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4
2019年10月9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吴卓
主编：张永生 美编：张昕

近年来，为促进旅游业
发展，美国大力发展旅游购
物以满足游客的购物需求，
这业已成为促进产业经济发
展的重要手段。在美国旅游
购物，除了常见的机场免税
购物中心外,还有名牌专卖
店、百货商场和折扣购物中
心等多种场所。其中，奥特
莱斯作为旅游购物典型的经
营模式，其“驰名世界的品
牌、令人惊喜的低价和方便
舒适的氛围”受到了消费者
的广泛喜爱和追捧，到奥特
莱斯购物也成为游客最欢迎
的内容之一。

美国奥特莱斯是顺应生
产和零售业的发展创新出来
的经营业态。美国奥特莱斯
卖场里原本只有本土品
牌，且大多为尾货。几十年
来，在开发商、品牌商、供应
商、经营商、服务商的通力合
作下，美国奥特莱斯始终适
应生产发展和消费者需求，
在竞争中保持了自身的特
点。一是不断集聚品牌，吸
引了消费者的注意力。二是
始终保持低价特色，通过不
断完善产品生产和供应体
系，实现了从生产到销售的
直接对接，保持了高性价比
的比较优势。三是不断优化
购物环境，配套休闲娱乐设
施，满足购物休闲旅游一体
化体验需求。

当前，海南正在打造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进程上快马
加鞭，美国在旅游购物上尤
其是发展奥特莱斯消费购物
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

一种消费经营业态的逆袭之路
——实地探访美国奥特莱斯消费购物模式

视野自贸观察 眺望全球 对标一流

■ 蔡世沐

编者的话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旅游活动的重要环节。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如何丰富旅游消费业态，拓

展旅游消费热点，推动旅游消费提质升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作为旅游业高度发达的国家，美国在推动旅
游业发展、创新旅游消费模式、打造国际购物中心等方面有很多先进的做法和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学习。为此，本
版今日摘编刊发两篇实地探访美国相关行业发展的考察报告，以资各方参考，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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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A 低价+大牌 培育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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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瞄准新需求 提升消费体验度

美国曼哈顿时代广场街景。（资料图片）

维持与品牌厂商的长期稳定关系，构
建一张强大的品牌关系网，吸引更多名牌
直销店入驻，是美国丹吉尔和西蒙地产等
成功的奥特莱斯运营商长期保持平稳运
营的核心能力所在。比如，当年以制衣厂
起家的丹吉尔从为了消化积压存货和降
低渠道成本而开设的 5家直销门店起步，
利用多年积累的服装和零售行业经验，在
联合第三方投资人积累了足够的管理经
验并深化了与各品牌的合作关系之后，才
开启了奥特莱斯事业。此后，丹吉尔的

“品牌池”稳步扩大到 500 多家。而西蒙
地产在并购扩张的过程中，借用了原有的

奥特莱斯运营商打造的品牌网络,受到了
很多国际知名品牌的追随。正是这些品
牌的追随，奠定了丹吉尔和西蒙地产等奥
特莱斯运营商成功的基石。随着奥特莱
斯的发展，巨大的市场需求让诸多世界一
线品牌不得不“自降身段”，愿意在确保品
牌定位的同时入驻奥特莱斯以分享品牌
消费的巨大利益。而大批世界著名品牌
的加盟，又进一步增强了奥特莱斯对购物
者的吸引力。

“低价+大牌”是奥特莱斯最主要的竞
争优势。对于海南而言，建设国际旅游消
费者中心以引导国民境外消费的回流，无

疑需要解决品牌资源的问题。由于我国
品牌资源相对缺乏，而且国内很多地方都
在打造奥特莱斯购物中心，对品牌资源的
争夺十分激烈。因此，如何在竞争中凸显
海南在制度机制、政策、区位上的特色，充
分利用优势吸引国内消费者追逐的国际
品牌入驻，就显得十分关键。只有大量的
国际品牌直销店入驻海南的购物中心，才
能确保海南的商品性价比与国际水平持
平，在竞争中取得吸引国内消费者关注度
的比较优势，从而引导国民境外消费的不
断回流，集聚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所需
的人气。

通过市场培育了一批专业的奥特莱斯运
营商，实现了奥特莱斯运营效益的最大化，有
力推动了美国奥特莱斯的蓬勃发展。以丹吉
尔和西蒙地产为代表的奥特莱斯开发商通过
与品牌商、供应商、经销商、服务商等各种专业
机构大力合作，采取各种专业方式努力降低运
营成本，并不惜巨资不断改造升级，以适应消
费者不断变化的购物需求，确保了奥特莱斯始
终受到消费者追捧。

应当看到，奥特莱斯模式绝非简单的打

折销售，而是多方的专业机构几十年来深耕
细作，不断完善生产体系、供应体系、品牌体
系、营销体系、服务体系，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的。如今，奥特莱斯从商品组合到品牌规划、
环境营造以及招商运营能力，都比其他商业
业态要求更高。

可以说，奥特莱斯模式背后涉及文化、理
念、体系、标准等各方面的建设，而且要不断
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调整、完善经营模式。
这无疑需要一大批专业的机构和人才长期的

研究和实践的积淀。当然，海南在移植奥特
莱斯模式之初，可以通过与国际知名的奥特
莱斯运营商全面合作，尽快完成完整的体系
建设，实现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集
聚人气的目标。另一方面，还要根据经营发
展的情况，逐步加强各方面的人才培养和引
进，结合海南的特点进行生产、品牌、供应、营
销、服务体系的重构，完成奥特莱斯的本土
化，推动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长期稳定地
发展。

美国奥特莱斯的成长成熟历程是适应
市场需求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经营方式
上，从单个工厂店向多个品牌折扣店集合的
购物中心，再向休闲购物一体化的消费中心
逐步演进；经营规模上，从单体小店向小规
模购物中心，再向大型、超大型购物中心不
断扩张；品牌进驻上，从单个品牌的尾货向
一站式国内品牌直销，再向国际国内品牌集
合营销转变；购物环境上，从工厂、仓库的附
属店向宽敞舒适的室内购物中心，再向更接
近自然、休闲购物一体化的消费体验中心不
断迈进。由于一直能够尽快适应消费者的
购物需求，甚至引领了消费时尚，所以，奥特
莱斯才能始终受到消费者追捧，从而不断四

处开花、蓬勃发展。
可见，精准把握消费者需求背后深层次

的消费观念变化趋势并开展特色运营，是奥
特莱斯与众不同的魅力所在；倡导人际交往，
创造新奇的购物体验，塑造新的生活方式是
奥特莱斯引领消费新趋势的特色所在。比
如，美国近年新建的奥特莱斯购物中心都选
择环境优美、交通便利的郊外山谷或山坡等
处建设，各具特色的别墅式建筑，可以使游客
和市民暂时摆脱市区生活的压力，更好地亲
近自然，俨然成为新的旅游景点。

当前，我国消费者的消费活动越来越多
元化、个性化，购买能力的进一步提高让人们
的购买意愿从以国内品牌为主逐渐转向以国

际品牌甚至是国际一线品牌为主。海南借鉴
奥特莱斯模式打造国际购物中心，可以重点
关注国内消费者的购物需求，在项目布局、品
牌招商、购物环境、服务配套等方面保留奥特
莱斯特色，同时，还要体现本土特色，防止生
搬硬套导致水土不服。项目的建设不能急功
冒进，一味贪大求洋，片面追求高档奢华，而
要瞄准消费者的喜好和习惯，分期建设并不
断调整完善；针对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规划
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功能区域，不断提高商品
资源组合水平，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作者系2019年海南省领导干部建设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赴美国培训班学员，单位为
省统计局）

运营专业化 推动管理再升级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关键是正
确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
的作用。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始终
高度重视旅游业发展，旅游收入多年稳居
世界第一，对经济的贡献突出。今年6月8
日至8月7日，笔者随团实地走访了美国多
家企业，并与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交流探讨，
对美国旅游业的主要感受是：市场主体总量
大、质量高，旅游业发展“软环境”优良，第
三方机构发达，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势头
好。美国在经历2008年经济危机后，能够
在短期内迅速恢复，实现旅游业新一轮增
长，其在顶层设计、制度安排上的确有很多
可学之处。

一对一扶持

通过走访重点企业和行业协会，深入了
解到美国政府，特别是州市级政府无论是在
土地、税收还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对重
点企业都有不同形式的扶持，且力度较大。
比如，纽约曼哈顿岛哈德逊广场项目，当地
政府给予6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和其他援
助，占总投资的近五分之一，其中包括配套
建设地铁、学校等公共设施。美国地方政府
在扶持企业过程中，通常体现三个特点：一
是优惠政策“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的扶持
方式，提高了企业对政府支持的感受度，提
升了招商吸引力。二是企业准入实行“宽进
严管”。比如Afro Safety飞行学校，主要业
务是培训飞行爱好者。对于这样专业性强、
安全等级高的特殊行业项目，私人开办学校
无须政府审批，且学费由市场决定。行业监
管后置，而且抓大不放小，有效激发了市场
主体活力和动力。三是重点企业“扶上马、
送一程”。很多美国企业在介绍发展历程
中，都提到企业建成运营后，当地政府如何
帮助宣传推介、市场营销，如何关注发展、
跟踪扶持。管“生”又管“长”，既可以帮助
企业顺利度过诞生后的“脆弱期”，又可以
让政府及时了解市场动态，为精准调控积
累大量数据。

客观地讲，美国各地对旅游企业的扶持
较为有效，但由于体制不同，各级政府总体调
控能力有限，也存在一定的风险。笔者认为，
海南在推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中，可以
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对市场主体给予必要的
扶持引导。目前，海南已经针对20个园区逐
一制定了个性化优惠政策，基本实现了“一园
一策”，下一步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还可以进
一步细化，全面实现“一企一策”。同时，坚持抓大不放小，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尽快培育高质量的市场主体。

一体化推进

美国对旅游业的规划和发展，一般都是按照“大旅游”的
概念来运作，进行全产业链统筹谋划；在景点布局上也会统筹
考虑综合配套设施，实现协调发展、一体化推进。之所以能够
如此，挖掘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地方在经济
发展中有充分的自主权。州市可以自主制定相关税收、土地
政策，基本上可以自主进行区域内经济活动，并加强与区域外
的经济联系。二是行政区划较为精细。美国行政管理结构呈
现多元性，一定程度上为州市旅游差异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是市场组织成熟。比如，纽约市酒店协会作为当地相关行
业的公认领导者，主要致力于帮助当地酒店做好从业培训、业
务宣传、行业法律法规的普及，不仅有力地配合政府做好协调
工作，也推动了行业持续发展壮大。

美国推进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成功做法被普遍认可，
有些经验可供海南借鉴。比如，可以运用“大旅游”理念来
规划和发展旅游业，实施全产业链统筹谋划，推动文化、医
疗、金融等产业与旅游深度融合。

供给侧发力

美国在推进旅游业发展方面注重宏观调控与市场引导
两手抓。一方面，从供给上进行有效调控。比如，佛罗里达
州劳德戴堡市海滩度假区，曾经每天有大量学生等低消费
群体来海滩游玩、狂欢，整体消费水平低下，良好的旅游资
源难以创造应有的价值。为扭转这一局面，该市取缔低档
宾馆，开发建设一批高端酒店、商铺，倒逼消费群体升级，取
得了良好效果。另一方面，不断丰富旅游产品。比如，在医
疗旅游方面，纽约、迈阿密、洛杉矶等地都在宣传推介、市场
监管上下足了功夫。像克利夫兰诊所这样的高端医疗机构
还专门设立国际开发部，从办理签证到保险结算、旅游消
遣，为患者提供“一条龙”服务。三是市场营销成效明显。
在旅游消费的淡季，美国各地旅游部门和第三方机构都会
组织各类大型节庆活动，招揽顾客、促进消费。比如，新泽
西州最南部的城市开普梅，每年会组织120场左右内容丰富
的庆典活动。

美国注重对旅游市场的调控和打造特色旅游产品，无疑
值得海南学习。笔者认为，海南在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过
程中，应该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当前旅游消费
日趋多元化、个性化，旅游产品和服务不仅要保证数量充足，
而且要做到有效匹配，瞄准不同群体的需求，采取更加科学
有效的调控手段。

【作者系2019年海南省领导干部建设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赴美国培训班学员，
单位为省委深改办（自贸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