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球中心，

城南综合体“商气黑洞”？

现场直击

百货人气匮乏，餐饮一家独大

5月18日周日中午12时， 记者驱车来到益州大道旁的奥

克斯广场。从负一楼逛到五楼，除了四、五楼餐饮区人气较旺

外，包括天虹百货在内的主力店均显得人气匮乏。天虹百货

Lee牌专柜一位营业员告诉记者，奥克斯广场店每月营业额10

万元左右，“像王府井店，一个月销售额至少50万元以上。”

5月19日周一中午12时，记者再次前往奥克斯广场，

相比前日商场人气有了明显提升， 尤其是餐饮美食区，

多个商家门口甚至出现了排队等候的情形。“黄记煌三

汁焖锅”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来这里消费的客人大多是

在周边写字楼工作的白领。在奥克斯广场隔壁东方希望

中心上班的苏女士是奥克斯广场的常客，“同事们基本

都到奥克斯吃午饭，饭后下来逛逛商场，感觉挺方便。”

除了周末，她几乎每天都要到奥克斯广场消费。

最近一年，伴随中海国际中心、中航国际交流中心、

东方希望中心等多个写字楼交付使用，解决午饭问题，成

为人们走进奥克斯广场的直接推动力。

据记者了解，目前，进奥克斯广场共进驻200余家商户，

仅餐饮就超过90家，整个商场对餐饮功能的倚重不言而喻。

开发商说法

边实践边调整，初步见成效

四川奥克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大

部分购物中心均需要两三年的商业培育期，而奥克斯广

场开业不足两年，自然不能和传统成熟区域的购物中心

相提并论。

“我们一直在运营管理、品牌组合、客户体验上思考，

如何在培育期、在只有周边产业人群支撑的情况下，实现商

场良性发展并确保商户赚钱。”上述负责人透露，经过一年

多的经营实践，奥克斯广场的调整事实上已经开始。“我们

发现，来奥克斯广场消费的人群，人均消费在100~600元，

主力消费段又集中在300~400元， 今年我们针对性地调整

了商家档次。”

引入全新业态也是奥克斯广场在商业培育期间的

又一尝试。“我们发现消费者对亲子互动类、 幼儿早教

类商家需求迫切，先期便引入了‘孩子王’，这是一家专

门为14岁以下孩子和准妈妈们提供服务的商家。”上述

负责人透露，6月1日，“红黄蓝亲子园/早教中心” 也将

在奥克斯广场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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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传统商场的生意“节奏”，基本上都是周末很

火、平时较冷。九方购物中心却恰好相反，周末整

个商场冷冷清清， 连一向火爆的餐饮店都几乎没

有生意，然而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人流量激增，

可谓“冰火两重天”。

现场直击

周末多个餐饮店上座率不到50%

� � � � 5月18日（星期天）中午12点，成都商报记者到

达九方，整个购物中心都显得非常冷清。负一楼的

千味涮小火锅店上座率还不到50%， 服务员称，店

里周末的生意都很一般，平时要好很多。旁边一家

卖奶茶等饮品的连锁店员工则称，他们每天的营业

额就1000多元，而在市中心的一些街头店面，好的

时候一天营业额近万元。 位于五楼的美食广场，能

容纳一两百人的大厅里，也只有30来位客人。

相较于餐饮店，各个服装店更是冷清。记者站

了30分钟，位于二楼的江南布衣店只走进来一组顾

客，而且只是看看就离开。

工作日生意火爆，人流量激增

5月20日（星期二）中午12点，记者再次来到

九方购物中心，这里却与周末“冰火两重天”的态

势，商场人流量激增，各个餐饮店几乎都是满座。

能容纳一两百人就餐的美食广场没有一个空座

位，不断还有人走进去买卡点菜，甚至有人端着食

盘在旁边等候。而在粉彩、千味涮、小陶居等餐饮

门店，不断有三五成群的顾客走进就餐。

中午12时半到下午2点，许多品牌服装店也有

三三两两的消费者出入，但是成都商报记者发现，

在一些主力品牌服装店，几乎都没有成交。

消费者说

商场定位不清晰 缺少特色品牌

成都商报记者看到， 九方商场的负一楼到六

楼全部满租， 在餐饮方面有很多知名连锁和特色

品牌，如必胜客、肯德基、釜山烤肉、粉彩等，且占

比很大， 不仅负一楼的各个餐饮品牌占据了一半

位置。然而在服装百货方面，依然是ONLY、vero-

moda、roem等一些中低端品牌唱主角。

在高新区管委会上班的夏女士， 住在天府长

城，她告诉记者，自己经常和朋友、家人来九方吃

饭，因为选择面广，且离单位和家都比较近。可是

单纯就购物而言， 她会选择环球中心或稍远一点

的王府井科华店，因为“九方引进的服装品牌没有

什么特色，高不成低不就，且同质化严重。”

记者随机采访了20位消费者， 几乎所有人都

表示“经常在九方吃饭和看电影，但是很少在九方

购物。”其中16人认为，九方的定位不清晰，引进的

服装品牌没有特色。

商场应对

突出餐饮优势，增加商务配套类业态

九方购物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成都九方自

开业以来，销售额逐年递增，增幅在20%，人流量也

由刚开业时的每天7000人提升至12000人。但该负

责人也表示，现在区域竞争非常激烈，九方未来会

和周边项目进行差异化错位经营， 发挥次主力店

作用， 比如BLT高端精品超市、MAP百丽旗舰店、

HOT17健身会所、锦食汇美食广场等。同时突出餐

饮优势，增加商务配套类业态，还会尝试休闲体验

类、教育培训类业态。

成都商报记者 柯娟

环球中心玻璃天幕外阴气沉沉， 但中庭很亮堂，背

着相机逛街的一看就是外地游客。 刚好到了中午饭点，

四楼马氏汤饭收银台前排起了队。周二中午，环球中心

看起来人气不错。“我才从盐市口店调过来，这里的消费

比市中心要高生意也还不错， 节假日一天卖1万多元很

正常。”热狗店工作人员说。记者匿名访问中发现，绝大

多数商家对环球中心的未来抱以乐观。

环球中心生意比市中心还好？

“周一、周二往往是一周里生意最差的时候，周五、

周六、周日生意最好，比平时好很多倍。”四楼热狗店工

作人员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刚过去的五一，他们一天的

热狗销售都是上万元，“排队都要排几十米”。热狗店对

面的马氏汤饭店员告诉记者，他是上月才到岗，“最近店

上又增加了3个员工，生意还不错。”

三楼的一家饰品店员工告诉记者，他们在成都有

两家店，一家在春熙路，一家就在环球中心，“春熙路饰

品店太多了，到店的人确实也不少，但很多都是只看不

买。环球中心店的客户质量、诚意度都要高很多，买的

件数虽然不及其他店，但每件金额更高。”这位工作人

员表示，上月环球中心店的销售额就比另外一家店多出

不少，“只是环球中心吃饭不方便， 餐饮消费比市区高

好几个档次。”

高端品牌更青睐环球中心

西南首个英国母婴品牌Mamas&Papas门店5月10日

刚开业。“环球中心店是国内开设的第四家门店。”店面

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看好城南高端消费。

“环球中心正在成为新春熙路，外地人来成都，环

球中心逐渐成为第一选择。因此我们的招商重点将瞄准

首次进入西南地区的品牌，环球中心要突出自己的特色

和差异性。” 环球购物中心总经理朱志军透露， 包括

Mamas&Papas、Motherswork、Hansa等高端品牌均是首次

进入西南，GAP、H&M、艾格、今日阅读等也在环球中心

开立了最大旗舰店或最高等级店。

“今日阅读目前在成都开设了10家店， 环球中心店

面积最大，生意也最好。”今日阅读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今日阅读分流了不少喝咖啡客户，这里闹中取静。

“这个项目太有挑战性了”

满口京腔的朱志军之前供职于万达集团， 还曾负责

过北京“蓝色港湾”的筹备和管理工作。“就像很多人第

一次见到环球中心一样，首先是震撼，然后外界的疑问也

很多，毕竟大家都没有见到如此宏伟的单体建筑。”朱志

军承认自己是被环球中心的宏伟折服， 最后选择转战成

都，“这个项目太有挑战性了！”

诚如朱志军所言， 面对环球中心这样一个近200万平

米的超大单一综合体， 其开发运营几乎没有成功案例可供

参考。“自去年6月28日试营业9月底正式开业，商气人气还

是比我预想的要好很多。”朱志军透露，环球购物中心在今

年3月进行了第一轮调整， 引入更适合在这里生存的商家，

最近他就在高密度地考察一些新商家。

地理位置：

武侯区府城大道中

段88号

开业时间：

2012年9月20日

商业体量：

10万平方米

商业形态：

服饰名品、 精品超

市、餐饮美食、星级

影院、儿童世界、家

居数码等

不少店面生意

比市区都还好

去年不少业内人士就预言，2014年城南商业日子不好过，“亚洲最大单体建筑” 环球中心的开业彻底

压垮城南。2013年6月环球中心试营业，9月正式开业，这个超级商业综合体就像一个“黑洞”，瞬间吸纳了

城南绝大部分商业能量。因为环球中心的搅局，目前苏宁广场、奥克斯广场等城南商业综合体纷纷大刀阔斧

进行调整。目前城南商业综合体已经超过100万平方米，而据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下半年，城南还有近100

万平方米规模的商业登台，短时间城南能否接纳如此巨大的商业？

上周，成都商报记者兵分多路实地探访这个成都商业“风暴眼”，通过对环球中心、奥克斯广场、九方购

物广场等多个商业综合体的实地采访，尽可能还原出城南商业运营的真实状况。

城南商业综合体生存现状·调查

倚重餐饮，在商业培育期中坚守

九方购物中心

冰火两重天：周末冷清，工作日餐饮火爆

环球中心

开业时间：

2013年9月1日

地理位置：

成都高新区天府

大道与绕城高速

交汇处

物业面积：

总建筑面积约176

万平方米， 其中环

球购物中心40万

平米

商业业态：

写字楼、酒店、购物

中心、 天堂岛海洋

乐园、演艺中心等

奥克斯广场

地理位置：

城南金融城内，南

面锦城大道， 西临

益州大道， 东临交

子南一路， 北临蜀

锦路

开业时间：

2012年11月29日

商业体量：

16万平方米

物业形态：

写字楼、住宅、精装

公寓、购物中心

号称全球最大单体商业建筑的环球中心，开业不到一

年，因其面积巨大在国内商业地产界已是赫赫有名。但开业

前不少业内人士并不看好它。目前其购物中心成功走出第

一步———吸引大量人流量，但接下来环球中心该怎样“出

拳”，才能沉淀消费实现商铺的高租金？

1

、如何填满这只“巨无霸”？

大家都在为环球中心的大捏把汗时， 它自己却把

“亚洲最大”变成了卖点。“招商容易，困难的是如何运

营”， 朱志军表示， 任何一个商业项目都需要 “养口

岸”，如何确保商家赚钱最后造活整个商业，这也是环

球中心的难点。目前成都尤其是城南商业综合体招商率

偏低，但环球中心的商家入住率已达到90%以上。“目前

环球中心商业品牌数量已经超过1000家，几乎涵盖所有

市面上你容易见到的商业品牌。”能量巨大的环球中心

对周边品牌商家的冲击可想而知。

2

、如何沉淀消费？

环球中心以“新奇特”吸引了大量人流，但如何让人

气变商气，这就需要更大的商业智慧。一位不愿具名的业

内资深人士分析，因为餐饮、海洋世界、真冰场等特色体

验类业态的大量引入， 目前看来环球中心已经成功实现

吸引人气， 接下来需要用两到三年对入场商家进行至少

三轮洗牌，让真正有消费吸引力的商家进场。毕竟，购物

中心的赢利点来自零售商业门店租金， 环球中心要将消

费沉淀下来，需要一大批优秀商家品牌做支撑。朱志军给

环球中心的定位很明确：“我们就是要把大量没有进入

成都的品牌引入环球中心，让环球中心成为成都时尚最

前沿。”

3

、如何控制能耗？

这么高的层高如何控制能耗？ 如此宽敞的走廊成本

底线在哪里？ 如何确保冬天和夏天室内温度不会上下明

显分层？ 环球中心的建筑设计为其后期运营带来诸多的

不确定性。朱志军透露，环球中心也在对能耗做评估并寻

找平衡点。今年秋天是环球中心首年度“交卷”的时间，

“希望外界能够给环球中心更多时间， 毕竟一个新商业

项目入市需要两三年的市场培育期。”

成都商报记者 李杨

三问环球中心

2009

年，我路过益州大道，当时的

奥克斯广场地块与相邻的“创时代广场”

地块一样，除了围挡上的文字，皆是一片

荒芜。

2012

年底，奥克斯广场正式开业，

而创时代广场连基坑作业都尚未完成。

在城市综合体泛滥的情况下， 在新

区开发运营购物中心，需要理念，需要资

源，更需要勇气。从这点上看，奥克斯广

场显然值得肯定。

当然， 在常住人口远远不及老城区

的新城南运营购物中心， 势必面临艰难

开局。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商业培育期间，

人流相对较少、商家营业额低，但我们也

不能据此否定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像

王府井百货、仁和春天百货、新世界百货

等成都老牌购物中心， 也均无破例地经

历过培育期。

新城南， 面临培育期阵痛的不止奥

克斯广场一家，包容看待而不是唱衰“奥

克斯广场们”，是地产业界理应达成的共

识。退一万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待到区

域完全成熟后再来打造商业中心， 对待

先行者，比质疑更多的，应该是鼓励。

成都商报记者 王胜波

包容看待商业培育期

记者

观察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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