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家汇数码城销售额下滑明年转型？
区商务委：“ 还没有到公布的时候”
记者调查：电商冲击租金又高，数码城遇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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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谈出路

本报讯 记者 俞韡岭 1998年开
业的百脑汇一期（ 美罗店）、太平洋
数码一期；2001年开业的太平洋数码
二期；2009年新增的百脑汇二期（ 徐
汇店），这四家数码商场构成的徐家
汇数码城，在沪上可谓家喻户晓。但
记者在近日采访中获悉，有关部门正
在商讨徐家汇数码城的转型方案，很
有可能在明年中期推出。尽管徐汇区
商委回应本报此事尚未到公布的时
候，但记者调查发现，受到电商崛起、
租金上涨、提成减少等因素影响，如
今数码城的生意下滑明显。

在徐家汇数码城某商场管理部
经理的眼中，以上“ F4”为徐家汇商
圈贡献了极大的经济与眼球效力。但
因自2010年以来PC市场效益零增长、
甚至是负增长的缘故，该经理从“ 上
头”听闻到数码城要转型的消息。

“ 百脑汇一期、太平洋数码二期
转型⋯⋯是有这个事情，但公司和区
里还在商谈当中，怎么个转法我不清
楚，到底是全部转、部分转还是转成
其他业态，目前尚无定论。”当被问
到两家商场转型原因时，经理坦言

“ 总归是生意不好咯”。
一位知情人士也给了记者类似

的答复：“ 考虑到徐家汇或者不需要
那么多同类型的商场，也考虑到近两
年来相关投诉量的增多，这个（ 转型
商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主要是想
将百脑汇一期进行缩水，将太平洋二
期转个业态，可能明年年中吧。”该
人士进一步说，百脑汇一期的物业归
美罗城管理，因此很可能将百脑汇一
期2楼、3楼耗材、网络、配件产品各店
铺慢慢地一层层收回来。至于太平洋
数码二期则不排除引入一些非数码
品牌入驻，但最终如何转业态“ 还要
听领导的意思”。

不过，当记者向徐汇区商务委求
证时，对方略显谨慎。徐汇区商务委
商业科副科长杨海晔告诉记者：“ 我
们并不掌握数码城的营业额，因此不
清楚是否业绩下降。此外你说的转型
的事还没有到公布的时候。”

》记者看现状

太平洋二期五楼
仅剩一家店

美罗城三楼有较长一块空间用
粉红色的幕布围起，一位在徐家汇数
码城从业5年的卖家告诉记者，这些被
红色幕布围起的地段正是属于百脑汇
一期（ 美罗店）。这个自1998年就开张
营业的老牌IT城在这位卖家眼里“ 早
就在走下坡路”。她有些悲观地表示：

“ 百脑汇一期已不再是这里的主角，
你来美罗城难道还为了买电脑？”

和百脑汇一期（ 美罗店）不同，
太平洋数码二期可谓“ 全景式”数码
商场，1楼到4楼灯火通明，有相当多
的IT产品在售，但当记者乘坐直达电
梯来到5楼“ 笔记本大卖场”，一块写
有“ 商场转型、敬请期待”的字样的
大幅幕布映入眼帘，原本应该是店铺
的位置大多被铁帘门所代替。整个5
楼，除了一家还在营业的店铺外，记
者只看到一个商场管理部的办公室
和男女卫生间。

“ 就我们一家在这里，消费者估
计也不经常来，生意能好到哪去？”
正在营业的店铺销售人员点了根烟
叹息道。而在记者待在5楼的近半小
时内，也没看到有前来咨询产品的消
费者。

上海市商务发展研究中心首席
研究员齐晓斋对徐家汇数码城要转
型一事略知一二，“ 需要考虑到很多
方面，所以一直在商谈中”。

齐晓斋觉得，一般实体店在“ 对
抗”电商时的优势，具体到徐家汇数
码城后基本消失殆尽。“ 电商和实体
店完全可以并存，因为实体店的特

长恰恰是电商所不具备的，比如老
牌子的良好信誉、实体店丰富的经
营经验、巨大的体验优势。但目前来
看（ 徐家汇数码城）好像不具备以
上这些优势。”此外他表示，数码产
品特殊的“ 规格化”让电商原本在
产品描述模糊不清的劣势也不复存
在，“ 所以（ 实体店）只有转型了”。

齐晓斋建议道，徐家汇数码城
首先要重新建立良好的信誉，在此
基础上还要考虑到与电商错位竞
争、与周边环境错位竞争。“ 实体店
数码产品相较于电商的优势在哪
儿？如果引进餐饮品牌，和周边大型
商场的区别点又在哪？这些都需要
去考虑”。

11月16日，周五，雨，或许是受
到天气及工作日的双重影响，记者
在徐家汇4家数码城发现，大多数商
铺均处于销售比客人多的状态：小
柜台两三个服务员不断用视线搜索

“ 目标”。面积较大的商铺里，也只
有一两位在努力吆喝，剩下的销售
就在聊天。

数码城内一家计算机科技有限
公司的销售总监许明（ 化名）坦言，
受到电商冲击，店商生意难做，利润
空间被压缩。“ 如果现在还有人和我
说数码产品是暴利行业，我就给他
跪下了！”

记者了解到，许明所在的科技
有限公司在四家数码城有超过10家

的大小店铺，2007年入驻徐家汇以
后，销售额曾稳步上升，但从2010年
起，网购普及度飙升、团购进入“ 青
春期”成长后，实体店的销售量就在
下跌。“ 目前公司约30平方米的大商
铺一天能卖到两位数的产品已属老
天开眼，与2007年至2010年同期相
比却不可同日而语。”

言谈间，许明接到了上级领导
的电话，他被督促要增加环场监督
的力度，督促销售人员好好干活。

“ 没办法，11月份本来就是销售淡
季，平均下来大一点的商铺每天也
就只能卖到四五台。实话告诉你，
这个礼拜我们公司基本上每个商
铺都出现过‘ 白板’，有些商铺连

着 两 天 没 有 卖 掉 哪 怕 是 一 个 配
件！”

对这些冰冷的现实，许明认为
“ 错” 在电商。“ 就拿一款i5的笔

记本电脑来说，我们进货价4000
元，和顾客会说4500左右，一般可
以在4200至4300左右成交，也算是
符 合 如 今 一 台 机 子 赚 200 元 的 行
情”，许明说，“ 可是现在有些顾
客进门就说4000元卖不卖，消费者
说京东、淘宝就是这个价，认为我
们不能比他们贵。之后我一查发
现，淘宝只要3999元，还比我们进
货价便宜1元。如果消费者抱着这
样的思维定式来买机子，我们怎么
做生意？”

虽然商铺10点才开门营业，但28
岁的小崔9点15分就到店里做准备活
动了。换工作服、打扫卫生、样机开机
调试、调整一下心情⋯⋯在销售数码
产品这行干了5年多的小崔早已知道
日复一日的工作该如何开始，但他心
里并不确定这个行业在日复一日中
是否已经饱和。“ 从整个数码行业来
看，属于上升趋势，但是但从实体店
来看，（ 销售）量确实下来了。所以你
可以说这行业还未饱和，也可以说饱
和了。”

一个上午，小崔除了每小时固定
要和同事一起抽两根烟外百无聊赖，
连基本的吆喝声也显得底气不足。
玩着手机的小崔指了指四周：“ 没生
意啊，大家不都这样⋯⋯” 记者看
到，整整一个上午3小时，小崔和他其
余4位销售人员总共只为店铺卖掉了
一台机器。

到了下午，好容易来了一个五六
位学生的“ 团队”，小崔刚想上去热
情接待却被一位女同事抢了先。约10
分钟后，之前的“ 团队”带来了些许
人气，小崔迎接上去询问“ 想买什么
电脑我介绍给你”，但只换来顾客一
句“ 随便看看”，小崔虽然表示“ 随
便看看不知道机子好坏也是白看”
用来“ 劝导”顾客，但仍换来一场空。

晚高峰后一般是餐饮娱乐业的
高峰，但对于徐家汇数码城来说一天
的销售高峰或已过去。晚上7点，做早
班的小崔准备结束一天的工作，他掰
掰指头说道：“ 今天店铺一共才卖出
2台，我自己的贡献是零，所以也就没
提成。”

小崔说他每卖一台电脑，提成六
七十元。10月份他卖掉近40台，加上
约1700元的基本工资，月工资为5000
元上下。但上个月截至11月16日，小
崔只做成功12笔单子。“ 要是那些干
了几个月的销售员，如果一个月就
3000多元还这么辛苦早走了”，小崔
苦笑道。

先建立信誉基础 再错位发挥优势

》商家说压力》销售叹苦经

收入主要靠提成
月赚5000要拼命

前有电商“ 堵”：网店售价低过实体店进价

记者随机采访了解到，徐家汇
数码城的销售压力除了来自厂家给
经销商的任务量、电商冲击带来的
价格压力，租金成本也是一大块。

太平洋数码二期一家 商 铺 店
长最终还是将视为秘密的租金告
诉记者。“ 每年都在涨。像我们这
样二十几平方米的店铺，每个月租
金5万左右，一年就是60万元左右。
那边我们公司一个走道式的柜台，

月租也要1.5万。今年的新合同预
计租金不会涨，我们老板已经觉得
满足了。”

月租5万，平均每天租金近1700
元，如按照每卖掉一台机器利润在
200元来算，一家二三十平方米的商
铺每天至少要卖掉9台才能将租金
压力“ 消化”掉，如算上每天销售人
员的工资成本，卖掉10台以上才算

“ 合格”———而这理想的平均数在

现实中却是“ 高位”，要想达到每天
10台以上的销售额，除了靠销售人
员卖力吆喝外，该店长说“ 还需要很
大一部分运气”。

记者从百脑汇数家商铺获悉，
百脑汇的租金价格和太平洋相仿，
大环境也是只升不降，“ 你有办法帮
我们租金降一降，我送你一台高配
电脑！”百脑汇二期（ 徐汇店）来店
巡查的一位中层领导调侃道。

后有租金“ 追”：每天卖9台电脑才能消化高昂租金

太平洋数码二期五楼大多数商家已经搬出，留下空荡荡的铺位。 本报记者 丁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