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铺销售不以价格!论英雄"

在现实营销中!不少开发商或代
理商往往以 "价格标杆 #为傲 !把商
铺销售价格高作为项目操作成功的
标准 !以价格 "论英雄 $% 确实 !深圳
有部分定价冲高的商业项目照样售
罄!但这仅是在投资市场火爆的情况
下!一些实力投资者认同其高价而出
手购买%

在目前银行高利率& 投资者观望
心态还未消散的情况下! 商铺销售走
高价路线无疑是自断"钱$程% 高银行
贷款利率导致按揭贷款月供增加!投
资者根本不可能认同高价商铺% 即使
是在投资形势良好的情况下! 因冲高
价而营销失败的案例也不少% 去年深
圳就有商铺因为定价过高而令投资者
却步! 开发商整天以为自己捧着的就
是一个金疙瘩!把价格高高地吊起来!

远远超出市场预期!最后"天价$商铺
只能"望天收$%

能冲高价的商铺! 可能是挖掘了
未来潜在的增值空间! 但却背离了现
实市场租金水平%商铺定价过高!本质
上是开发商吃掉了商铺部分增值空
间!"两个鸡腿$一个都不留给投资者%

如某商铺现实月租金最多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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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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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租金回报来算!

商铺售价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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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但如果开
发商把该铺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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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其
租金要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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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才能有
$%

的回报!开发商已经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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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方米的租金成长空间%

定价过高的商铺! 直接导致业主
对商铺租金水平预期高! 而一旦商铺
难以出租!业主是不会买账的%大连万
达在各城市开发的 "万达购物广场$!

就是商铺定价过高而失败的典型案
例% 万达购物广场通过引进沃尔玛等
主力商家!高价出售一层商铺!但投资
者用超高价买来的商铺却未能获得预
期的收益% 最终业主无力困守高价买
来的"黄金旺铺$而将开发商诉之于公
堂!开发商最后不得不自食其果!耗费
巨资高价回购商铺!得不偿失%

杀鸡取卵#高定价不利
后期经营

开发商永远希望商铺能卖高价!

追求销售价值最大化' 投资者希望购
买价格低&性价比合适的商铺'而经营
者却希望能租赁到有经营利润可赚的
商铺%

在深圳! 一些地段好的商业地产
项目!商铺转手率非常高!甚至长期空
置!原因并非是人流不旺!也不是经营
定位不符合市场消费! 更不是商家经
营能力差! 而是因为商铺价格过高导
致其租金远超出周边水平! 商家经营
根本无利润可言! 最后是来一个走一
个!商铺不断转手%

商业地产利益链应该是开发商&

投资者&商家共享的%其中开发商通过
销售商铺产权取得销售利润! 投资者
通过把商铺租赁给商家获取租金利
润! 而商家则通过自身经营赚取经营
利润%

商铺定价过高!导致利益向开发商
一边倾斜(商铺售价高!开发商赚得钵
满盘满'投资者为达到预定回报!租金
必然水涨船高'租金是商家经营主要成

本之一!商家接手经营时!高租金导致利
润降低!使其承受不了高租金而不再经营
下去% 一旦商铺几经转手长期空置!投资
者回报落空!势必会引发纠纷!万达案例
就是明证!最后开发商名誉受损%

商铺定价! 究竟是要杀鸡取卵还是
要放水养鱼呢)显然!开发商不应该一味
追求高价%

放水养鱼#商铺营销须转
向多赢

在国家宏观调控&银行高利率的背景
下!深圳&惠州多个商业项目在逆市中都
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商铺销售价格并不太高!还能达到以租代
供!投资者认同其价格和投资价值%

开发商靠售铺取得利润! 但有商才
有铺% 因此! 开发商须转变营销思维方
式!放水养鱼!给投资者预留利润空间!

而非一家独食! 商业地产营销应是多方
共赢%

对商铺的售价! 须根据市场租金水
平来定合理的价格!性价比要合适!给投
资者和商家留下一定的利润空间% 商铺
定价只有做到放水养鱼! 预留利润空间
给投资者!而商家接手经营有钱可赚!商
铺才能长期经营稳定! 投资者租金收益
才有保障%

对于那些拥有场内商铺的商业项目
而言!商铺价格更不能脱离市场租金%场
内商铺经营是一损俱损! 只有整体经营
良好!投资者和商家才会得到收益'如果
部分商家承受不了高租金而撤场! 将影
响到其它商家的生意% 除商铺价格合理
外!开发商还要立足商业培养!缩短养铺
期! 和投资者& 商家共同度过市场培育
期!分担风险%

一个成功的商业地产项目必然是开
发商&投资者&商家利益共赢% 开发商须
抛弃追求销售利润最大化的营销观念!

持一种多赢的态度去经营商业地产!实
现多方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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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住宅一样# 价格也是投资者购买商铺的第一关注点# 定价

过高的商铺只会看客多$ 买家少% 尤其是在目前银行高利率的情

况下# 商铺销售走高价路线是行不通的%

商铺定价过高# 开发商追求销售价值最大化# !两个鸡腿"

一个都不留给投资者% 而远脱离现实市场租金的高价商铺# 其后

续经营势必难以为继% 高租金将导致商铺转手率高$ 空置现象严

重# 最后投资者租金回报落空%

做商业地产需要给投资者和经营者留出利润空间# 商铺营销

需转向多方共赢%

核心提示

问& 本人去年购买商铺一间!现

因工作调动! 想将手中商铺转手过

户!请问要怎样过户" 过户需缴纳哪

些费用" 读者 王小姐

答&据市房地产登记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 国土局现不提供买卖合同
文本 ! 买卖双方需到有一定资质
*挂牌+ 的中介签署买卖合同! 其中
中介只收取合同工本费% 然后携带
上深圳市房地产转移登记申请表 &

买卖双方身份证明& 房地产证& 房
地产买卖合同以及相关材料到深圳
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申请转移过户
登记% 转让方需缴纳营业税& 城建
税& 教育费& 印花税& 个人所得税
以及土地增值税等! 受让方需缴纳
契税以及印花税等' 税费相关情况
以具体办理时为准%

'本报讯()记者 罗凤鸣*伴随着奥
运圣火在深圳传递的热浪! 半岛,城邦
杯

("")

深港帆板精英赛& 半岛,城邦杯
("")

年广东省滑水锦标赛暨粤港滑水邀
请赛于

'

月
&"

日在深圳蛇口半岛,城邦
海域正式开幕! 成为了奥运前夕深港海
上运动一次关键的热身赛% 政府及体育
局相关领导及南海控股董事长于品海出
席了当天的开幕式%

此次赛事由广东省体育局主办 !

深圳市体育局 & 广东省滑水队 & 深圳
市帆船帆板运动协会承办 ! 由倡导
"进海生活 $ 理念的滨海大盘半岛,城
邦独家冠名赞助% 来自深港两地

*"

余
艘帆板&

+"

余名运动员参加了本次比
赛 % 本次大赛历时三天 ! 内容包括帆
板 & 滑水 & 花样团体 & 回旋团体和尾
波团体赛! 将于

'

月
&(

日举行闭幕式
及颁奖仪式%

据悉! 由半岛,城邦冠名的深圳帆
板队亦重兵参与了此次比赛! 该队中有
多哈亚运会金牌得主陈丽娜等一批优秀
运动员! 他们在各项国际级体育赛事中
战绩出色! 而在即将举行的

("")

北京
奥运会上! 深圳帆板队的选手将有望代
表中国队出赛并冲击金牌%

作为此次赛事的赞助方! 半岛,城
邦发展商南海控股董事长于品海表示!

希望通过这些海上运动的开展! 用实际
行动来支持北京奥运! 支持深圳的海上
体育事业的发展! 也希望由此将 "进海
生活$ 方式在深圳进行普及和推广%

楼市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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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笔者在东门调查发现! 东门

商铺尤其是次街区的商铺普遍存在着

#炒转让费$ 的现象% 事实上! 无论是转

让还是转租! 高转手率会导致商铺业态

更换频繁& 空置时间长& 商户经营成本

和风险增加等后果! 不利于商铺经营%

位于东门商圈深南辅路一家不到

&"

平方米的干洗店对外招租 ! 笔者从

某地产中介了解到 ! 该铺月租金
'"""

元 ! 但转让费高达
!,$

万元 ! 足够交
+

个月租金% 当问转让费是否过高时! 该

中介工作人员称 ! 好铺不愁租不出去 !

再高的转让费也会有人要 ! 他还透露 !

在东门有很多专业炒家! 炒转让费在行

业也是公开的秘密% 据了解! 在成熟商

圈的商铺转让费可高达数十万! 甚至上

百万%

商铺的转租& 转让本是一种正常的

市场行为! 但频繁转租& 转让或专门炒

转让费却会扰乱正常的租赁市场% 转租

是指乙方在租赁合同不变的情况把商铺

租给第三人! 赚取租金差价! 频繁转租

会造成商铺租金层层递增& 经营期短等

后果% 而转让是指乙方把商铺转给第三

人经营! 租赁合同更改! 赚取的是转让

费 ! 频繁转让或炒转让费虽然租金不

变! 但业态更换频繁& 转让费逐渐增高

等后果! 最后导致大部分业态承受不了

高转让费而无法经营的后果! 在市场上

也仅有中介& 药店等业态愿意承受高转

让费%

商铺的转租转让较多出现在成熟商

圈的次街区! 如东门的深南辅路& 南庆

街& 永新街! 华强北的华发路& 燕南路

等! 这些区域人流量较大 & 商铺稀缺 &

转手费用较主力街区低等因素导致转手

成功率高%

但人为的炒高租金或转让费! 给后

续的经营者带来了成本和经营上的巨大

压力% 商户租下租金大幅提高或转让费

昂贵的商铺后 ! 为了维持其经营利润 !

不得不将高昂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消费者自然不愿做冤大头! 商户的经营

状况因而也会每况愈下! 当商户经营无

利可图时 ! 自然会选择再次转让商铺 %

如此恶性循环下去! 一个成熟旺铺也就

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死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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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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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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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门商圈作为深圳重要的商业名
片!商铺租金&售价高挺% 租金上涨令
东门商圈业主惜售商铺!都在"持铺观
望$!等待租金售价的进一步攀升% 同
时!地铁&新商业项目的建设将为东门
商业注入新的活力! 进一步巩固其商
业地位%

租金上涨#千金难买一铺

东门商业区寸土寸金! 商圈内的
临街商铺整体租金年年递增%据调查!

东门商圈主要商业街解放路临街铺租
金在

&'""/!'""

元
#

平方米,月之间!

人民北路和二横街临街商铺的租金都
在

&"""/("""

元
#

平方米,月! 东门中
路西侧在

&"""/&'""

元
#

平方米,月之
间%东门这几条核心商业步行街!街铺
空置率极低! 几乎看不到打出招租的
牌子%

与高租金相对应! 东门商铺价格
惊人!业主惜售%据世方地产的调研数
据显示! 解放路商铺价格基本在每平
方米

("

万元以上!价格在
!"

万元
#

平
方米以上的商铺也不少% 东门商铺价
格挺高!但却千金难求一铺%笔者在东
门调查数天! 找不到一间要转让的商
铺% 据东门地铺三级市场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东门商铺租金年年递增!租金
收益很高!业主都不愿意抛售商铺!都

在"持铺观望$!等待新一轮价位的攀
升%

人流量造成商铺租金
同街不同价

相对于主要商业街道! 东门商圈
的其它次商业街如永新街&南庆街&深
南辅路&东门中路东侧等路段!人流量
则较少!租金也相应降低很多%这些次
街区的商铺月租金都不超过

&"""

元
#

平方米 ! 如深南辅路某餐厅租金才
*!"

元
#

平方米,月%而最明显的就是东
门中路!马路两侧形成了不同的世界!

几乎是一边倒( 西侧茂业百货一带商
贾云集! 商铺租金超过每平方米

&"""

元!而东侧则形成了典型的"阴街$!仅
寥寥数家商铺营业!空置率极高!每平
方米租金仅在

!""/)""

元之间%

"人流量是影响商铺租金的重要
因素$ 世方地产刘卫松分析说!"在同
一商圈里! 租金受人流量影响有较大
的差别是符合商铺市场规律的$%

地铁建设$商圈扩容带
来新投资商机

据了解! 地铁一号线和正在建设
的三号线均经过东门商业区! 其中东
门老街站是一号线和三号线的换车枢
纽站!该站将可能推动深南辅路&南庆
街&永新街&食汇街等二线商业街的发
展% 而三号线也在东门中路设了东门
中站!预计地铁建成通车后!三号线将

会为东门商圈带来大量的龙岗甚至惠州
的消费人群%

陈先生最近在东门中路租了一间商
铺!合同期限

'

年!虽然商铺不靠近解放
路!目前客流量不大!但陈先生依然很有
信心地表示("两年后地铁三号线的通
车!现在的铺位将变成一个黄金铺% $有
业内人士表示! 东门中东侧商业之所以
冷清!成为"阴街$!是因为东门中路巨大
的人流多年来一边倒! 在地铁三号线通
车后!如果有效利用地铁带来的人流!东
侧的商业潜力将不可估量%

除此之外! 新项目的入市也将给东
门商圈注入新的活力%据了解!位于立新
路南的新白马商业楼正加紧建设! 将建
+

层商业!建筑面积达
&*

万平方米% 新
白马商业楼的入市将进一步巩固东门服
装市场的优势地位% 据统计!服装&鞋包
等时尚商品在东门商业业态的比例占了
绝对的主流! 吸引了大量深圳乃至香港
大部分女性前来光顾% "在东门开店!肯
定首选卖服装!因为来东门的

&"

个人中
有

)

个是买衣服的! 剩下
(

个也会顺便
买衣服的$! 有着近

&"

年经商经验的杨
先生说%

而针对华强北&中心区&南山等其它
商圈的兴起会分流东门的客流量的情
况! 东门街道的工作人员表示("这其实
是一个误区!作为深圳的市级商圈!东门
商业区最大的优势就是业态丰富! 集购
物&休闲&旅游为一体!它在引领时尚潮
流的消费功能上是不可取代的$%

余朝明 王永亮

深圳搜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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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朝明 王永亮

世方商铺投资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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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地产版从本期起将新开 #商铺投资一线通' 栏目! 旨

在建立商业地产版与广大商铺投资者的互动! 答疑解惑! 助您

投资% 商铺投资有任何问题! 均可来电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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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欢迎读者奉献个人投资故事& 投资心得和见解等%

编者语&

问& 本人打算投资珠三角商铺!但

又不经常去珠三角城市! 担心投资异地

商铺不好管理!收租也不方便!是否有相

关的专业公司可以委托" 读者 谢先生

答&深圳人投资珠三角商铺可能
会面临管理和收租上的一些障碍顾

虑%目前!投资珠三角商铺的深圳人一
般都是委托经营管理公司或开发商管
理代收租金!并不用自己亲自打理%

现在珠三角大部分商铺销售都有
一定年限的委托经营管理! 委托经营
期限过后! 投资者可自行出租也可继
续委托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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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功的商业地产项目必然是开发商&投资者&商家利益共赢%

南海控股董事长于品海作主题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