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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首发“城市砖”，在二手交易平台售价290元；一家城市级别旗舰店，开业三天蝉联同品牌亚太区的销售No.1；一个集

齐奢侈品首店的购物中心，成为同行争相模仿学习的对象——首店，是商业中人人想要摘取的“明珠”，但首战告捷之后能否继

续首屈一指？首店品牌在迭代中如何爆红且长红？首店经济又将如何影响城市商业发展格局？

岁末年首，南京新百、水游城等多家商场迎来首店开业。南京是率先发布首店经济扶持政策的城市，记者深

入各大商圈，寻访企业掌门人、招商团队以及品牌运营者，还原首店背后的商业逻辑。

商场翘首以盼、政府积极扶持——

大城市争抢“首店”的经济逻辑

引入点都德、一条、西西弗等众多品牌江苏首店的环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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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百接连两
家首店开业，门口
排起长龙

在 ONLY WRITE
南京首店内挑选、购买商
品的消费者

“150元收南京乐高开业砖！”12月20日，老家南京、
现在北京工作的如山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忙着收集“城市
砖”，同平台上，该砖已经炒到290元。在他一本黑皮名
片夹中，收集了各地乐高“城市砖”50多张。

南京“城市砖”长方形、大小与常见铭牌等同，白色底
板上印着“南京开业纪念”等字样，每块“城市砖”独立包
装，且有独一无二的编号。12月19日，新百乐高首家临
街店开业时，只要消费满388元可领取一块“城市砖”，因
一座城市仅发一次，全球限量1000块，几小时便售罄。

乐高南京新百店开业当天，北京五彩城店同天开业、
首发“城市砖”。于是，如山自己在北京排队，让父母在南
京排队，兵分两路抢“城市砖”。“爸妈住在三牌楼那边，想
着坐地铁1号线过去也不是很远，就拜托他们去了。哪知
道当天人太多了，爸妈加姐姐三个人全家出动，在店外排
了半天队，都没抢到。因为这件事，爸爸血压升高，姐姐
把我微信拉黑了。”如山无奈道。

如山在网上苦苦收集南京“城市砖”的这一天，乐高
新百店的隔壁门前也排起了长龙。在南京读书的95后学
生杨凌也经受着难熬的等待。

“今天跟女朋友出来约会，谁知道她看朋友圈，有小
姐妹说这里新开了一家美妆店，南京首家，优惠力度非常
大，就要我陪她来看看。”杨凌说，看到门口近50米长的队
伍，女朋友还一定要进去逛，他内心是“崩溃”的，排了半
个小时了，队伍才往前挪了一点点。

杨凌说的这家美妆店，正是新百近期开业的另一家
首店——美妆集合店ONLY WRITE（独写）南京首店。
南京新百股份有限公司中心店副总经理薛源介绍，年底
前，新百街边将连开四家首店，除上述两家店，另两家是
江苏首家Tims咖啡、南京首家城市级别喜茶旗舰店。

无论是家喻户晓的乐高，还是少有耳闻的独写，从两
家首店开业盛况不难看出，首店正成为商业零售的“顶
流”。

“这是供给侧业态创新与需求侧消费升级精准匹配
的结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吕永刚认为，
就供给侧而言，“首店”是一个区域原先市场上所没有的，
具有独特性、稀缺性创新业态；就需求侧而言，伴随消费
升级，差异化、个性化消费成为潮流，追逐新潮、新品、新
鲜体验，成为消费者特别是年轻消费者偏好。“首店”恰恰
以业态创新满足了消费者追新心理，可谓高度匹配，成为
商业零售“顶流”也在情理之中。

当首店成为顶流，有希望成为区域内首店的品牌，就
成了商业综合体眼中的“香饽饽”。

“为了等待点都德一个确定的回复，我们等了有小半
年。”南京环宇城经营中心总监朱晓翼说，十几年前的百
货商场可以说是“躺着赚钱”，但在2015年之后，商场的
压力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争取首店是一件很不容
易的事情。点都德引入上海后连续排队几个月，在得知
点都德入驻华东地区的第二站是江苏后，多个甲方竞相
沟通。“在招商过程中，我们很多店铺位置还在出租，想要
和品牌的开业时间完全对应，只能与正租着的品牌做一
些短期合作，利用短期合作来争取真正想要的品牌，这也
是一个诚意的表现。”

此外，首店之所以能够成为“顶流”离不开品牌价值
与区域价值的叠加。吕永刚认为，能被称为“首店”的往
往都是已经具有高知名度的业界品牌，而具有品牌光环
的“首店”进入某一区域市场，本身就是对该区域消费能
力的认可与期许。

新百优衣库是江苏唯一一家城市级别旗舰店，去年11
月29日开业，开业前三天就突破500万元销售额，每天都蝉
联整个亚太区销售NO.1。虽然面积放在整个亚太区并不是
最大的，但因地理位置好，同店铺产生一种叠加效应。

那么首店的带动作用有多大呢？朱晓翼表示，点都德
在去年8月底开业，去年9月和10月环宇城全馆业绩同比
提升50%-60%，除去点都德之外，商场内服装店铺业绩同
比上涨20%-30%。乐高新百店相关负责人尤嘉新介绍，
新百乐高开业当天，客流大约达到了1万多人次，而正常情
况下，南京地区一般店铺的周客流在2000-3000人次。

顶流
全家出动只为“一块砖”

何谓首店？尽管新百乐高授权专卖店
是新街口商圈第一家临街店，但乐高在南京
共有8家门店，新街口之外，还分布江北弘
阳、江宁景枫、河西华采、仙林金鹰等商场。
不少人疑惑：很多品牌在南京已有店铺，如
今再落户一家不同于以往类型的店，属于首
店吗？在自家楼下开家独一无二的麻辣烫
店是本土品牌首店吗？

“在企业宣传上，可能都是首店，但落实
到政策上，要量化和具体化。”南京市商务局
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苏炜说，要认定为首
店，至少需要具备行业代表性、影响力和市
场接受度高，“如果行业内部都不认可，那这
家首店是否有意义呢？”其次，首店在销售额
等方面也需要进一步量化，这些各个城市正
在不断探索。

目前，北京、上海、南京、成都、长沙、福
州等多个城市相继出台首店经济扶持政策，
但各个城市之间还未形成一个共通的认定方
案。其中，南京市首店政策明确：对在南京市
注册独立法人并纳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
计，开设亚洲首店（旗舰店）、中国（内地）首店
（旗舰店）、华东首店、江苏首店的品牌企业予
以相应比例的租金扶持；对大型商业企业引
进品牌首店予以奖励；对经济发展、社零总额
带动性强的品牌首店予以奖励等。

然而，在认定过程中主要的争议集中于
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店铺入驻某一地区能
否称之为首店。目前认定主要集中于区域
型首店如华东首店、江苏首店，随着商业企

业自身的转型升级，涌现出甄选店、概念店
和主题店等不同类型的首店。

“阿迪达斯在南京最高级别的店铺只有
两家，拥有椰子鞋的首发权。对于阿迪、耐
克品牌而言，全国可能有上百家不同的店
铺，需要从面积、品类、首发款等来区分店铺
等级和类型，这是做好客户圈层的一种有效
方式，在未来也会渐渐成为一种趋势。”德基
广场总经理吴铁民说，首店我们只是定义为

“首次入驻”，对商业合作来讲，这只是一个
开始。新品首发是取决于品牌是否将最好
的资源放在你的商场，客户基础好、新店转
化率高的店铺常作为新品首发店，因为首发
承担着产品宣传和示范效应。

最先提出“首店经济”的上海，今年以来
提出“首发经济”，打造“全球新品首发地”。
苏炜表示，从首店走向首发、首秀，是对首店
经济的一次深入认识。其实只要全球新品首
发在这个城市，品牌的热度将会持续不断上
升。“品牌的入驻对城市商业的发展影响有多
大，还是要看未来的投入有多少，所以未来发
展首店经济我们也会考虑店铺的新品率等。”

在吕永刚看来，这些现象背后的逻辑是
我国作为大国经济体的庞大市场优势开始
显现，特别是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的市场消
费力加速崛起，推动首店经济向首发经济转
型，让其影响力迅速超越特定店面而向区域
市场渗透；而数字经济、线上经济的崛起，让
首店作为体验店、示范店的价值凸显，成为
线上消费的导流入口。

认定
不是所有第一都叫“首店”

“现在去哪里逛都差不多，品牌都一
样。”正如一名消费者的感叹，优衣库、
H&M等国际知名时尚快消服装品牌，兰
蔻、资生堂等化妆品大牌已逐渐成为各大
商业综合体的“标配”。以雅诗兰黛专柜为
例，在新街口地区就有4家，分别分布在中
央、大洋、金鹰和德基。在商业集聚度高的
地区，避免商场“千店一面”，“首店”成为探
索差异化发展的“敲门砖”。

“从商业发展的态势来讲，未来商场的
调整，绝大部分引进的都是首店，而不是更
多的连锁化的店铺。”吴铁民直言，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顾客对于消费的需求已经
不仅仅满足于购买商品，更在意的是品类
时尚度、生活方式乃至价值文化等方面的
东西。“购物中心同样遵循‘二八原则’，例
如羽绒服店，不需要二三十家，我们只需要
最具代表性的两三家。这样的品牌不仅能
够带动整个品类在行业的时尚性，同时又
能做好消费引领和顾客体验，未来商业的
发展是以质量取胜。”

“德基广场一楼二楼引进的国际奢侈品
基本上都是江苏首店。但我们不只做奢侈
品，奢侈品更多的是代表德基的定位，给客
人带来一种高品质的消费体验。”吴铁民说，
同时德基也在做各种配套，来延展价格、客
群、年龄层等，实现客流的保障。“对德基来
讲，首先看中的是品牌的潜力，业务团队在
招商过程中需要判断品牌的产品形象、产品

竞争力等。”德基在几乎集齐了市场高端奢侈品
之后，为了迎合消费者消费心理行为的递进改
变，转型走Lifestyle（生活方式）路线。

深谙年轻人心理的新百对网红品牌首店
自有一套“打法”。“网红店铺会爆红，但是我们
不仅仅需要它爆红，还需要它长红，所以我们
选择网红品牌的头部品牌，这对年轻客流有非
常好的拉动。”薛源表示，算下来，平均一个南
京人一年要逛三次新百，通过分析新百会员系
统发现，80后的消费者大概占整体消费者的
70%。“年轻人喜欢‘种草’（推荐分享）和‘拔
草’（不再购买），通过网红品牌首店的引入可
以完成‘拉新’，接下来的品牌组合实现消费者
的复购，最后通过深度经营实现‘裂变’。‘拉
新-复购-裂变’这样的‘铁三角’让年轻人成
为我们的忠实消费者。”

“中华第一商圈声名在外，网红店铺可以玩
转，但这样的模式不一定适合所有购物中心。”
朱晓翼表示，在一个品牌爆火的阶段往往会有
开店计划，但招商团队会评判这个品牌是否适
合自己。“如果市场有什么商场就引进什么，那
就只能做成一副扑克牌，没有自身的特色。当
放弃了某些品牌时，眼光自然会聚焦到究竟想
要什么，对于品类的挖掘会越来越深，挖掘到平
时不太注意的信息。”对此，环宇城提出“趣享家
庭时光”“品质生活新主场”的定位，从已引进江
苏首店中也可窥见一二，无论是华润万家旗下
Blt精品超市、西西弗书店、“一条”生活馆还
是点都德，都是与家庭生活相关的品牌。

竞争
不仅要“爆红”更要谋“长红”

南京新街口地铁站，24个出入口，让消费者
抵达不同的购物中心。作为中华第一商圈，其购
物中心聚集程度远超其他商圈，是一家品牌入驻
南京时首要考虑之地。然而，最终能否落地却是
多方面因素。

品牌入驻，不仅是落在这个城市，它需要落在
一个点上，需要落在某个商业载体上。南京索尼
产品专卖店店长张珍介绍，当时考虑到各类因素，
首先是有没有合适的商圈，其次是店铺的面积大
小，我们店铺面积需要在500-600平方米。各个
方面都需要契合，最终选择了将江苏首店落户在
紧邻夫子庙步行街的水游城一楼。

在南京，越来越多的商业载体正在建设和转
型升级。“水游城的改造，中华第一商圈的提档升
级，夫子庙步行街打造为全国示范步行街、河西国
金中心（IFC）等项目的推进，都是在筑巢引凤，让
更多品牌入驻。”苏炜说。今年第四季度，南京迎
来商业综合体开业高峰，雨花吾悦广场、喜马拉雅
购物中心相继开业。

《南京市商业网点规划（2016-2030年）》显
示，南京将建成4个一级商业中心，新街口属于国
际型，江北、河西和城南为都市型；计划打造“游购
娱餐住行”为一体的16处特色商业街，包括夫子
庙特色街区、湖南路商业街、门东—门西文化休闲
街区等。与此同时，随着交通设施的建成完工，南
京商业载体正在一一被串联起来，同时也将辐射
更远的范围。

在商业载体建设之际，寻找和培育独一无二
的品牌成为难题。没有商业载体的品牌难以落
地，没有品牌的商业载体只能成为空壳，两者正是
一对CP（搭档）。

“一个好的购物中心品牌调整率每年应该不
低于30%-40%，明年我们可能要超过50%。”吴
铁民向记者感叹，现在品牌签约周期越来越短，以
前和麦当劳等品牌一签就是10年，如今每个品牌
签约期是2-3年。“现在德基想引进，但暂时还没
引进来的品牌，数都数不出2-3个。当你的标准
高于市场标准时，所有品牌都会觉得进驻这个商
场就是行业标准。首店，正是一个代表性的东西，
它有行业引领或者行业示范的作用，它的产品竞
争力和价值观能不能更好地满足未来消费的需
求，是商业竞争背后的逻辑。”

对本土首店品牌的培育成为多地的新目标。
记者了解到，南京大牌档，是江苏成功向外输出的
品牌，已先后入驻上海、杭州、武汉等地，简单优雅
的木制装修、地道美味的南京本土小吃，在各地好
评如潮。扎根长沙的新式茶饮品牌“茶颜悦色”成
为众多消费者前去旅游打卡的重要原因。不难发
现，像南京大牌档、点都德这类本土品牌，都带有
浓郁地方特色。

“华东地区是我国消费能力最强、市场一体化
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既有容纳首店经济、首发经
济的市场基础，也有大力发展首店经济、首发经济
的内在需求。”吕永刚表示，对于南京而言，引入、
培育首店经济、首发经济，是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的战略。为此，南京需要持续做强新街口、夫子
庙、百家湖、河西、江北等核心商圈，加强业态创
新、提升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区域消费中心度、
首位度。同时，深入挖掘
南京和江苏的特色元素，
鼓励培育本土品牌，促进
本土首店加速涌现。

本报记者 丁茜茜
洪 叶文/摄

突围
让载体建设
与品牌培育“美美与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