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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宝龙广场商铺大量空置 业态面临艰难调整
本报记者 卢志坤 天津报道

业仅 3 年后，该项目的购物商场如
今正面临艰难的业态调整。
《中国经营报》记者近期在该

满了灰尘。

目前正处在招商调整期。该公司对

仍在营业的一些商户说，他们
没有搬走的原因是此前已经签了

记者表示，天津宝龙广场的营运状
况受到了区域整体环境因素的较

项目购物中心天津宝龙广场实地

较长的租约。 但他们表示，如今商

大影响，滨海新区的商业氛围始终

简称“宝龙地产”）在天津布局的

走访了解到， 购物中心内的商铺
多数已搬走， 透明的玻璃橱窗内

场已经没有什么人气，与刚开业时
的忙碌状况相比，现在每天的客流

未能达到预期。但宝龙地产未就记
者关于商场空置的具体情况、后续

第一个商业综合体项目， 集写字
楼、购物商场、公寓于一体，但开

显得空空荡荡， 部分尚未搬走的
商铺则是大门紧闭， 店内已经布

少得可怜。
宝龙地产承认天津宝龙广场

业态调整计划等问题的问询进行
详细置评。

紧邻天津滨海新区于家堡高
铁站几百米的宝龙国际中心是宝
龙地产控股有限公司（1238.HK，

大量商铺空置
在商场一楼，多个商铺早已人去楼空，透过紧锁的玻璃大门，
店铺内部已经空无一物。

联合政府开发
增资完成后，宝龙地产和天津新金融须根据持股比例，分别向宝
龙金骏提供 6.07 亿元和 3.27 亿元的无息贷款，作为收购天津新
金融持有地块的对价。
天津宝龙国际中心是宝龙地

35%股权， 以及在此期间天津新金

产联合滨海新区于家堡金融区开
发主体之一的天津国有投资平台

融从宝龙金骏分配所得的资产，受
让对价为天津新金融投入资金以年

天津新金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
称“天津新金融”） 共同开发的项

息 6%计算的本利。若宝龙地产不行
权， 则天津新金融退出投资的方式

目，位于家堡金融区动工兴建的首
个城市综合体。

为， 将地块上的写字楼以成本价过
户到天津新金融名下。

记者在 1 月底的一个周末和

售人员说，她已经在这个地方摆摊

2010 年上半年，宝龙地产发布

但在 2011 年， 宝龙地产公告

工作日两次前往天津宝龙广场探
访时， 近 4 万多平方米的商场内
访客寥寥， 商场内部分区域灯光
昏暗。 尽管商场一楼中庭仍在播

卖了一段时间，这些都是之前剩下
的，折扣出售，但每天的人太少了，
她就和旁边卖裤子的在那聊天。
但如今的二楼和四楼同样出

公告披露，公司旗下全资附属公司

披露将不会行权。 而不行权的一个

上海宝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天
津新金融订立合作协议，宝龙地产

结果则是，尽管在宝龙金骏的持股
比例仅有 35%，但天津新金融在宝

放热闹的音乐以吸引人群， 但围
观者甚少。

现了大量空置店面。记者在商场二
楼看到，紧挨着的一家烤肉店和香

通过增资，持有天津宝龙金骏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简称“宝龙金

龙金骏的运营决策上有同等的权
利，宝龙金骏也从宝龙地产的附属

在商场一楼，多个商铺早已人
去楼空， 透过紧锁的玻璃大门，店

锅店都大门紧锁，屋内的设施仍然
保持原样，但桌椅上已经覆盖了一

骏”）65%的股权， 天津新金融持有
剩余的 35%股权。 宝龙金骏于 2010
年稍早设立。

公司变为合营公司。 据记者了解，
天津新金融目前依然持有宝龙金
骏 35%的股权。

铺内部已经空无一物，唯一仍能向
外界表明店铺曾经的租户身份的，

层尘土。
目前还在开业运营的店铺大

在天津新金融将此前 9 亿元
竞得的地块过户至宝龙金骏名下

《中国经营报》 记者在项目现
场了解到，天津宝龙国际中心的其

仅剩下门楣上尚未拆掉的品牌标
识。如今在商场一楼看到的还能有

多是位于三楼的儿童类业态。在记
者走访当天，还有少量的家长带着

后，由宝龙金骏作为主体开发宝龙
国际中心项目， 土地占用面积约 3

中 1 栋写字楼已经竣工交付，如今
归滨海广电所有，目前已部分入驻

点人气的店铺则是靠近室外的快
餐店汉堡王和赛百味。
据商场里的商户介绍，过去这

孩子到三楼的儿童游乐店铺游玩。
在三楼经营儿童游乐电动车
的一家商户告诉记者，商场刚开业

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30 多万平
方米。 主要由两栋写字楼、1 栋商办

并开始办公。 另一栋仍在建设中，
高约 280 米， 预计于今年 10 月完

里曾经聚集了多家休闲和运动时

的时候客流量还挺大的，那时候周

公寓以及 1 个购物中心组成。
根据双方的合同内容，增资完
成后，宝龙地产和天津新金融须根
据持股比例，分别向宝龙金骏提供
6.07 亿元和 3.27 亿元的无息贷款，
作为收购天津新金融持有地块的
对价。

工交付。
公寓楼栋则已经竣工。 该项
目公寓业态的招商经理告诉记
者， 公寓楼栋可用于居住也可用
于办公，可租可售。 公寓当前只有
一套 157 平方米的大面积户型可
以出租， 其他的主要是小户型的

记者在 1 月底的一个周末和工作日两次前往天津宝龙广场探访时， 近 4 万多平方米的商场
内访客寥寥。
本报记者卢志坤 / 摄影

就是要搬到市里去。 ”
这位商户口中的万达广场，距
离天津宝龙广场大约 1 公里距离，于
2017 年底正式对外营业。 记者在滨

万达广场的一位招商人员对记者
表示。
据当地人士介绍，一家苹果的
售后维修中心曾开在了天津宝龙

海万达广场走访看到，与天津宝龙广
场的冷清相比，新开业不久的万达广

广场，但去年将门店搬到了附近的
文化中心。文化中心与滨海万达广

场则热闹了许多，人流量较大。
紧邻于家堡高铁站的位置并
未给宝龙广场带来客流上的优势。
宝龙地产内部一位人士说，项目区
位优势是好，但于家堡高铁站根本
就没有什么人。
当地的从业人员表示，区域内
的人口和消费都相对固定，随着开

场邻近。
宝龙地产称，去年从友谊商业
退出滨海新区始， 周大福大楼停
建、泰达时尚空置、金街客流锐减
等问题日益凸显，滨海新区的商业
氛围始终未能达到预期。天津宝龙
广场也在翘首以盼政府政策出台，
大力发展区域内商业。

业商场的增多，同质化竞争分流了
各家购物中心的消费。
“
塘沽（原天津塘沽区，后将塘
沽区、汉沽区、大港区合并为滨海
新区，天津宝龙广场、滨海万达广

当记者问询天津宝龙广场当
前的招商进展、后续业态调整计划
等问题时，宝龙地产表示，集团已
在积极想对策，联合当地政府共同
拉动区域商业。对于商场当前的空

尚品牌，如运动品牌新百伦、阿迪

末经常都是人挤人，他们都忙得不

达斯、耐克、女鞋店铺百丽集合店
等，珠宝店、手表店等也不在少数，
但现在基本已经腾退了，客流不足
让这里的店铺经营难以维系。
据此前的媒体报道， 在 2014
年 12 月底开业时， 天津宝龙广场
开业当天共有包括牛子牛书吧、
Balabala、星巴克、小鬼当佳等在内
的 113 个品牌入驻，采用餐饮休闲

行，有时候中午就喝点东西，常常
是下午 5 点以后才有时间吃饭。
“但现在商场的人气不行了，
餐饮做的不行，其他的店也都搬走

娱乐 45%、 配套近 25%、 零售近
30%的组合，一楼主要定位为潮流
视界，二楼定位风尚秀场，三楼生

的时间较长，学员没毕业，商家也
不能搬走。有的店铺则是因为签的
5 年租约，现在还在租期内，暂时

活童超，四层乐食主义。 本报记者
在宝龙地产 2014 年年报了解到，

不会走。 开在她对面的儿童游乐
场，签的正是 5 年租约。

该商场的儿童及餐饮业态占比达
到了 50%以上。

她告诉记者，他们店铺在 3 个
月后也将搬到天津主城区去。“我

场均位于原塘沽区范围内）的消费
也就这样， 很多商场同质化竞争，
但人流是相对固定的，到了这个商

置状况以及近几年来的项目经营
业绩，宝龙地产以业绩发布前的静
默期为由不予置评。宝龙地产未在

在一楼公共空间一个拐角处
摆摊出售阿迪达斯运动鞋服的销

们之前也是想搬到新开业的万达
广场去，但那边已经满租了，现在

场消费，自然就不会到另一个商场
消费，整个区域的人气需要提升。”

年报中披露单个项目的租金营收
等数据。

了，很多店面就是两年的租约到期
后，在 2017 年陆续搬走了。 ”她表
示，现在撑下来的就是三楼这些儿
童业态， 有些是做的少儿培训类，
因为那些培训费用较高，和客户签

双方在协议中还约定，由宝龙

套间， 但可以连起来打通做成较

地产向宝龙金骏提供的 6.07 亿元
无息贷款中，天津新金融将免息垫

大户型的面积。
据他介绍， 目前公寓购买用来

付其中的 3.035 亿元， 期限至 2011
年 5 月 31 日。

办公的居多，租的较少。 他说，大多
是私营企业， 也有 3 家国有企业入

协议还约定，天津宝龙国际中
心项目的商场、公寓及地下面积归
属于宝龙地产，写字楼则归属于天
津新金融。
实际上，天津新金融赋予宝龙

驻。但他未具体透露哪些企业入驻。
在天津宝龙国际中心购买了一
套 60 多平方米公寓的一位女士对记
者表示， 她购买公寓主要是用于投
资， 如今装修之后， 她将房子出租。

地产的条件颇为优厚。 在协议中，
天津新金融还授予宝龙地产一项
选择权，即宝龙地产可以在宝龙金
骏成立 3 年内受让该公司剩余的

“买时的价格加上后来的装修费用，
单价算下来差不多在 1.6 万元 / 平方
米，一年多下来，价格和现在差不多，
房子基本没涨价。 ”她苦笑着说。

销售增速放缓 中海转向多元化
本报记者 金姝妮 北京报道

多元投资

颜建国成为“掌门人”后，中海
在公开市场拿地扩储的速度明显加
快。 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2018

中海通过各个不同渠道对外
宣称，定位于成为卓越的国际化不

产列为城市更新与区域综合开发
重点项目， 由其全程投资建设，是

在开盘时参与摇号。“一期开盘 5
栋楼共 300 多套房源，目前已经排

企业；旗下的华艺设计是中国百强
设计院之一， 中海社区内配建学

与京东合作前， 中海先是以联
合体形式获得雄安第一标， 联合体

动产开发运营集团，已经形成住宅
开发、城市运营、创意设计及现代

集土地整理、城市规划、地产开发、
工程建设、产业导入、商业运营、物

了 2000 多组客户。 ”
记者就中海科技金融城建设

校。 此外，中海积极拓展养老产业，
计划到 2022 年， 将在老龄化程度

由中国建筑旗下中建三局集团有限
公司、中海地产、中国中建设计集团

服务三大产业群。
其中，住宅开发是中海多年来

业管理全业务链一体化的片区综
合开发项目。

情况相关问题联系中海采访，但对
方只就三大产业群做了相关介绍，

较高，需求旺盛的一线及重点二线
城市建设运营 100 个养老项目。

有限公司、中建投资基金管理(北京)
有限公司组成， 中标项目为雄安市

的老本行。 董事局主席颜建国在
2017 年中期业绩会上表示， 物业
的开发与销售将仍然作为中海的
主导业务，中海也会继续把 90%的

中海寰宇天下是北辛安棚户
区改造项目首期推出的住宅产品。
销售人员介绍称，北辛安棚户区改
造项目未来将建成集高端商务、综

其他相关问题未做回复。
此外，城市运营方面，中海地
产在天津滨海新区运营管理规模
有超 50 万平方米的仓储物流基

中海多元化值得一提 的 是 ，
2017 年 12 月 14 日， 中海与京东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全国
主流城市打造百家 X 无人超市

民服务中心。后又以 3698 元／平方
米的楼面地价、 总价 47.9 亿元、商
业自持比例 100%，中标位于成都市
天府新区秦皇寺板块的 299 亩地

资源放在房地产行业上。
城市运营产业群涵盖写字楼、
购物中心、星级酒店、地铁上盖、城
市更新、旅游度假、物流等产业。
“
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
A 区项目、B 区土地开发项目”即
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被中海地

合换乘、购物休闲等多功能为一体
的“
中海科技金融城”。
据了解，中海寰宇天目前已入
市， 销售均价 61000 元 / 平方米。
此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该项目因
为蓄客人数较多，购房者需要先给
中海出示 200 万元存款证明才能

地，还在海南万宁、江西九江、安徽
黄山等知名风景名胜区布局及发
展旅游休闲度假产业。
中海的创意设计与现代服务
产业官方归类中包括物业服务、教
育、 养老。 中海物业创立于 1986
年，为中国首批一级资质物业管理

店，实现中海旗下商业地产全业态
覆盖。 另外，双方还将在某智慧城
市样本园区内，合作开发全球物流
云中心、无人仓、无人分拣物流基
地、无人机枢纽、城市智能转运中
心、智能配送终端、无人售药柜、无
人超市及物流通路网络建设。

块。 土地出让方案明确了其建筑制
高点为 677 米， 这一高度超越已建
成的上海中心大厦（632 米），将成
为
“
中国第一、世界第二高楼”。
更早些时候， 中海与麦当劳、
国寿投资、平安不动产等达成了合
作关系。

合性的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谈判
导入项目的较好优势。
在严跃进看来，中海转向多元
投资和其传统业务萎缩有关系。

“中海的住宅业务这两年发展节奏
落后于其他地产企业， 比如说保
利， 所以不断寻找新的突破口，通
过产品线的梳理， 形成更好的战
略， 总体上来说具有较大的优势，
对于其在城市运营等方面的开拓
具有较大帮助。 ”

益的均衡发展，追求总利润的持续
增长是重要问题。
“
没有效益的生意我们不会去
做。 ” 颜建国表示。
同时， 他也解释了 2017 年中
海地产销售额增长缓慢的原因：
“
公司销售额有增长，但不是很快。

土地出让金约人民币 951 亿元，加
上中国海外宏洋集团收购土地花
费的 94 亿元，中海 2017 年购置土
地共花去 1045 亿元人民币。
2017 年 8 月中海在致股东函
中表示，未来 3~5 年，目标是抓住
大周期转换的机遇，将主要资源聚

中海 1 月 10 日公告称，2017
年全年累计合约物业销售约为
2320.69 亿港 元 ， 相 应 的 累 计 楼
面 面 积 约 为 1446.32 万 平 方 米 ，

基于前几年对市场的判断，今年可
供货值没那么充裕，所以增长显得
比较平缓。 ”
但从拿地来看，中海的增长后

焦于住宅开发，在加快周转、加快
规模发展的同时，实现规模与利润
的均衡增长。
同时，面向未来，中海将顺应

顺利完成了 与 2017 年 中 期 业 绩
会上调整后 的 2310 亿 港 元 销 售
目标，很符合中海一向“稳健”的
风格。

劲得到券商的青睐。 海通证券研究
员涂力磊 1 月 17 日研报分析称，
根据中报，截至 2017 年第一季度，
中海权益土地储备建筑面积约为

大周期右侧逐步平缓的增长曲线，
逐步加大资源投入，加快提升持有
型物业的营收规模与运营水平，探
索和布局创新业务。

而 2014~2016 年中海的合约
销 售 额 分 别 是 1408.1 亿 港 元 、
1806.32 亿港元和 2106 亿港元，同
比增长幅度分别为 28%、17%；2017
年合约销售额只有 10%的增长幅
度，速度明显放缓。

5000 万平方米，包括联营、合营总
计 5853 万平方米，是 2016 年销售
面积 1300 万平米的 4.5 倍， 土地
储备充裕，给予买入评级。
中海最新公告显 示 ，2017 年
全年新增土地储备 76 宗， 总楼面
面积约 1741 万平方米。 中海应占

“房地产下半场的长跑已经开
始， 未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不
再是单一的商品房与商业地产，
对租购并举的住房体系的适应，
以及不动产的开发运营的能力，
将决定企业的成败， 中海地产已
经在路上。 ”这是中海迎接房地产

权益楼面面积约 1463 万平方米，

下半场的宣言。

年 1 月全国房地产企业拿地金额
TOP50》排行榜上，中国海外发展有
限 公 司（00688.HK， 以 下 简 称“中
海”）以 138 亿元位列第三，仅次于
碧桂园，新增土储 104 万平方米。
增加土地储备的同时， 中海对
自身的定位也在转变。 梳理公开信
息可以发现， 过去一年中海在向不
动产开发运营集团转型升级的道路
上表现得非常积极，对外力推“住宅
开发、城市运营、创意设计及现代服
务”三大产业群。
转型升级背后， 是住宅盈利空
间被挤压，发展受限。 近日，中海公
布了 2017 年全年合约销售额，约为
2320.69 亿港元，2014~2016 年这一
数据分别是 1408.1 亿港元、1806.32
亿港元和 2106 亿港元。 相较而言，
2017 年 同 比 增 长 10% 的 幅 度 ， 与
2015 年增长 28%、2016 年增长 17%
相比，速度明显放缓。

增速放缓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
监严跃进分析认为， 对于中海而
言，梳理出三大产业群有助于中海
多元化业务的发展，是其发展成综

海淀消协助力推广
“
i 维权”APP 公开招募消费维权志愿者
近日，中消协组织开发的“全

月 31 日， 海淀消协已成功建设一

多热心社会公益、有志于消费维权

国消协组织消费维权志愿者管理

支由 59 名法律专业大学生或研究

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消

和服务平台”（软件通用名称“
i维

生组成的消费维权志愿者队伍，本

协组织的活动， 完善消费维权共

权”）正式对外发布，凡是愿意以

次招收的志愿者多趋向年轻化、专

治格局， 更好地发挥维权志愿者

消费者的身份自愿、 无偿地参与

业化、高学历化，旨在更好地协助

队伍作用， 促使经营者不断提升

消协组织开展的消费维权工作的

工商、消协等部门开展对经营者的

产品和服务品质， 让消费者在便

社会各界人士， 经当地消协组织

监督，促进经营者服务的提升与改

捷、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中逐步

登记备案后，通过“
i 维权”APP 在

进， 更好地开展消费教育引导工

提高幸福感和获得感，实现对美好

线注册， 可以成为全国消协组织

作，提高消费者合理消费、理性维

生活的向往。

消费维权志愿者。

权意识与能力。

海淀消协作为基层消协组

下一阶段，海淀消协将紧紧围

织， 广泛发掘辖区高校众多的优

绕“品质消费 美好生活”消费维权

势， 积极在志愿合作高校中助力

年主题， 继续协助做好“
i 维权”

推广
“i 维权”APP。 截至 2018 年 1

APP的宣传推广工作，广泛吸纳更

红盾之窗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专栏

颜建国明确表示，规模必须服
从效益的发展。 中海追求规模与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