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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闭店 三友商场弃“纺织”改办公
未来方向渐明朗
以“纺织”作为特色的三友商场也加入了老牌百货的改造大
潮。1月5日，北京商报记者走访位于东四的三友商场发现，该百
货店即将在3月闭店，未来该建筑将作为办公场所经营。业内人士
分析指出，北京老牌百货陆续进入“改造大潮”，主要是因为商场
老化，商品品类、顾客结构及品牌形象多年未变，不符合当下发展
趋势，所以老百货需要通过调整，寻找新的机遇再次进入市场。

闭店改办公用途

以大力促销为闭店做准备的三友商场
再一次走进了消费者的视线。北京商报记者
走访坐落在北京“银街”东四地段的三友商
场看到，该商场各层贴满了“清仓甩货”的字
样，多数品牌柜台都进行打折优惠活动。其
中，三层的羊毛衫、羊绒衫吸引了很多消费
者抢购。
对于卖出产品的退换货问题，一家连锁
商户店员表示，因该商场面临年后闭店问题，
所以退换货在一周内均可进行，但闭店之后
该专柜将不再回归。
据了解，北京三友商场成立于1985年，该
商场举办的“羊绒羊毛衫节”“中国羽绒服装
节”和“中国麻纺织品文化节”使三友商场成
为深受中老年消费者喜爱的特色商场。但随
着消费趋势的更迭，三友商场的经营品类从
羊毛羊绒衫、羽绒服、针织内衣、床上用品、麻
纺织品、丝绸、化妆品等逐渐压缩至目前的羊
毛羊绒衫、羽绒服、保暖内衣。
对于闭店原因，一羊毛衫经营专柜的人
员表示，闭店结果是商场管理层早已作出的
决策，若不是因为打折促销，店内购物的消
费者并不会这么多。上述人员还表示，自家
品牌会经营至3月撤离，春节前是羊绒制品

销售的高峰。
位于三友商场一层的一点点商户对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该门店在2018年11月开
业，经营才一年多的时间就需要寻找新店
面了。
“未来的三友商场所在建筑会作为办公
场所继续经营，不再作为商业用途”，上述商
户透露。对于商户透露的商场以后用途，收银
处工作人员进行了确认，三友商场在3月底闭
店不再重开，所在建筑用于办公。
同时，北京商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三友商
场内部售卖的产品多为中老年用品，业态相
对单一。其中，商场一层为羽绒服区域；二层
售卖保暖内衣、男女服装、鞋品；三层售卖羊
绒、羊毛衫。其次，该商场内部装修老旧，扶梯
早已停运，为中老年消费者购物造成不便。

伴随着北京市商务局针对传统项目改造
的“一店一策”陆续落地，百货行业正在抓住
契机尝试复苏。在转型过程中，百货行业应通
过深入应用数字化、强化商品经营、增加体验
元素、精准定位和改善管理等手段，加快转型
调整步伐。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指出，在2019年期间，
由于多种不利的外部因素影响，中国零售业
各个业态的增幅普遍趋缓，百货企业转型升
级迫在眉睫。从业态经营特点看，在人、货、场
三个要素中，百货业缺乏对商品的掌控能力，
价格、渠道、供应链的管理主要在品牌商。电
商需要对市场快速作出反应，需要高效的供
应链体系，因此，以百货为主开设电商平台挑
战极大，同时电商平台和跨境购需要持续大
幅投入。综合来看，百货业在发展全渠道和数
字化方案方面，需要更加注重人和场的打造，
如会员营销、数字化卖场、停车服务等。
同时，中国百货商业协会还表示，百货业
的另一个转型趋势是社区化，把商业空间变
成一个高质量的社区生活配套，以满足周边
居民生活所需。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在社
此外，近年来王府井集团一直在推动百 区化改造过程中，必须先充分了解目标客群
货板块转型。
其中，北京百货大楼引入了该集 的生活方式、习惯，消费需求及级次等，才能
百货转型新机遇
团打造的首个生活方式类型的自营集合店 贴近所属社区，提高与居民之间的联系，甚至
与三友商场类似，近期还有各类大大小 “尚府”。同时，北京百货大楼地下二层打造了 引领他们的生活。百货业利用社区化突围，相
小的百货门店纷纷转型。此前菜市口百货市 体验场所“和平■局”，在2400多平方米的空 信能提高目标群体的忠诚度和黏性，可改善
场刚刚闭店，闭店前夕该百货为小商品零售 间内引入胡同、特色小吃及特色表演等场景， 商场入驻效率及销售表现。
业态，总共拥有两层区域。据菜市口百货市 通过还原老北京城的原貌吸引消费者到店体
各大百货多为城市或区域的地标，是消
场总经理李毅透露，改造后的菜市口百货市 验，加速北京百货大楼的转型升级。
费者时尚消费的重要场所。北商研究院特约
场将更名“菜市口生活购物广场”，会优化整
针对这些传统商业转型升级，北京市商 专家、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表
体内部环境，增加文化产业及注重服务质量 务局也提出“一店一策”升级改造方案，利用 示，传统百货商场之所以需要转型，大多因为
的提升。
2-3年时间，选择一批影响力大、硬件设施老 装修和品牌上逐渐老化。随着商场的没落，随
同时，在长安街东侧矗立27年的赛特购 化、经营状况不佳的地标性传统商超作为试 之而来的就是品牌商和消费者的逐渐远离，
物中心也将于3月进入闭店改造阶段，改造后 点，通过“一店一策”政策进行升级改造。
尤其是位于城市中心的这些传统百货。近年
将更名为“赛特·碧乐城”，定位高端购物中
截至目前，长安商场、甘家口百货等传统 来，这些特色经营的老百货逐渐加码体验消
心，将打破原有的百货模式，整合现有业态， 商业已经完成改造，进入营业期，预计今年将 费和时尚消费，吸客能力也随之不断提升。
引入全新品牌并融入体验、艺术类业态。
北京商报记者 王晓然 刘卓澜/文 刘卓澜/摄
迎来此类传统商业重装亮相的高峰期。

聚焦安全《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草案）》获通过
千呼万唤始出来，1月3日，据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新闻联播报道，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草案）》。虽然《化妆
品督管理条例》最终版尚未正式出台，但在业内
专家看来，这是40年来化妆品行业在治理能
力、治理理念上最深刻的一次变革。据悉，草案
将围绕原料、惩罚力度等方面有进一步规划。
“如果一定要说本次通过的《条例》聚焦的
核心，那毫无疑问就是安全”，对于本次《条例》
最大的变化或者核心要义有什么不同，广州荃
智美肤生物科技研究院研发总监张太军如此回
答道。他坦言，过去化妆品行业从生产到经营到
消费，只要获得“许可”即可进行，至于后续效果
如何，没有强力保障，也没有具体规定，但现在
是从简单许可到全链条安全的追溯。
事实上关于这一点，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
局化妆品监管处处长郭昌茂也曾在2019年底
第四届中国化妆品科技节上公开表示，“政府对
于化妆品监管的本质是‘管安全’，其中包括守
住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秩序、促进产业发展三个
方面”。
至于如何更好践行安全宗旨，可以从本次
央视新闻的报道中注意到，《条例》新规定特别
提及，将对化妆品产品和原料按照风险高低分
别实行注册和备案管理，并简化流程；完善监
管，明确企业对化妆品质量安全的主体责任，加
大企业和相关责任人违法惩戒力度。
“首先说原料层面，过去所有的原料统一管
理，现在进行分类则是特殊原料高风险严格管
理，普通的原料备案后即可开始走向市场，这样
分类管理既能最大程度区分管理好原料，又可
很大程度释放行业活力。”张太军详细解释道。
其次在产品层面，他透露，过去只有防晒产品需
要详细注册备案和报告，然而根据最新的《条
例》意见征求稿，现在是包含美白、祛斑等在内
的产品均需有验证报告，且报告也会公开示众。

“这对于企业来说将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产品功效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功效证据，而
且相伴相随的产品功效宣传也将更加谨慎，
不然将涉及虚假宣传等。”对于报告究竟会公
开到何种程度，张太军表示需要配套文件来
明确，基本法不可能对细节进行规定，目前功
效验证报告公开的程度尚不可知，企业不要
太过紧张。
至于央视报道中提到的“完善监管，明确企
业对化妆品质量安全的主体责任，加大企业和
相关责任人违法惩戒力度”，张太军直言这点非
常明确。就其所了解的最新的《条例》意见征求
稿，过去出现违规，企业或个人罚钱即可解决后
续事宜，如今启用“资格罚”，化妆品问题严重
时，单位和个人将面临3年、5年、10年禁入化妆
品行业处罚，情节严重和单位违法的，自处罚决
定作出之日起10年内不得从事化妆品生产经
营活动。其次，罚款也不再是过去的以违法所得
为起点，而是以货值倍数的5-10倍，远大于过
去处罚可能不过数千的力度。
在上述《条例》尚未出台前，化妆品行业一
直实施的是《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据悉，后者
由卫生部于1989年11月13日发布，自1990年1
月1日起施行，迄今已有30年历史。30年行业巨
变，如今的中国美妆市场早已有了全新面貌，
《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中的多项条例已不符合
现今化妆品行业发展。
因此从2014年左右开始，在业内人士的疾
呼下，条例更改被相关部门提上议程。2015年，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公布《化妆品监督管理
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2018年10月，国家药监局成立了化妆品监管
司，各省成立化妆品监管处。2019年3月，《化妆
品卫生监督条例》进行修订，其中包括将“卫生
行政部门”修改为“化妆品监督管理部门”、“卫
生许可证”修改为“化妆品生产许可证”、“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
张太军激动表态道，“这是40年来化妆品行
业在治理能力、治理理念上最深刻的一次变革，
从过去简单的许可，变成了以风险管控为核心
指导思想，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他直言，“该条
例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历时五年，它凝聚
了全行业的集体智慧和心血，必将助推化妆品
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协会理事长陈少军在
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被业内人士
称为化妆品行业的最高法、基础法和根本法的
《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如今终于有了最新动
态，令人欣喜。“《条例》填补了自1989年以来老
条例的缺憾，是政府主管部门开门立法，历经几
年，与协会、企业反复沟通的，符合目前行业发
展现实的法规，毫无疑问它将有利于行业健康、
有序、可持续发展。”
具体来看，陈少军指出，《条例》明确了企
业及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将有利于行业自律；
同时它还贯彻习主席四个最严的指示，加大
罚则力度，将有利于净化市场，加速行业集中
度。“ 而在监督方式上，《条例》 由事前监管向
上市后监管重点转移，同时还简化审批程序，
符合化妆品行业时尚性、季节性强的快销品
行业特点。”
他表示，总的说来《条例》体现了严管违规
与包容创新的新监管思路，能看出从顶层设计
到行业人士、消费者等，都真正花费了心血、最
大程度开启了思路，或将为化妆品行业下一个
30年更好保驾护航。
对此，张太军也表示认同，他坦言，站在30
年的节点上，中国化妆品市场蓬勃发展的关键
时期，风险管控之下的《条例》总体基本做到了
精准管理，即从源头到生产销售经营，环环责任
到人、法律法规到位，这是进步，也是未来方向。
北京商报记者 王晓然 陈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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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单商圈将用三年完成业态调整

北京商报讯 （记者 陶凤 常蕾）1
月5日，北京市西城区第十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发布会透露，未来三年，西
城将着力推动西单商圈更新，以西单
大悦城为首的各个商场、店铺都将完
成业态升级，打造青春时尚风格，整
体工程预计2023年完成。
西城区商务局局长袁利表示，未
来，西单商圈将引进更多休闲娱乐和
体育健康类等业态，通过政策引导，
实现原有业态腾笼换鸟。
新业态入驻后，商户和企业根据
现有状况升级改造。其中，西单109大
楼将升级为以商务餐饮、城市服务和
科技、会议住宿为主打的新型综合大
厦，还将引入高端婚庆展示等服务内
容。与此同时，西单文化广场也有可
能完成更名，彰显时尚气息，目前正
在规划中。
据介绍，对于西单商圈的业态调
整，将按照“中国元素、北京印记、国
际品质、时尚之地”的标准，将西单商
圈打造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一
流商圈。
早在去年7月，西单商场已经开
始进行改造。彼时，西单宣布2020
年起将通过三年的时间对商场进行
全面升级，打造以5G基站为基础、
无线互联为手段的高科技、高体验、
高融合智慧商业。10月，西单商场与
北京戴德梁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戴德梁行”）进行合作。
公开资料显示，戴德梁行已经为北
京东方新天地、万科集团、太古集
团、花旗集团、中粮地产等企业做过

相关服务。
对于当前西单商场的改造进展，
袁利介绍称，西单商场作为北京重要
的商业文化地标，正在深入进行市场
调研和改造方案设计。
实际上，包括西单商场在内的一
批老商场当下都在寻找着转型路。曾
以韩国服装城闻名京城的华威商场，
改变了从前的传统市场形象，统一打
造成“潮铺街”；汉光百货历经五年多
的调整，已经在化妆品领域全国领
跑；曾经的美特斯邦威大楼，已经变
成美食综合体。
据悉，2019年，西城商贸服务业
实现稳定增长，预计全年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额1089亿元、增长4.5%，预
计实现出口总额1230亿元、增长
10%。
此外，袁利还透露，2020年，西城
将新建和提升便民商业服务网点40
个、百姓生活服务中心5个。保持基本
便民商业服务功能社区覆盖率
100%。
同时，2020年，西城将实现全区
建成百姓生活服务中心55个，其中优
选15个作为首批社区生活“第三空
间”亮相，进一步促进社区服务业态
多样融合，打造社区共享交流空间。
引导社区型购物中心不断丰富便民
消费综合功能，推动社区便民消费服
务圈建设。在全区百姓生活服务中心
和商业服务项目上建立“服务直通
车”机制，通过召开现场座谈会等方
式，了解居民、消费者的需求和意见，
持续提高社区便民服务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