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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承压 奥莱业态比拼进入细分赛道

天时间销售额近8亿元，客流达230万人次。天
津佛罗伦萨小镇在七夕时举办仲夏购物狂欢
活动，单日客流近3万人次，当天销售额破
1000万元。
袁泽路指出，奥特莱斯不断地举办各种
互动活动和“造节”，是希望通过更多的体验
式购物，促使消费者更加亲切地接触购物环
境和场所，从而提高消费者的购物欲望。

奥特莱斯在中国的发展不再是单纯的价格比拼，而是面
临着品牌、体验、环境、智能等多方面的压力。12月19日，在首
创奥特莱斯昆明开业的现场，首创钜大副总裁袁泽路向北京
商报记者坦言：相较于数年前，奥特莱斯现阶段的项目运营
越发困难，尤其是在招商、管理上难度较大。一方面，餐饮占比

电商奥莱成最大竞争者

过高会导致经营偏离奥特莱斯向购物中心发展；另一方面，同
质化竞争也促使奥特莱斯不得不作出调整， 小到增加有主题
的营销，大到输出管理，当局者可谓各显奇招。而未来，面对电
商奥特莱斯的强大势头，如何才能在同范围内的项目中出彩，
奥特莱斯玩家还需多下功夫。

招商难，餐饮比重控制在10%

与购物中心、百货业态相比，奥特莱斯
的经营难度远大于前两者。袁泽路指出，百
货在运营的过程中主要做商品陈列和促
销，只要能把这两者做好，效益就不会太
差。购物中心更多的是提供服务，在招商上
多一些餐饮、影院、娱乐等业态，形成生活
配套为主导的购物场所，外加人气足够，购
物中心的效益就会好很多。而奥特莱斯在
招商、环境装修、货品筛选、促销力度、营销
活动组织上都得下功夫，“ 奥特莱斯多为联
营模式，品牌的销售业绩关联着一个奥特
莱斯的业绩好坏”。
此外，袁泽路坦言，现在的奥特莱斯在招
商上难度越来越大，首先是有一些品牌不愿
意进驻奥特莱斯；再者，一些进驻奥特莱斯的
品牌在选品和定位上很难把握。
一些奥特莱斯难以解决品牌短缺问题
时，就想用提高餐饮比重“蒙混过关”，其效果
一定会适得其反。袁泽路解释称，品牌招商能
力不足时，奥特莱斯运营方会选择加大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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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使其超过30%，此举会导致偏离奥特
莱斯定位，朝着购物中心发展。所以在奥特莱
斯项目中，餐饮最合适的比例是10%左右。
北京商报记者采访其他奥特莱斯项目的
运营者时也获得了相同的回复，消费者一天
在奥特莱斯的购物时间为6-8小时，并不会花
大量时间停留就餐。
为了减轻项目的运营难度，首创奥特莱
斯将兼顾重资产和轻资产双运营模式。北京
商报记者获悉，在首创奥特莱斯筹备的多个
项目中，将会有轻资产项目入市。对于发力轻
资产运营的原因，袁泽路透露，“从当前持有
的项目来看，盖楼、经营均由首创奥特莱斯自
行完成，属于重资产项目，其最大的问题就是
经营难度大。所以，在首创奥特莱斯已经做出
口碑和样本的前提下，以后更偏向输出管理，
减轻一些经营压力”。奥特莱斯均为大体量，
从拿地到开业再到成熟，整个过程要面临诸
多阻碍。
营销造节，将消费者拉回场内

现阶段，各种奥特莱斯的环境、建筑、品

营销活动只能在短期内对奥特莱斯起到
积极作用，如何保持场内活力，增强竞争力仍
是奥特莱斯玩家探索的课题。
中购联购物中心发展委员会主任郭增利
表示，疫情以来，商业行业中，奥特莱斯行业
属于最先复苏的业态，“奥特莱斯业态越被看
好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更明显的分化”。
八达岭奥莱正举办“
星际之旅”活动
郭增利指出，所谓分化，就是奥特莱斯会
出现马太效应。这一现象除了体现在奥特莱
·2020年中国奥莱开业大事记·
斯业绩上的分化，还会体现在组合特点上，因
为并不是每个奥特莱斯都拥有国际奢侈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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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莱落地石家庄
限，不足以支撑越来越多的奥特莱斯玩家。未
来，奥特莱斯数量的上升空间在一定程度上
牌越发同质化，导致消费者不断被分流，奥特 取能量点数，可以兑换不同店铺的代金券、折 会被抑制。
莱斯行业也愈发难运营。为了把消费者拉回 扣券或加赠券等；北京赛特奥特莱斯推出早
对于奥特莱斯行业的发展趋势分析，袁
自己的场内，营销比拼成为了奥特莱斯近年 奉茶迎宾和营销活动介绍服务，让消费者在 泽路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奥特莱斯的模式
来发力的重点。北京商报记者发现，临近年 感受服务的同时了解该奥特莱斯品类布局和 主要分为传统奥特莱斯、城市奥特莱斯、旅游
底，奥特莱斯的各种动作活跃起来，尤其是不 现阶段活动；砂之船奥特莱斯刚刚结束的“红 奥特莱斯和电商奥特莱斯。其中，城市奥特莱
同主题的互动活动，甚至还有一些奥特莱斯 色第五季”活动是该集团首次原创IP活动，主 斯面临着品牌层级低、装修环境一般等问题；
开启了“造节”模式。回顾以往，奥特莱斯的活 要以“国货”为主题，进行商品折扣销售。由此 旅游奥特莱斯则面临着如何把游客转换为顾
动多为店庆、生日庆、周年庆等促销活动，很 看出，奥特莱斯都在探索活动形式的创新，加 客的问题。电商奥特莱斯将成为关键趋势，能
少在社群活动上下功夫。而当下，奥特莱斯在 强与消费者的黏性。
够与传统奥特莱斯形成竞争。当互联网企业
活动的举办上更为多样化。
营销活动的最终目的依旧是拉动客流， 收购线下的奥特莱斯时，一定会对线下实体
北京商报记者看到，八达岭奥特莱斯正 带动销售。根据首创奥特莱斯公开数据显示， 进行数字化的改造。当大数据和线下传统奥
举办“星际之旅”活动，除了常见的“满返”“满 在国庆节期间，首创奥特莱斯全12城举办了 特莱斯结合后，势必会对未来的一些传统奥
减”“多倍积分”活动外，还有一些游戏环节。 各种主题的营销活动，如“国潮风尚音乐节” 特莱斯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例如消费者在八达岭奥特莱斯内指定地点获 “万国荟萃嘉年华”“电音联动12城”等主题，8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刘卓澜/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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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顽疾监管如何把握罪与罚

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出新业态，也
暴露出新问题。尽管针对电商出台的法律逐渐
健全，但其中细枝末节的问题需要拿上台面细
细斟酌。12月19日，在2020年北京大学电子商
务法研究中心年会上，与会专家和企业人士围
绕平台大数据杀熟、数据和算法监管边界、平
台不正当竞争、反垄断等互联网监管问题进行
探讨。与会专家分析认为，互联网新兴产业涌
现的各类问题和争议，对司法和行政层面的判
决和监管带来新挑战，“尽管监管会滞后，但不
会缺席”。
“
二选一”排他行为难根除

在激烈的电商竞争中，捆绑搭售、掠夺性定
价、拒绝交易、市场挤压等成为平台之间互相掐
架的操作手段，而最为典型的便是“二选一”行
为。
据了解，“二选一”是指电商平台禁止商家
在多个平台开展经营活动。如果商家违反了
“二选一”的要求，平台会要求已入驻的商家退
店，不允许参加“6·18“”双11”大促，或者要求商
家下架商品，限定库存数量，以及不允许其开设
品牌的官方旗舰店等。但实际上，2019年1月1
日正式实施的《电子商务法》已将这种行为定性
为违法行为。其明确规定，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
者不得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以及技术等手
段，对平台内经营者在平台内的交易、交易价格
以及与其他经营者的交易实行不合理限制或
者附加不合理条件”。
“我国数字领域的排他行为目前当属电商
的‘二选一’，有人认为市场经济下企业享有合
同自由，有权‘独家交易’，但在垄断性或占市
场支配地位的情形下，企业不能享有完全的合
同自由。如果允许大平台实施强制性‘二选
一’，供货商会被迫退出小平台，也会严重影响

消费者选择。”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
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王晓晔在会上表示。
互联网行业“二选一”情形有所收敛，但并
未被根除。北京商报记者查阅过往资料发现，
事实上从2010年起，电商之间的“二选一”纷争
就未曾间断，涉及平台包括京东、阿里、拼多
多、苏宁、美团等。在2019年3月，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就曾对头部电商企业进行约谈。
王晓晔表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禁止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提出将网络外
部效应、规模经济等作为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
补充因素，而鉴于支配定位认定有时会存在难
度，她认为可以借鉴欧盟公布的《数字服务法》
草案中对超大平台的认定方式，即月平均用户
占欧盟公民的百分比来衡量。

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除此之外，关于互联
网新技术的运用，法院支持技术中立，反对技术
向恶，那么这项技术得到什么样的程度才需要
部分修改或是完全否定，都是法官在实际中需
要考量的问题。
监管需跟上业态发展

近年来平台经济兴起，涌现出各类新商业
模式，例如社交电商、小程序电商、SaaS技术服
务商等，而这也加剧了行业监管层面的复杂性。
从政策法规来看，《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
引领新型消费快速发展的意见》《网络交易监
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等在今年9月相继
出台，既是对新型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肯定，
同时也对《电子商务法》的原则性规定进行了
细化，例如对网络交易经营者身份信息公示进
技术成熟事关信息安全
行具体要求。
伴随着平台规模效应下对用户消费大数
而对于疫情下井喷的直播带货商业模式
据的掌握，近年用户的个人隐私保护问题也成 中，行业存在的商品质量注水、销售刷单造假、
为关注焦点。无论是近期用户质疑美团大数据 售后服务较差等问题，11月，《关于加强网络直
杀熟，还是圆通内部员工泄露40万条消费者个 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网络
人信息，该类事件能频频顶上热搜，均证明着 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互联网直
消费者对个人信息安全的焦虑。
播营销信息内容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在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发布的 打出组合拳，重点界定网络平台、直播间运营
《2020年十大电子商务与互联网司法案件》中， 者、网络直播者和商品经营者的主体性质、法
关于凌某某诉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隐私权、个 律责任和义务，并依法查处直播营销各种违法
人信息权益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就是例子，报 行为。例如对于辛巴带货假燕窝事件，广州白
告指出，对于电商平台个人信息保护而言，需 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12月8日表示已经对该
要区分可识别个人隐私、个人信息以及可利用 事开展调查。
的用户数据。同时，电商平台经营者收集利用
张雯认为，面对新业态，一方面，应该保持
个人信息应该受到一定的法律规制。
鼓励、呵护和规范的司法态度，让新业态发展
会上，北京互联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 创造更多财富，让网民受益；另一方面，需提炼
雯表示，从司法层面，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要进 出裁判方法，沉入场景、贴近产业、解构模型，
行严格的划定，而事实上涉及到隐私权和个人 创新治理模式和诉讼机制。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何倩
信息使用、信息的公共属性和创新发展等方面，

剑南春三传提价 白酒涨价潮谁买账
专家程万松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因原
2020年这特殊的一年仅剩10天，随着 材料等变化引起的涨价，属于成本性
年味儿越来越浓，白酒企业的涨价函 涨价；疫情期间，部分企业为寻求业
也一张张多了起来。12月20日晚间， 绩拉升，进行了技术性涨价；高端名
剑南春经销商之间流传着两张涨价 酒涨价趋势带动下，部分酒企引发的
海报，一张是水晶剑，一张是珍藏版 涨价，属于营销性涨价；而旺季前夕
剑南春，涨价幅度分别为30元/ 瓶和 则多为趋势性涨价。
100元/ 瓶。值得关注的是，这已是当
从白酒价格指数来看，名优白酒
月内剑南春第三次传来涨价消息。两 价格上调，为区域酒企释放价格调整
周前，剑南春提出将于明年上调水晶 空间。白酒营销专家蔡学飞指出，目
剑出厂价后，再度上调金剑南、银剑 前名酒挤压态势明显，名优酒企涨价
南等5个系列产品的零售指导价。除 将直接拉升品牌高度和品牌价值，并
了剑南春外，酒企中不乏涨价者，仅 进一步刺激消费，提升产品销量。不
12月内，先后有10余次涨价，涨价幅 过，对于区域酒企而言，涨价可以拉
度10-110元。
升品牌形象，为品牌造势，但并不一
这一轮涨价潮多集中于区域酒 定能提升销量。涨价也属于一种促销
企，或是一线酒企基础产品系列。北 方式，提升经销商信心，督促经销商
京商报记者获悉，52度500ml水晶剑 打款。
建议零售价将上调30元/ 瓶，调整为
细观此番白酒涨价，从剑南春到
519元/ 瓶；珍藏版剑南春建议零售价 舍得酒业，从国台酒到钓鱼台，大多
上调100元/ 瓶，由788元/ 瓶调整为 集中于区域酒企。名优白酒在此时选
888元/ 瓶。
择“按兵不动”。对此，蔡学飞进一步
针对此次涨价，剑南春相关负责 表示，临近销售旺季，部分酒企需要
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仅是办事 通过涨价来拉动年底消费。但对于中
处及经销商之间在宣传涨价信息，并 小型区域酒企而言，因品牌力不足，
在朋友圈转发涨价宣传海报。
产品价格存在虚高，涨价一方面起到
进入12月以来，白酒企业涨价便 价格标签的作用，提升品牌形象；另
此起彼伏。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 一方面可以提振市场信心，刺激渠道
12月1日起，剑南春对24K金剑南、金 销售，加大年节促销。
剑南K6、金剑特曲以及银剑南A9、银
然而，一位常年购买白酒的消费
剑南A3的零售指导价进行集体调整， 者王先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现在白
调整后产品价格在78-388元；舍得酒 酒选择范围很广，如果经常购买的白
业针对旗下舍之道系列产品终端门 酒产品出现涨价，选择其他同样品质
店供货价格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上调 的性价比高的白酒产品很正常。
10元/ 瓶；泸州老窖圆瓶二曲500ml建
对此，程万松强调，临近春节旺季，
议零售价格上调20元/ 瓶；53度衡昌 疫情对于酒类消费的影响仍有一定持
烧坊酒500ml×6出厂价在原有价格 续性，消费场景的变化会直接作用于市
基础上提升110元/ 瓶。
场的变化。因此，旺季临近，酒企涨价还
对于白酒行业的涨价，白酒资深 需要谨慎，适当把握涨价幅度。
北京商报讯（记者 赵述评 魏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