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购物中心加速布局三四线城市
讨好“小镇青年”，让占得的“先机”成为到手“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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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流行的说法
中， 将年龄在25岁至35
岁之间， 生活在相对富
裕的三线城市， 接受过
大学以上的教育， 无心
在一线城市打拼而回家
乡发展， 但对生活质量
提出高要求的消费者称
之为“小镇青年”。

从目前的商业发展
趋势来看，这部分青年
人将成为下一阶段商
家们眼中的香饽饽，是
未来十年要着重“讨
好”的对象。他们所受
教育和成长经历与上
一代人的不同也决定
了他们的消费习惯和
需求将与过往产生很
大差异。

“下乡” 争夺市场
的商家们，除了要在选
址上下足功夫，对这部
分消费者的喜好则更
要下足功夫， 如此以
来，才更能够进一步推
动自身项目的客流和
销售， 让率先占得的
“先机” 真正成为到手
“金矿”，也能够持续推
动城市之间商业的均
衡升级与发展。

节气已过大雪，购物中心的市场争夺战却如冬日暖阳
一般，激战正酣。

12月16日，友阿国际广场邵阳店正式开业，这已是本
土商业大佬友阿股份从2016年初开始尝试涉足商业综合
体后开出的第3家店，经营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同日，步
步高集团综合体项目新天地也在四川泸州落下一子，这是
该项目首次走出湖南。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17年以来，包括友
阿国际广场、步步高新天地、万达广场等大型商业综合体
项目纷纷在省内郴州、衡阳、益阳等三四线城市落户，新一
轮的“跑马圈地”商业战正在三四线城市间打响。

■记者 朱蓉

“像Prada、Gucci这些品牌，
都是第一次进入邵阳， 刚开业，上
午就已经卖出了好几个包。”12月
16日，友阿海外购负责人许勇波告
诉记者，随着友阿国际广场邵阳店
的开业，海外购首家国际奢侈品体
验店也落户于此， 在商品的陈列
上，着重于尚未进入邵阳市场的一
线品牌，填补该市高端市场空白。

据了解，此次开业的友阿国际
广场选址在邵阳新旧城区交汇处，
采用了“天幕商业街+购物中心”
的开发模式， 引入了如必胜客、火
宫殿、MJ�Style等知名品牌以及邵
阳首家沃尔玛超市，也是这座城市
首个大型城市综合体商业项目。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到，自
2016年初友阿股份开出旗下首个商
业综合体项目后，不到2年的时间已

在常德、郴州和邵阳先后布局，相较
过去5年，开店速度明显加快。

同时，湖南另一商业大佬步步
高集团旗下综合体项目新天地也
从2016年开始加码三四线城市布
局，先后在郴州、泸州等地开出新
店。 据步步高相关负责人介绍，12
月16日开业的新天地泸州店体量
约为20万平方米，匹配了赚足眼球
的梅溪书院、步步高超市鲜食演绎
等项目。

和邵阳消费者一样， 今年以
来， 不仅可以逛逛传统百货商场，
还可以到大型城市综合体内体验
商业升级新鲜感的其他三四线城
市消费者还有不少。除友阿国际广
场项目，步步高新天地外，万达广
场也在今年先后在省内益阳、衡阳
等城市布局。

将战场下沉、延伸到三四线城
市，甚至乡镇，除商业综合体项目
外，如汽车、手机、家电等产品销售
则更早一步。

据相关媒体报道统计， 截至
2016年三季度末， 家电连锁零售
商国美电器旗下门店数达1727
家，其中，三四线城市门店(即国美
二级市场门店) 个数由283个上升
至390个。此外，苏宁张近东也曾公
开表示， 在苏宁的开店计划表上，
三四线城市将是主要目标。

这无疑在推动三四线城市消
费升级的同时，开始加剧这些新兴
潜在市场的竞争。而来自阿里巴巴
的网购数据显示，国内三线城市及
以下地区拥有60%以上的消费增
速，而这一数字要远高于一二线城
市40%的消费增速，网购消费呈现
出由东部沿海向内陆延伸的趋势。

“竞争明显激烈了，工作压力

也跟着大了起来。” 在衡阳华新步
步高广场一服装柜台从事销售工
作的王小姐的收入与销售直接相
关，对竞争的加剧感受明显。她告
诉记者，随着越来越多商业项目的
落户，消费者的选择多了，不得不
通过添加顾客微信定时问候、推新
等方式来辅助销售。

一位长沙商业资深行业人士
对记者表示，省会长沙近两年来商
业项目开业相对密集，竞争激烈程
度可想而知，率先下沉到三四线城
市抢个“好地盘”的确是不错的选
择。但他同时也认为，即使三四线
城市对实体商业升级确有需求，但
这对项目的操盘手而言，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如不进行详尽调研，
根据每个城市的消费特点做出调
整，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因经营不
善陷入困境的项目也不是意料之
外。”

学会讨好
“小镇青年”

近日，中建五局装饰幕墙
有限公司质量标化示范工程
观摩会在长沙河西第一高楼
湘江财富金融中心C栋举行。
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
国建筑装饰协会、湖南省建筑
协会等各领域的专家、项目建
设者等200余人齐聚， 观摩了
中建五局装饰幕墙打造的精
美工地，详细了解项目质量标
化管理过程中的经验成果。

湘江财富金融中心是我
省“十三五”集中打造的省级
金融中心核心， 项目由A、B、
C、D四栋塔楼组成， 其中A栋
塔楼高328米， 为长沙河西第
一高楼64层超高层甲级写字
楼， 主体结构已施工至24层，
其最大桩基直径达到7米，是
目前省内可查的最大桩。B栋
施工至18层，C、D栋主体结构

已施工完成。据了解，中建五
局装饰幕墙公司负责四栋塔
楼所有公共空间装修，项目执
行经理王鹏伟介绍， 目前C栋
装修进度已基本完成，部分正
式投入使用，D栋完成85%，预
计2018年4月20日C、D栋装修
全面完成，“我们提倡绿色装
修，项目使用的所有材料均天
然环保，以确保实体质量。”

记者在现场看到，已装修
好的湘江财富金融中心C栋一
楼大厅宽敞明亮，大理石墙饰
在灯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该项目既打造了精品工程，
又通过现场观摩交流及时总
结提高，推动成果集成，在行
业内起到很好的示范引领作
用。”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副会
长兼副秘书长张京跃称赞道。
■记者 杨田风 通讯员 陈艳慧

河西第一高楼绿色装修受业内肯定

“跑马圈地”推动竞争加剧
对商业运营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三四线城市商业项目升级
大佬们纷纷布局，争抢地盘

中国电子学会组织专家日
前编制完成的《中国机器人产业
发展报告（2017年）》显示：当前
中国机器人产业需求旺盛，市场
高速增长，基本形成较完整产业
链。总体看，中国机器人产业正
加快向中高端、 多领域发展，产
业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

这份报告为工信部2016
年至2018年财政专项阶段性
研究成果。报告预计，今年中

国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62.8亿
美元，2012年至2017年平均增
长率达28%。

专家预测，从技术实现进
程看，未来2至3年主要是语音
识别；未来3至5年主要是情感
检测与识别、人脸识别、语音
翻译、眼动控制、虚拟现实等；
未来5至10年主要是增强现
实、混合现实、手势控制设备、
对话用户界面等。 ■据新华社

中国机器人产业迈向中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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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商业大佬三四线城市“抢地盘”。 记者 朱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