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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综合体运营面临转型升级

资料图片
当前，商业消费的趋势
演变，也深刻影响商业地产
的发展。购物中心已经从原
来单一的普通购物场所，加
入更多的商业元素，转变为
提供多样化商品，多种休闲
娱乐项目、多种餐饮项目于
一体的“吃喝玩乐”的综合
购物场所。同时，购物中心
的消费主体已从“80 后”“90
后 ” 逐 渐 向 新 生 代 “95 后 ”
“00 后”转变，他们的兴趣、
喜好、价值观对于购物中心
的未来走向及发展定位，有
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购物中心
的转型升级及选择将会成为

影响其自身发展的关键因
素。基于新一代消费者的志
趣和爱好，可以看到，未来
的购物中心将以顾客体验为
驱动，向个性化，多元化以
及方便快捷的方向转变。
目前，商业地产仍然面
临供大于求及同质化的困
境，因市场竞争激烈所面临
的挑战不言而喻，商业综合
体的实际运营并非易事。就
商业模式而言，面对市场变
局，众多商业地产开发商正
在以各种方式探索适合商业
地产成长规律的高质量发展
路径。
“商业综合体要想立于不

败之地，就不光要有功能上
的综合，还需要服务上的综
合。”一位商业地产业内人士
举例，某家具大卖场在原有
的基础上增加了餐饮、购物
和休闲体验。通过这种综合
化的服务，提升自身的价值。
在线下商业地产极速迭
代、竞争激烈的大势中，还
有一些商业综合体通过对空
间的全新塑造，打造了体
育、艺术、商业三合一的复
合型生活方式，探索当代优
质生活方式的可能性，重新
发现人、生活与空间三者的
关系，释放三者之间的核心
势能。
“围绕系统、资金、团
队、技术，打造超强的产品
力、运营力和创新力已是大
势所趋。”中联购物中心发展
委员会主任、亚洲购物中心
协会副主席郭增利认为，在
全行业造就更多全能实力派
企业，需要在很多方面做出
战略性推进。只有这样，才
能从整体上提高商业地产的
专业素质和竞争能力，增加
市场有效供给，实现行业高
质量增长。
据新华网

商业 论 坛

公益与商业 能否
“携手言欢”
现实中，公益活动一旦
与商业行为挂钩，难免会引
发争议。比如，某矿泉水企
业宣布，在一款水的外包装
上印制失踪儿童信息，每销
售一瓶水即向慈善机构捐赠 3
分钱，遭到的批判声也不
小。同时，也有一些项目受
到好评。如某公司的蚂蚁森
林项目，以践行绿色出行用
户的名义，由公司出资植
树，绿化沙漠；某些社交软
件在获得用户同意后开启寻
人定位功能，增加失踪人员
曝光率和被找到的可能性。
同样是企业发起的公益
行为，遭到质疑的往往是有
赚钱、谋利痕迹的，得到好
评的则是那些看不出直接从
公众身上赚钱的。这也引出
一种讨论：公益与商业要想
合作共赢，其合作的边界如
何把握？
事实上，公益的长远发
展往往离不开商业力量的支
撑。公益行动总是有成本
的，需要持续稳定的发展环
境和土壤，这就离不开商业
的支持。很多情况下，正是
由于公益机构借助商业手段
和市场的模式，才让公益活
动传播得更广，让公益离广
大百姓更近，让更多人受益。
公益与商业是可以共赢
的。公益机构和公益项目的

优势在于拥有大量关注者和
支持者，有较强的社会影响
力，但本身不能带来盈利，
需要获得各方的捐助；而企
业的优势在于具备提供捐助
财物的能力，而需求在于提
升品牌知名度、美誉度，进
而实现潜在消费群体的转
化。这就为二者的合作与互
补提供了基础和可能。在把
握好两者合作“分寸”的前
提下，丰富公益的方式、运
用商业的力量促进公益事业
的发展是大有前途的。
回过头来看以往的相关
争议，也带给我们一些思
考。比如，企业发起的公益
活动容易遭到质疑，是不是
我们的思维和观念过于狭
隘，简单地认定公益行为就
只能奉献、不求回报？是不
是以往一些企业借助公益的
名义做了一些伤害公众情感
的事，导致公众的多疑心态？

不可否认，当前公益领
域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和障碍。时下，寻亲、教
育、环保、助老助残等诸多
领域的公益事业，都需要开
拓新的发展模式。期待各界
能以更开放的心态和理性的
思考来审视公益事业与商业
的合作：企业投资公益项
目，在成就某些商业模式的
同时，也促进着公益事业的
革新；企业通过参与公益活
动、分担社会责任来提升品
牌价值。
这就需要我们各方合力
营建起一个良好的公益生
态，让公益事业在商业的助
力下，更大程度上实现其初
衷，让商业行为在公益活动
中获得有形或无形的回报，
激发更多企业加入其中，使
公益的形态更加多元，让更
多人从公益行动中受益。
据新华网

消费曝光台
本栏目接受消费者投诉，对典型
案例和不良品牌商家进行曝光，针砭
行业发展中的弊端，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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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拟再度启动
家电消费补贴
近日，发改委、工信部等
部门共同印发的 《进一步优化
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
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
（2019 年）》 中，首次披露了
国家对于刺激家电消费将采取
的措施和手段。
根据通知，国家在有条件
的地方，可对产业链条长、带
动系数大、节能减排协同效应
明显的新型绿色、智能化家电
产品销售，给予消费者适当补
贴；另外，有条件的地方可对
消费者交售冰箱、洗衣机、空
调、电视机、抽油烟机、热水
器、灶具、计算机等旧家电的
同时并购买新家电产品时给予
适当补贴，推动高质量新产品
销售。这意味着，继多年前我
国推行家电补贴刺激政策之
后，新一轮家电刺激消费即将
启动。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新
政并非全国统一实施，而是各

地根据自身财政和消费情况分
别制定地方政策，因此可能会
出现各地补贴政策、标准不一
的情况。
我 国 从 2008 年 底 开 始 首
次实施家电补贴政策，当时
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带给国内
家电行业的巨大压力，国内
空调、冰箱、洗衣机都已连
续出现同比销售负增长。
我 国 在 2009 年 至 2012 年
期间曾接连出台过家电下
乡、以旧换新补贴、节能产
品补贴等多项消费补贴政
策，极大地刺激了家电消费
市 场 。 相 关 人 士 表 示 ， 2009
年 至 2012 年 期 间 消 费 者 购 买
的家电产品已经陆续进入了
汰换周期，如果这轮汰换期
能够与新一轮家电补贴政策
合 拍 ， 预 计 2019 年 国 内 家 电
市场或将迎来消费高潮。
据新华网

互联网+传统建材
打造商业新模式
近年来，伴随城市化建设
的深入发展，建材产业经济持
续增长。在市场迎来繁荣的同
时也加剧了建材市场竞争的白
热化，大多数的中小型企业商
家都无法在品牌、价格等市场
角逐之下占据优势。
由于行业整体技术含量
低、同质化严重、物流成本高
等因素影响，当前建材装饰市
场集中度极低，销售端也极为
分散，小卖家、装修公司数量
庞大。
在传统建材经销供应链
中，生产工厂由于同质化、规
模小等原因造成渠道建设低
效、成本高，其销售及物流基
本依靠成本高昂的经销体系。
一线销售商则面临采购及备货
成本高、缺乏优质服务等难
题。
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给建
材装饰业带来渠道和营销变革
机会。大批建材电商网站应运
而生，凭借互联网优势整合上
下游资源，缩短交易中间环
节，降低用户交易成本。
业内人士认为，建材家居
销售渠道一直在发生转变，从
初级摆地摊卖产品，松散、粗
放型个体零散户或小建材商
店，再到建材批发市场，电商
的到来给家居建材提供了多元

化渠道选择。
目前，传统依靠建材城营
销的方式受到挑战，信息的有
效传播对于建材厂家与终端用
户都更显重要。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
和提高，人们对生活环境和品
质有了新的需求，最主要体现
在人们的环保节能意识不断提
高。国家提出绿色发展，对于
建材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建材
行业经历了粗放型发展，产业
转型升级也势在必行。
目前，建材企业正经历着
前所未有的环保和成本压力。
由于受全国环保及地方产业发
展规划的影响，近年来，建材
行业正在经历着一轮洗牌升
级，将会有一大批环保不达标
的建材厂被淘汰，那些拥有技
术与资金优势的建材企业将在
大浪淘沙之后做大做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
后，中国建材产业也开始抱
团走向海外。建材行业竞争
之所以如此激烈，很大一部
分原因是建材供大于求。如
果可以将一部分产能输出，
可以有效缓解这些问题，还
能够提高中国品牌的国际知
名度和影响力。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