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强联姻
金博大外嫁“洋老公”

新店开业，金博大店出现
了久违的客流量。

大河商业记者现场观察发
现，客流主要集中在中庭哥弟、
阿玛施20年首次15万件商品
2折封顶的专场特卖，以及天
天维尼熊的2折甩卖区。899
元、999元一件的加拿大鹅羽
绒服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试
穿、购买……

但是，正如婚礼的热闹程
度并不完全决定婚姻的质量，
更要看随后的日子。

哥弟、阿玛施的专场特卖
和天天维尼熊的打折活动，人
气极佳。但这些品牌在商场内
并没有固定专柜，活动结束之
后，金博大该如何保证品牌的
档次和质量并维持商场的可持
续发展呢？

在金博大一楼，是重奢、轻
奢品牌集中地。但在此次开业
盛典中，面积200多平方米的
集合店“亿奢汇”、BULOX仍
在装修之中，“亿奢汇”只能在
一楼中庭设一个临时柜，销售
GUCCI、PRADA、COACH等
品牌的包。

二楼至四楼，入驻的女装、
男装品牌多以金博大原本自身
品 牌 资 源 的 折 扣 店 为 主 。
AMPO(蓝豹)、威可多、顺美、
沙驰、杰尼亚等男装畅销品牌，
维格娜丝、玛丝菲尔、珂莱蒂
尔、娜尔思、歌力思、纽方、欧时
力等女装畅销品牌，竟然“缺
席”大商·麦迪逊城市奥特莱
斯。

运动品牌方面，目前仅有
超继原金博大店的阿迪达斯、
耐克专柜少量品牌在做特卖。
安踏、菲乐、李宁、361°以及
户外品牌狼爪、北面、探路者等
均未入驻。

无论是重奢、轻奢品牌的
规模还是数量，大商·麦迪逊城
市奥特莱斯与目前在奥莱业态
上领跑郑州的杉杉奥特莱斯相
距甚远。杉杉奥莱现有的国内
一线男装、女装及户外、运动、
潮牌、箱包、鞋履等，在大商·麦
迪逊奥莱也鲜有出现；就连丹
尼斯CBD奥莱店聚集的零售
品牌370多个，相对新开业的
金博大店也优势多多。

2019年7月27日，连续3

年每年亏损过亿的大商金博大
店，终于迈出转型的第一步
——牵手河南麦迪逊商业有限
公司，试水城市奥莱项目。

当时，大商郑州地区集团
党委书记、副总裁邵泰杰在致
辞中说，大商集团总部制定了
更高的发展目标，提出了“集进
分销”的经营模式，面对日益加
剧的商业竞争，要走差异化的
城市奥莱经营道路。

此前在中原商界鲜有露面
的麦迪逊，其河南公司副董事
长蔡盛则表示，河南麦迪逊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是美国麦迪逊
商业的分公司，美国麦迪逊位
于美国纽约上东区，主要业务
为基金及投资、房地产开发和
全球不良资产并购及全球时尚
品牌和商品供应链业务，是美
国最大的奥特莱斯供应商之
一，拥有丰富的全球商品资源
和奥莱运作经验。

金博大与麦迪逊“郎才女
貌”，不由得让人对金博大转型
奥莱之路产生不少期待。然
而，从大商·麦迪逊城市奥特莱
斯开业所展示的品牌布局来
看，金博大的“洋老公”麦迪逊，
与蔡盛此前所说的“美国最大
的奥特莱斯供应商之一”的实
力相去甚远。

对于在一楼入驻的重奢、
轻奢集合店“亿奢汇”，记者与
国内奥莱界资深人士求证，与
麦迪逊公司没有股东关联关
系。

爱女外嫁
“虎爹”自顾不暇

连续3年巨亏的大商金博
大店，希望通过“联姻”借助外
力达到自救、转型的意图十分
明显。如果河南麦迪逊及其母
公司在下一步不能充分展示其
奥莱供应商的实力，在品牌质
量及丰富度上取得长足进展，
仅依靠现有的品牌盈利能力来
支撑高租金、高负债，大商金博
大店的处境不可能有所改善，
这次“联姻”就失去了意义。

河南商业圈一资深人士认
为，城市奥莱项目毛利率低，想
运营好需要具备四大条件：一
是低租金，二是雄厚资金，三是
品牌资源，四是成熟团队。目
前，金博大店租金1.3亿多，年
运营成本接近1.9亿元，按奥

莱的常规毛利率推算，年销售
额至少要达到16亿才能维持
盈亏平衡。“高租金、低毛利”，
这就是金博大店现在的处境，
就目前状况来看，与联姻之初
的愿景有不小的差距，金博大
转型之路尚远。

金博大，曾经的河南商业
名花。

2006年4月20日，金博大
商场3年期租赁经营权公开拍
卖。最终以4.21亿元的当时
天价，被“东北虎”大商集团纳
入麾下。大商集团得以进入二
七核心商圈，开始中原扩张之
旅。

历时九年，像富豪表行、周
大福等一批优秀品牌供应商紧
跟大商郑州地区集团的脚步开
疆扩土，大商郑州集团以11城
34店的阵容、120亿的年营业
额进入全国“百亿俱乐部”，与
河南本土商业大鳄丹尼斯双峰
并峙，占据河南商业近半壁江
山。

2016年，金博大的经营急
转直下。此后三年，大商金博
大店的财报显示，净利润分别
为 -1.05 亿 元 、-1.17 亿
元、-1.44亿元。这才不得不
借助外力输血自救。

出问题的还不止金博大一
店！

大商中原新城店、大商紫
荆山百货店，频现品牌撤柜，大
商中原新城店2016年被爆净
利润亏损46909304.45元。

2016年3月，大商郑州嵩
山路店发生闭店风波，因拖欠
租金及相关费用超过3个月，
物业方宣布解除双方租赁合
同；

2017年1月，大商新玛特
洛阳总店突然关店，与业主和
商户矛盾重重；

同年，开封千盛、新乡新玛
特千盛店闭店；

2018年，大商超市绿城广
场店，在租赁合同未到期的情
况下闭店；

2019年9月，大商千盛生
活广场富田店因与业主纠纷关
店数日；

就连大商引以为傲的盈利
支柱——郑州国贸总店，也面
临品牌资源匮乏、盈利上涨乏
力。大商新玛特国贸总店也因
拖欠租金，被业主起诉。大河
商业获悉，目前仲裁已有结果，

大商败诉，裁决书已经下达。
金博大的窘态并非大商个

例，其兄弟姊妹们病状相似，皆
因大商郑州地区集团陆续出现
系统性经营风险：高管流失、品
牌撤柜、接连关店、拖欠租金、
与各利益方关系紧张……

大商郑州地区集团内忧外
患，自顾不暇，急需借助外力分
担压力转型脱困，这直接导致
金博大不得已“再嫁”麦迪逊。

风光不再
“东北虎”何落平阳？

一家店出现问题可归因于
特定因素，多家店连出状况，问
题可能出在上面。如今看来，
大商郑州地区集团的转折点可
能源自2015年的那场“大手
术”。

2015年7月24日，大商集
团以郑州地区集团业绩指标未
达预期，对郑州集团动了“大手
术”，包括大商郑州地区集团一
把手在内的核心高层，遭遇总
部大换血：多名本地高管，被总
部调职；从总部“空降”5位资深
高管，全面接手郑州业务……

“手术”的目的是治病，但
这次手术显然未能达到预期的

“疗效”，还失去了原有的优势。
此前，原大商郑州地区集

团管理团队带给大商的资源优
势有：一套“亲和、务实、共赢”
的运营生态系统，品牌供应商
的信赖和支持，聚集了丰厚的
品牌资源；自建商学院，通过系
统的培训、轮训，培养了大批商
业运营人才，被誉为业界“皇甫
军校”；为集团签下了大商国贸
总店、大商千盛富田太阳城店、
嵩山路店等多个低租金商业项
目，有的店租金低至转手做二
房东就有丰厚的利润；金博大
二期的筹备、北区商业项目的
前期规划，为集团蓄积了后续
发展的动力……

在仓促的“手术”之下，这
些优势均已慢慢消失。大商原
高管、店总、基层员工大面积流
失，三年内中层以上人员离职
百余人，现留任人员屈指可数；

大商的“空降团队”水土不服，与
品牌方和业主的关系不融洽，导
致品牌撤柜、矛盾频发；就连原
本被业界寄予厚望的、金博大二
期项目等也纷纷搁浅……

如今，金博大、大商，不但
与昔日同台起舞的丹尼斯无法
相提并论，就连晚于其进入中
原市场的万达郑州区域集团，
也差距甚远。

近两年，河南商业界热点
项目频现。丹尼斯大卫城“一
城独大”自不待言；万达也在河
南各省辖市集齐了“七龙珠”，

“十三太保”呼之欲出；本土新
秀新田，也培育出“四小龙”；相
继从大商离职的高管们担纲的
优悠PARK、永威木色、万锦·
盛华里、朗悦公园茂、商丘恒丰
购物公园等商业项目亮点频
出。

随着正弘城、建业凯旋的
开业，花园路商圈格局重塑，作
为大商郑州地区集团盈利支撑
的大商新玛特国贸总店，后期
运营难度将进一步加剧。

众多优秀商业项目的进
场，进一步挤压了弱势商业项
目的生存空间。商业的赛场
上，别人不可能因为你跑得慢
而停下来等你。

针对大商所面临的问题，
商界一资深人士评论说：“人才
的成长是需要交学费的，不过
大商的学费交得有点贵！”

对于大商郑州头牌金博大
的这次“联姻”，这位资深人士
认为：“联姻换血”难以治本，完
善自身造血功能才是正解。大
商郑州地区集团如何重塑自身
的运营生态系统，加强团队的
凝聚力、品牌商的信任感、业主
方的支持度、优秀人才的吸引
力，是当前大商郑州地区集团
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另一位业内资深操盘手
说：“一支熟悉本土商业运营环
境，且具有强大的资源变现能
力的专业运营团队，是一个项
目成功的关键。”

这些建议，既是河南商业
人士对金博大的期许，更对大
商郑州集团不无借鉴意义。

大商“联姻”麦迪逊，金博大店转型城市奥莱

强势入驻中原的“东北虎”，
何以“公主”外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袁婷婷

11月29日，新更名为大商·麦迪逊城市奥特莱斯金博大店的原大商新玛特金博大店，
以“3天3夜购物不停歇”营销活动拉开“新店”开业大幕，引来业内业外诸多关注。这种关
注，既有对“金博大”这一河南商业名门闺秀多年来的深厚感情，也有对其转型试水“城市
奥莱”的良好期待。

那么，这次金博大的转型胜算几许？大商与麦迪逊两大商业豪门的“联姻”前景如
何？大河商业对此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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