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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ETS 的中文直译。其
真实原意是，“出口、出路、下
水道”。在零售商业中，它专
指由销售名牌过季、下架、断
码商品的商店组成的购物中
心，也被称为“品牌直销购物
中心”。奥特莱斯最早就是

“工厂直销店”专门处理工厂
尾货。后来逐渐汇集，慢慢形
成类似Shopping Mall的大型
奥特莱斯购物中心，并逐渐发
展成为一个独立的零售业
态。这一业态吸引顾客有三
样法宝：驰名世界的品牌、难
以想象的低价、方便舒适的氛
围。

在杉井奥莱完工前，丹尼斯7天地斜地里杀出，变身“城市奥莱”，争的是品牌商资源

丹尼斯要抢郑州“奥莱”第一炮
□本报记者 杨霄 文 李文波 摄影

核心提示 4月11日，丹尼斯官方向本报确认，该公司旗下7天地下辖的8万平方米物业，正在改造为“城市奥特莱斯（以下简称奥莱）”，并
有望在今年6月拿出首期项目。这将是河南第二次出现奥莱。当然，在杉井奥莱完工前抢先“卡位”，清晰诠释了丹尼斯的态度：不希望苦心经
营的“河南防线”存有裂口。但在传统市场“池水露底”的新生态下，考验丹尼斯的不仅是在新业态的补位效率，更是其由“大房东转型平台商”
的思维变革力、驾驭力和真实态度。

丹尼斯杀向城市奥莱“卡位”杉井动机明确

一切悄然而迅速。
4月11日，一张“奥莱天

地”的大海报，遮住了丹尼斯5
天地（7天地下辖物业之一）入
口。如果不是这里封场停业，
或无人留意丹尼斯正在酝酿的
新动作。

有意思的是，开发奥莱，在
国内任何城市、任何时段，似乎
都该是热闹话题。更何况，它
在河南市场缺位。反倒是5天
地的“变阵”声势，与这家本土
零售霸主的声望，与商企一贯
营销套路格格不入。

丹尼斯究竟想做什么？
“4+5天地下辖8万平方

米的物业，正在向‘城市奥莱’
业态改造。”丹尼斯·奥莱天地
招商部负责人卢伟解释，这是
该公司在去年 9月所做的决
定。其计划在今年6月份，由4
天地推出首期奥莱项目。而当
日，恰好是4天地签约商户的
首个进场装修日。

奥特莱斯源于美国，作为
一种传统零售业态入华已13
载。简单理解，这是个高级尾
货大型购物中心，名牌＋折扣
构成了它的基本业态要素。

在全球市场上，奥特莱斯
的主流呈现方式为远郊奥莱与
城市奥莱两种。远郊奥莱，以
上海青浦、京津佛罗伦萨为典
型。去年刚刚签约进驻郑州中
牟县的杉井奥莱，也是其一；而
城市奥莱，则以沈阳兴隆奥莱、
南京金鹰奥莱为典型。当然，
曾在郑州只有昙花一现的康
城·奥莱，也应属这种类型。

2012年9月，由宝龙置地
投资的康城·奥莱开张不足两
年，歇了。此前，该店空铺率之
高、品牌结构之杂、商品内容之
缺，留给市场对“中原首家奥
莱”足够的坏印象。时至今日，
奥特莱斯留给河南的只有讥
讽。

那么，丹尼斯能拿出什
么？更何况，它与倒下的康城·
奥莱相距不足2公里。

“丹尼斯的主业是零售，不
是地产。我们有4000多个供
应商，300万个会员。”卢伟的
解释，既为区别与前者的投资
动机，也是表达丹尼斯作为零
售霸主对市场的号召力。

依其逻辑，与丹尼斯在全
省20家百货店合作的品牌商，
奥特莱斯项目为它们找到了尾
货出口。于是，该项目将被嵌
入300个品牌，并对市场提供
商品折扣。

丹尼斯奥莱与正在建设中
的杉井奥莱有何区别？

丹尼斯官方对此仅表述
为，区位与服务功能的差异。

“依托于郑州市，提供近距离的
大型折扣购物中心。当然，也
将充分利用郑东新区的高铁、
地铁、临近高速口优势，就此吸
引全省客源。”

从丹尼斯的表述上不难看
出，它与杉井奥莱在经营内容、
目标客源上根本没区别。不妨
猜测，它是利用其既有物业，希
冀在杉井奥莱完工前完成卡
位。

就如，丹尼斯是在去年9
月决定切入奥莱，而杉井奥莱
的奠基时间则是在此前的 8
月。这会不会太过巧合？

毋庸置疑，在商业竞争市
场上，时间效率对品牌招商、商
家在市场的首位度，是关键性
竞争筹码。

某品牌商提醒道，奥特莱
斯这种尾货“下水道”，决定了
它的数量绝不可与传统百货或
超市等其他业态相提并论。“郑
州这种消费力的城市，有一个
奥莱‘试水’就够了。谁还能为
了撑住奥莱店天天甩货？岂不
是品牌‘作死’的节奏？”

7天地“变形”的背后 是丹尼斯增长承压

奥莱在河南市场的缺位，
无疑是“后进者”的催化剂。但
对丹尼斯而言，或有潜藏于心
的根本诉求：老大苦心经营的

“河南防线”容不得裂口。
因为不同于大商、王府井

等寡头10余年纵横四海、跑马
圈地，丹尼斯选择了“区域为
王”战略。在河南，全业态、全
品类、全客层是它的核心战术，
横贯购物中心、百货、超市、便
利店以及商业地产。

尤其在当前，整体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网购消费空前活
跃、“三公”消费刹车等种种趋
势，无不印证丹尼斯旗下各业
态协同“混凝土战术”获胜。

但这并不意味着丹尼斯
“横向通吃”的逻辑无懈可击。
就如，改造前的4天地、5天地，
是丹尼斯试水家居零售业的载
体，以建材、家具、家居为主
项。岂料，地产业历经数年来
N次限购调控，关联行业必受
冲击。即便自有物业存有优
势，“行业新秀”丹尼斯仍旧未
经得起风浪。

“4天地、5天地改造前经
营亏损，是大概率。”某知情人
士透露，2010年，受某种非正

常市场力量影响，丹尼斯提前
启动7天地开业。但也可以说，
丹尼斯涉足家居零售，是为7天
地“补天窗”。

7天地“变阵”的因果关系
或为复杂，但从宏观角度看，消
费市场生态气候的骤变对丹尼
斯全体系形成耗杀之势，才更
真实、具体。

如在上年，全国百货业集
体进入下滑通道。在京津冀、
长三角、四川，不乏百盛、玛莎、
劝业场、太平洋撤场。而除租
金、人工等要素成本持续上升
外，品牌商取消开店计划，很多
鞋服类供应商库存量稳居60%
的高位，这些都是市场下行的
清晰信号。

某男装品牌商河南省代透
露，部分男装品牌已不是库存
的问题，而是关乎市场生死。

“品牌商库存承压、自家
‘空地’（4、5天地）需盘活、消费
市场需求正在变轨”，倒逼以
传统业态套路见长的丹尼斯需
破解新的利润增长点方可疏
困。

而此时，杉井奥莱的出现，
则意味着这一“假想敌”很可能
由新兴业态撕开“防线”缺口。

更重要的是，它或为丹尼斯送
来了一个极好的题材。

“在传统零售阵营中，只有
超大型购物中心、便利店、奥特
莱斯三种业态，仍旧保持业绩
增长。”卢伟的话印证了这种猜
测。

由此，梳理丹尼斯涉水城
市奥莱整条逻辑链：传统消费
市场疲软、供应商库存加大，是
环境因素；4、5天地的“空盘”，
是条件因素；杉井奥莱等掀起
河南新一轮奥莱投资热，是刺
激因素。

从表象看，三项因素的综
合作用力，是推动“高大上+豪
精尖”的丹尼斯百货拓展业态
结构，但其实，它是在“自我修
复”吸引客流的姿态，乃至是试
探新型的盈利模式。

“传统商企与电商的本质
是一样，都是通过向品牌商输
出流量变现（客流）获利。未
来，丹尼斯会由房东角色全速
向平台商转型，改变既有的联
营模式将是主攻方向。”丹尼斯
百货事业部部长薄涛在今年一
次公开场合的发言，已清晰诠
释了该公司的变局方向。

郑州能容几家奥莱 丹尼斯面临考验

河南正在开启一轮奥莱投
资热，并且前所未有。

除前文提到的杉井奥莱
外，郑州至少还有四五家投资
商正在运筹他们的鸿篇巨制。
如经济技术开发区世贸·奥特
莱斯、航空港区裕鸿世界港、惠
济区天河商业奥特莱斯综合体
项目、二七区的新田城·洞林
湖。最具震撼力的，当数登封
市在去年8月公布的芭蕾雨·奥
特莱斯规划案，6000亩起步，
商业物业面积103万平方米，
相当于10个金博大城。

有意思的是，反观奥莱的
发源地美国，最大的 Wood-
bury Commons Outlets 面
积不超过8万平方米，而且，还
是在历经几十年共5期的扩建
后所得出的最终结果。

那么问题来了，货从哪里
来？

而两年前，业界对“康城·
奥莱之死”的结论是，杂乱的物
业产权、差强人意的品牌结构、
极不稳定的货源供应，决定了
它从出生那一刻就是“标题
党”。

足见，货源供应是决定奥
莱生死的第一道屏障。而在
2008年～2012年，伴随全国奥

莱投资热的并生现象，是奥莱
速死潮。

“有些奥莱项目为了吸引
消费者，只能自己去购买GU-
CCI等品牌来充门面。”RET睿
意德执行董事张家鹏称，货源
的明显缺乏，导致部分奥特莱
斯不得不走上“作假”的道路，
最后沦落为杂牌货的存货处理
场。

事实上，面对奥特莱斯这
种非常专业的零售业态，也极
为考验丹尼斯的驾驭能力。

一家已签约进场的供应商
称，期待丹尼斯对奥莱项目拿
出真实的态度，做出一些“牺
牲”，引入国际一线奢侈品入
场。

“丹尼斯虽拥有4000多个
供应商，有市场份额对品牌商
占有相对优势，但国际一线大
牌却未必这么看。”省内某商业
咨询管理公司负责人认为，国
际一线大牌视河南等内陆省份
市场为“鱼肉”，要以正价商品
标榜品牌尊贵。而在经济发达
省份，却因出境消费狂热、灰色
代购系统发达，导致其门店交
易量下降，反而需要集合国内
库存挽留顾客或拼赢业绩指
标。

货源问题是生死线，客源
问题同样是奥特莱斯落地的瓶
颈。客源与货源的正向成长关
系，在奥特莱斯业态体现得更
为淋漓尽致。

如国内某零售集团高管向
记者透露，两年前，该公司曾对
某省会城市周边开发奥莱项目
进行推算。其结果是，如不获
得政策补贴或开发住宅产品，
纯郊区奥莱项目的投资运营收
益结果是负数。“距主城区20
公里外，即决定了这种项目从
周一至周四都是缺客期。即便
是周末，仅靠多几家特色餐厅
或游乐场，并不足以产生足够
的吸引力。”

相较前者，丹尼斯选择了
“城市奥莱”的题材，利用4、5
天地项目落座主城区似乎是幸
运的。但新的问题来了，当一
家常年超级折扣的购物中心距
离同集团旗下两家主力百货店
（人民店、花园店）5公里，这会
使它发生体系内“自残”吗？

“在‘互联网+’持续渗透零
售业，做何种业态、玩什么商品
内容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
传统零售商如何破解客源老龄
化。”尼尔森大中华区总裁严旋
称，根据该公司调查，泛90后
人口规模占总比例的17%，2.3
亿人，2012年他们对全国消费
贡献是15%，到2020年销售贡
献会达到35%。

正因如此，严旋认为，传统
零售商寄望于将奥特莱斯做成

“引流器”，为其持续培养出忠
实的客源，那就必须认知他们
的购物特点。“你的项目是不是
足够好玩、有趣，是不是能契合
他们的需求标签，这关系到市
场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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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剑指城市奥特莱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