30亿元的价格收购

了英国最大的豪华游艇制造商圣汐公

司，并收购全球第二大院线AMC，投资俄

罗斯旅游业， 再加上在英国约近百亿元

人民币的投资，万达已在美、俄、英三国

投资近72亿美元（约441亿元人民币）。

此外， 万达还大力拓展文化旅游产

业，2013年分别在武汉、无锡、哈尔滨、合

肥投资开发万达文化旅游项目。 万达董

事长王健林曾表示，“增长部分更多来

自非地产业务，这是可喜的现象。”王健

林希望，到2020年，万达商业地产的收入

比重将降到50%以下，彻底实现转型。

据了解，2012年万达的发展重心转

向三、四线城市，意图降低运作成本，据

统计， 万达2014年开业的24个项目中，

三、四线城市项目数量超过一半。但从

2013年开始，万达在沿海的几个城市均

曝出销售遇阻、生意惨淡的消息。万达

内部人士坦言，万达将不再考虑进驻地

区县级城市。

成都商报记者 宋皇

“金街的问题是没有与万达广场统一

招商，进行错位经营。”万达商业管理公

司有关负责人直言。据记者了解，金街是

万达唯一对外出售的商铺， 对于金街频

繁暴露的问题，万达显然也很“头痛”。

“不排除万达商业管理公司会介入

金街的前期招商。” 据万达内部人士透

露，郫县蜀都万达项目在金街的产品设

计和运营上与金牛万达会有很大不同。

“郫县蜀都万达的金街将采用上下分

层，不会在采用挑高的设计，将一、二楼

隔开，分层经营。”

“以金牛万达广场为例，商管公司

一直希望介入，进行统一的招商，毕竟万

达有强大的号召力， 但是业主不同意。”

据该人士透露， 在郫县蜀都万达项目中，

商管公司会协助业主进行统一招商，但不

会介入后期的运营管理。成都万达高层表

示，“商业管理公司协助金街招商的模式

目前仅在郫县项目进行尝试，会不会推行

到全国的万达项目还不能确定。”

矛盾

·万达

应变

·万达

举措 涉足电商 加大体验式商业占比

1

举措 调整收入结构 增加非地产业务投资

3

制图 帅灵茜

2013年万达集团资产达到3800亿元， 收入1866.4亿

元，同比增长31%，不包括投资收益在内，预计经营净利润125

亿元。

万达连续8年保持环比30%以上的增速，如果2014年、2015

年继续保持这种增速，那么万达将创造世界商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截至2013年10月，万达已经在全国开业85家万达广场，75家

万达百货。目前，万达是全球最大的五星级酒店业主，在全球拥有51

家五星级以及超五星级酒店。

万达还是全球第二大不动产企业，全球最大的电影院线运营商，

目前已开业影院达500家，占全球院线市场近10%的市场份额。

万达广场计划在2014年开到120家，2015年140家。作为全

国最大的 “包租婆”， 截至

2013年，万达的租金收入已达

85.6亿，100%租金收缴

率，28%年租金平均增长率

创全球不动产企业纪录。

2013年，万达研发信息软

件上线运行49个，共申报知

识产权和专利2686项，获

得国内外知识产权和专利证

书467个。

2013年，85座万达广场

的总客流为12.2亿人次，平

均每个广场日均客流5.2万

人次。

举措 商管公司将入主郫县金街招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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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万达瑞华中心

金牛万达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