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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华联运营权 五道口购物中心翻新商圈
五道口华联商厦闭店后，紧邻该商场的五道口购物中心将依靠一己
之力重建五道口商圈。5月25日， 北京商报记者走访五道口商圈看到，原
华联商厦内部已经有一些进驻商家， 但还有部分商铺正处于招商状态。
记者独家获悉，五道口购物中心在华联商厦闭店之后收回了该区域的运
营权，日后将统一进行招商、运营和管理，相当于扩大了原五道口购物中
心区域经营面积。分析指出，由于五道口商圈拥有大量高校人群和科技
公司，其消费需求旺盛，一个项目很难完全覆盖所有诉求。因此，该区域
的项目依旧需要考虑如何完善自身，尽可能丰富业态，起到更好的引领
作用。

五道口商圈演变

收回运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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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闭店调整的五道口华联商厦，已经
有了一些新变化。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原五道
口华联商厦时看到，其已经进入到装修阶段，
一些品牌相继曝光。其中不乏连锁品牌，大约
十多家商户，如Adidas、Nike、海马体照相
馆、G-STEPSSTUDIO、酷乐潮玩、GUYA、千
叶等。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商铺的装修围挡上
统一印着“WDK购物中心，焕新升级，即将呈
现”的字样。由此可以看出，该项目未来不再
是由华联运营，而是被五道口购物中心接
手。针对此问题，北京商报记者从五道口购
物中心市场部相关人员处获悉，此前华联商
厦是五道口购物中心的租户，自从华联商厦
闭店，五道口购物中心就已经收回了运营
权，未来该区域将成为五道口购物中心的有
力补充。
对于该区域未来的招商方向和业态分配
安排，上述人员表示自己并不知晓。而北京
商报记者以商户身份与该商场招商部联系，
截至发稿并未收到对方的回复。不过，市场
部人员透露，五道口购物中心的客群多为周
边高校的年轻消费者，伴随着商户进驻和装

五道口地铁站修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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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道口华联商厦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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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五道口购物中心改造中

修，商场的空置率也会逐渐减小，当所有商
户实现全部开业之后，商场方才会进行整体
的宣传。
加码零售业态

虽然五道口购物中心在新区域招商的方
向无从得知，但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发现，目前
招商的品牌中零售占比，尤其是运动品牌的
占比较高。这或许是由于原来的华联商厦闭
店之后零售功能被削弱，难以满足周边消费
者购物消费的需求。
在北京商报记者走访期间，一位张姓消

原五道口华联商厦已经进入到装修阶段，一些品牌相继曝光。

费者表示，“在调整之前，五道口购物中心吃
饭、玩乐的功能还是比较齐全的，但换季购买
服装或者去指定的品牌购买新款时选择就会
比较少”。大众点评中不少消费者也有同感，
“五道口购物中心与此前的店铺相比更换了
不少新品牌，但吃饭的店铺几乎都在，买衣服
的相对少了一些”。
在华联商厦闭店之前，北京商报记者观
察发现，此前华联商厦与五道口购物中心紧
邻，内部也是打通的关系。华联商厦为百货业
态，五道口购物中心为购物中心业态。其中华
联商厦的经营范围为一至四层，涵盖珠宝、化
妆品、男女装品牌、流行配饰、家居用品等。而

五道口购物中心多为一些餐饮、饰品、美妆体
验等业态品牌，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形成
互补。
不过，华联商厦终究是因为老百货的形
象被市场淘汰，坐拥年轻客群的五道口购物
中心也不得不在发力年轻化上下功夫。
强化定位求突破

作为“宇宙中心”五道口商圈中较有规模
的购物中心，五道口购物中心的调整仍有许
多可进步的地方。
“五道口的客户人群以学生和年轻白领

为主，主要需求为年轻化的餐饮与娱乐体验。
由于大学生偏爱网购，除运动品牌外，时装类
的品牌入驻意义相对较小，但对化妆品、休闲
娱乐类的商铺青睐有加，例如轰趴馆、桌游吧
等。”北京青旅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区商业
总经理刘晖认为，除了面对学生客群的项目
需要进行小型化转型，其实业内很多项目都
在尝试控制人数在10人左右等。
五道口商圈的周边服务设施丰富，五道口
购物中心应当担起该区域商业配套的核心作
用。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认为，
由于高校人群和科技公司人才众多，消费需求
很难在一个项目中全部解决。
赖阳强调，五道口购物中心依旧需要考
虑如何完善自身，起到更好的引领作用。该
商场在艺术、科技、文化品质内容提升上还
需更多突破，开设北京地区或者海淀地区未
入驻的“首店”、探索更多文创类的新型商业
模式、尝试更多沉浸类的娱乐项目，从而形
成更强的商业集聚效应，进一步带动周边商
业发展。
不过，五道口购物中心只需要摆正定位，
依旧会有较好的市场发展。刘晖指出，目前年
轻人的消费方向为时尚类和体验类，三里屯
代表着青年中时尚类人群消费的风向标，而
五道口的地标意义非凡，代表着中国技术类
人才的消费指标。五道口周边商业氛围较好，
但交通有待改善。该购物中心体量相对小，因
此只要满足周边学生、白领、地铁族的消费需
求，便能够维持良好的业态。
实际上，突破自身是最大的难点。赖阳坦
言，五道口购物中心虽然商铺数量增加，但对
于有管理经验和能力的项目而言，难点不在
于管理，而是对于自身的突破。项目需要摒弃
过去店铺的主题化设计，在环境整体的沉浸
式氛围中创新。另一方面，现在消费体验才是
竞争的根本。许多传统企业缺乏策划的经验，
难以打破原有的固化思维，从而达不到向更
高层级业绩的迈进。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刘卓澜
实习记者 张天元/文并摄

重庆百货“落榜”零售企业的进与退
永辉超市逆袭
零售企业的最新排名出炉。近日，德勤发布了《2021全球零售力

沃尔玛：
零售排行榜榜首
2019年

523964百万美元

零售收入

2014-2019财年零售收入为1.5%
2019财年零售收入增长为1.9%
2019财年净利润率为2.9%

永辉超市：
零售排行榜92名
2019年

11370百万美元

零售收入

2014-2019财年零售收入为17.5%
2019财年零售收入增长为19.9%
2019财年净利润率为1.7%

物美超市：
零售排行榜205名
2019年
零售收入

反观内地零售企业，永辉超市上升的
排名似乎也交出了不错的答卷。据《2021
全球零售力量》榜单显示，永辉超市总榜
沃尔玛在中国市场过得并不如意，甚至一度传出出售的消息。反观国
排名为92，在2020年全球零售排行中排名
内超市，尽管受到电商冲击，永辉等超市排名却较上年有所提升。值
为106，较上一年上升了21名。
得注意的是，重庆百货成为唯一落榜的中国内地企业。过去一年，疫
据永辉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永辉实
情考验让不同主体和特点的实体超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国内
现营业收入931.99亿元，同比增长9.8%；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94亿元，
超市在经过了数轮洗牌后，格局日渐稳定，但巨头染指的企业似乎并
同比增长14.76%。截至2020年底，永辉已
没有太好过，多方融合尚未进入佳境。
进入29省市，已开业门店数量达1017家，
正式进入千店时代。
除了持续扩张的永辉排名上升之外，
明显，但山姆会员店却表现出了抢眼的成 其余内地超市企业与去年相比均有所下
绩。数据显示，沃尔玛国际销售额273亿美 降，华润万家则由去年的82名下降到第97
沃尔玛蝉联榜首
元，跌幅较大。而山姆会员店销售额166.92 名；物美则从去年的191名下滑到205名。
此外，在今年的榜单当中，物美入股
虽然 在 中 国 市 场 过 得 并 不 如 意 ， 亿美元，增长10.08%。
的重庆百货也成为唯一落榜的中国内地
但并不影响沃尔玛常年位居零售业
沃尔玛也一度加快了山姆会员店在
榜首。
国内市场的布局。据了解，2017-2020年 企业。而上一年榜单中，重庆百货排名第
事实上，自2014年开始，沃尔玛中国 四年内，山姆会员店在中国先后新开业4 250位。据重庆百货2020年财报显示，
区的营收增速一直低于两位数。另外， 家、4家、3家、5家，总计新增16家，占据了 2020年公司营业收入约为210.77亿元，
同比减少38.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2019财年、2020财年，沃尔玛中国的净销 总数的一半以上。
售额分别为107.02亿美元、106.71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似乎对中国 的 净 利 润 约 为 10.34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处于略微下滑的状态。与此同时，据沃尔 市场的销售额并没有那么看重。此前，麦 4.91%；基本每股收益盈利2.54元，同比
玛历年财报，沃尔玛零售店铺的数量在中 德龙中国区总裁康德(ClaudeSarrailh)卸 增长4.96%。
尽管重百方面将营业收入和营业成
国呈逐年递减趋势，从2018年的424家，到 任，任职期间康德曾致力于企业的数字化
2019年的420家，再到2020年的412家。据 转型，带领麦德龙中国区实现了业务增 本下降归结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冠疫
不完全统计，沃尔玛2016年在华关店13 长，后返回欧洲，出任麦德龙集团首席采 情影响，但通过其财报可以看到，重百的
家，2017年关闭24家，2018年关闭21家， 购官兼董事会扩大委员会成员。在业内看 百货业态2020年营收同比下降82.66%。
2019年关闭了9家以上门店，2020年关闭 来，康德返回欧洲或许是为了扩大企业数 在和君咨询合伙人、连锁经营负责人文
了10家。
字化技术，将线上线下融合的技术，助力 志宏看来，虽然说重百跌出榜单最主要
原因还是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但不管是
尽管沃尔玛大卖场在中国市场衰退 实体超市数字化。
量》报告，沃尔玛再次以5240亿美元登上榜首。尽管仍处于榜首，但

5234 e**百万美元
2014-2019财年零售收入为7.2%
2019财年零售收入增长为2.9%
2019财年净利润率为5.8%

（e=估计，** 收入包括批发和零售销售）

中国还是全球范围来看，百货业态都在
走下坡路，比如梅西百货的排行也在往
下走。
全渠道融合将成主导

在文志宏看来，从整体的零售格局来
看，近年来最大的变化就是电商的地位越
来越高。在今年的排名中亚马逊上升至第
二名。而在中国的一些入榜企业中很大的
比例都来自于线上，包括苏宁、京东、阿里、
唯品会等电商主导的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大增长最快的零
售商”榜单中，从2014至2019财年复合年
均增长率来看，中国企业中，去年入榜的
京东和唯品会今年仍然在榜单中。京东和
唯品会分别以36.3%和28.1%的复合年均
增长率排名第5位和第8位。
文志宏指出，从业态发展层面上来看，
中国电商的发展非常迅速，无论是京东还
是阿里，尽管在某些方面还比不上亚马
逊，但是从技术、模式等方面的差距已经
越来越小。但是在实体零售方面，国内零
售企业还是处于发展阶段。
“目前中国的零售企业还是以中国本
土的市场为主，还没有国际化。与此同时，
相对于全球的零售业态，中国零售业态的
发展还比较滞后。比如说折扣店、建材家
居、便利店、药店等。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
外的细分业态都进入到了榜单当中，而中
国还处于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并没有进入
榜单。”文志宏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赵驰
实习记者 张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