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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在经历 2009年至 2013年“井喷式”的发展

阶段后，我国购物中心将步入理性发展和成长

的关键时期。近日，两份与购物中心发展息息

相关的报告指出，上海目前是国内商业地产发

展水平最高的城市，以 IFC国金中心和浦东嘉

里城为代表的第三代商业地产的培育期明显

缩短；而以近日在浦东曹路开业的宝龙城市广

场为代表的社区购物中心，则代表了未来购物

中心的发展趋势。

浦东商业项目1至2年成熟

上述信息分别来自RET睿意德与德勤中

国、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联合发布的《商业地

产中国城市40强》（下简称《40强》），以及中国

连锁经营协会联合德勤共同发布的《2013中国

购物中心与连锁品牌合作发展报告》（下简称

《发展报告》）。

记者注意到，《发展报告》通过对 300名消

费者进行问卷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舒适的空

间、合理的消费档次、适合的地理位置以及丰

富的娱乐配套设施，是影响消费者选择哪家购

物中心的最主要因素。

德勤中国房地产出资人行业主管合伙人

龚兵对此表示，在内外部各种条件的压迫下，

购物中心开发商心态正日趋理性，原来“重开

发、轻运营”、“重招商、轻管理和服务”、“重租

金、轻成效”的思维正在发生转变，购物中心正

在向多元化、多样化发展。“去百货化、增加儿

童业态、扩大餐饮面积将成为体验式消费的重

要标志。”

据悉，上海商业地产已经率先进入二次开发

的结构调整期。《40强》报告就指出，对比上海各

购物中心的营业额增长情况，目前淮海中路商圈

升级已经接近尾声，徐家汇核心商圈因“徐家汇

中心”地块的推出也将迎来商业提升的机会。

不仅如此，上海商业地产发展水平领先全

国其他城市的重要标志是，上海优质购物中心

的平均培育期正在不断缩短。

《40强》报告指出，以港汇广场、恒隆广场、

新天地等项目为代表的上海第一代商业地产

需要4年到6年的培育期，以大宁国际、五角场

万达等项目为代表的第二代商业地产的培育

期已经缩减到 3年。而如今，第三代的代表项

目 IFC国金中心、浦东嘉里城，则只需要1年至

2年时间的培育就已经成熟。

沪社区购物中心数量居首

近日，由宝龙地产投资兴建的上海曹路宝

龙城市广场正式开业，首日客流就超过15万人

次。记者了解到，该城市广场之所以能受到当

地消费者的欢迎，主要是其填补了曹路大型居

住区时尚消费的空白。而上述两份报告均指

出，社区购物中心将成为未来购物中心发展的

主要方向。

据介绍，曹路宝龙城市广场地处浦东新区

曹路镇中心地带，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辐射范

围内，总面积约 18万平方米，商业总面积逾 5
万平方米，是曹路地区首家集时尚购物、餐饮、

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目前，家乐

福、保利国际影院、必胜客、屈臣氏、85度C等

众多国内外知名品牌已经加盟。

“我国购物中心普遍追求超大体量的经营

理念，导致盲目建设遍地开花，部分区域市场

供应更是远超消费需求，造成严重的资源浪

费。‘同质化’现象日益凸显，后期经营风险剧

增。”龚兵称，“相较之下，社区型的中小型购物

中心具有经营风险更低、管理更可控、资本回

报周期更短等特点，可能会成为未来购物中心

发展的主要趋势，尤其是主题特色鲜明的购物

中心，将注定受到大众的强力追捧。”

《40强》的数据统计显示，类似宝龙城市广

场的社区购物中心目前上海共有83个，数量位

列全国榜首，比第二名的北京要多出39家。而

记者从浦东新区商务委获悉，根据规划，地区

商业中心和社区商业中心亦是浦东商业方面

重点推进的项目。

其中，按照每 20至 30万人设置一个地区

中心或新市镇中心的标准配置，至 2020年，浦

东共规划 20个地区级商业中心。而在社区商

业中心建设方面，按照《上海市城市居住区公

共服务设施设置标准》中每 3至 5万人设立一

个社区商业中心的标准，“十二五”期间，浦东

会重点推进曹路、三林、周浦、康桥、航头、惠

南、川沙等大型居住区在内的14个社区商业中

心建设。

目前，以周浦万达、曹路宝龙城市广场、金

桥国际广场为代表的地区和社区商业中心，已

经为周边地区居民带去不少方便。

上海购物中心平均培育期缩短
社区购物中心或成发展趋势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继北京之后，上海成为又一电子发票的

试点城市。近日，上海市国税局、市商务委、

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和市工商局联合发布公

告称，自2013年12月28日起，将在上海市开

展电子发票应用试点，京东商城华东总部、1
号店、易迅网和东方购物将成为首批 4家试

点企业。

据介绍，所谓电子发票，是指在购销商

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

动中，开具、收取的以电子方式存储的收付款

凭证。电子发票突破了传统纸质发票的概

念，具有实时性、交互性、低成本、易存储等多

方面的优势。

上海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此前介绍称，

上海与北京的试点略有不同。北京准许一家

企业试点，并且开票领域限于个人消费图书

类商品，而上海此次试点同时启动多家企业，

商品类型涉及多种，消费类型也不限于个人

消费，还有B2B（企业对企业的营销）等。上

海市商务委与市工商局、市通管局、市消保委

等相关职能部门还建立了联动保障机制，规

范网络购物秩序。

不过，根据上述公告，为稳妥推进电子发

票应用试点工作，4家试点企业首先会在其自

营电子商务平台面向个人销售商品时可开具

电子发票；待相关条件成熟后，在向上海市注册

登记的企业销售商品时也可开具电子发票。

据了解，电子发票试点后，个人消费者

在试点企业的自营电子商务平台上购买商

品后，可根据需要选择纸质或电子发票。如

果选择电子发票，应正确填写手机号码、电

子邮箱等信息；在支付货款、确认收货后，系

统将自动生成电子发票，并通过短信、邮件

等方式发送提示信息，即可取得电子发票。

电子发票按照税务部门规定的统一样式展

现，并具有下载、打印等功能。此外，个人消

费者在取得电子发票后，仍可通过电子商务

平台或电话联系等方式要求试点企业换开

纸质发票。

目前，税务机关已统一制定电子发票的

业务和技术标准，试点企业将通过市国税局

电子发票系统办理电子发票开户登记、在线

生成、发票开具、数据传输等事项。28日起，

市国税网将提供电子发票查询验证服务，消

费者有权拒收与网上发票信息查验结果不相

符的电子发票，并可拨打税务热线 12366进

行举报。

来自上海市商务委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三季度，上海市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7080 亿

元，同比（较上年同期）增长 25.6%，预计年

底将超过 1 万亿元。其中 B2B 交易额 5751
亿元，同比增长 18.9%；网络购物交易额

1329 亿元，已超过去年全年网络购物交易

总额，去年网络购物交易额 1105 亿元。上

海电子商务交易额占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

比重为 9.3%。

上海12月28日起
试点电子发票
首批涉及4家企业多种商品

■见习记者 李彦 浦东报道

截止到今年11月，2013年团购行业累计

成交额达到 315.2 亿元，接近 2011年和 2012
年的总和。酒店旅游已成为继美食、娱乐之

后的第三大团购品类。

团购导航网站团800公布的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11月团购成交额再次上升到历史最

高，达到37.9亿元，环比增长7.4％，同比上涨

超过 1倍；购买人次也首次突破 6000万元大

关，同比增长69.1％，整个团购行业全年收官

成交额将超过35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 11个月，酒店旅

游已实现成交额 31.5亿元，同比净增 16.5亿

元，增幅达 90.6％。根据团 800的数据统计，

11月份同程网、携程旅行网、艺龙旅行网等3
家在线旅游网站共上线酒店预订在售团单

3.1万个，通过团购预订产生的订单量为49.5
万间夜，销售额约1.3亿元。

业内人士分析，酒店团购促进了旅游服

务模式打包，在线旅游网站如果与易到用车

此类公司进行合作，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快自

助游与线下的租车行业互动的结合，旅游团

购或将成为下一个爆发点。

酒店旅游成为
第三大团购品类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财政部公布了《2014 年关税实施

方案》，《方案》显示，我国将于明年1月1日起

对进出口关税进行部分调整，760 多种进口

商品将享受低于最惠国税率的年度进口暂定

税率，平均优惠幅度达60%。

所谓暂定税率，是指在海关进出口税则规

定的进口优惠税率基础上对某些重要的进口

货物实施更为优惠的关税税率。这种税率一

般按年度制定，可根据需要随时恢复法定税率。

记者注意到，在明年下调关税的 760多

种商品中，第一类就是“活塞航空发动机、手

机和平板电脑取像模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所

需的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智能手

机消费国。业内人士分析，此次手机和平板

电脑取像模块的进口关税降低，释放出国家

将重点扶持的信号。虽然目前还未知具体设

备下降税率为多少，不过相对于目前的市场

价格来讲，国产品牌智能手机的价格或许会

一定程度下降。

在面临强烈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国产品

牌智能手机价格的下滑，或许可以让“居高不

下”的国外大品牌手机有“低头”的可能。

760多种进口商品
明年下调关税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12月28日起，上海开始电子发票应用试

点。记者昨日获悉，作为首批 4家试点企业

之一，1号店从今年8月开始进行电子发票项

目立项，目前，系统对接已经基本完成，进入

测试阶段。

对消费者而言，电子发票的形式不仅更

低碳、环保，还更易保存、查找，同时也方便消

费者更好地进行个人权益的维护。而对于电

子商务企业而言，电子发票的全面推行则意

味着开具发票的成本，包括人工、纸张、物流

等都会大幅下降。

1号店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1号店在

开具纸质发票方面要耗费很大成本，涉及财

务、条码制作、粘贴、发票打印、撕分、匹配、核

对、存储八个环节，不仅有大量的人员成本，

还有存储发票存根的空间租赁费用、补开发

票的物流成本等，“电子发票的推出和推广，

将极大提升1号店订单包装、出库的效率，进

而进一步节约运营成本”。

同时，1 号店相关负责人介绍，28 日开

始，消费者在 1号店购买商品进入结算页面

时，可根据个人需要选择纸质或电子发票。

如果选择电子发票，除了提供发票抬头和发

票内容外，需要正确填写手机号码。1号店

将在收到顾客确认收货的反馈之后，由系统

自动生成该订单的电子发票。1号店将通过

短信方式发送提示信息，消费者在 1号店订

单页面即可查看、下载、打印电子发票。

据悉，由于目前电子发票还不能用于报

销，因此消费者在取得电子发票后，仍可要求

企业换开纸质发票。

1号店电子发票
准备工作就绪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伴随着

熟悉的音乐，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如约而至，浦东

各处商业中心和繁华地段灯光璀璨，人头攒动，

在一片火树银花中迎来了浓情圣诞。

浦东新区商务委举办了一场“扮靓浦东 璀

璨迎新”——第二届浦东商旅圣诞景观展示评选

活动，从12月20日至12月28日，浦东的30多家

宾馆、酒店及大型购物商场都将全副“灯”装——

圣诞彩灯充满欧式情调，中式宫灯富丽堂皇，时

尚花灯五彩缤纷，这些彩灯将与装扮华丽的圣诞

树相映成趣，令人仿佛置身童话世界，充满圣诞

节的浪漫气氛。

这些美丽的圣诞节景观都将在“浦东旅游

网”上进行展示评比。游客只需登陆“浦东旅游

网”，动一动鼠标，就可为自己喜欢的圣诞节景观

进行投票。只要所评选的圣诞节景观最终入围

浦东“十大圣诞节景观”，就将获得幸运抽奖资

格，赢取丰富的奖品。

提倡亲子体验和家庭氛围的联洋广场举办

了一场与众不同的圣诞派对，“快乐与分享”是派

对的主题，为实现孩子们想要拥有“圣诞爸爸”的

愿望，5位爸爸一改往日严父形象，变得憨态可掬

起来，他们为来到现场的孩子们送上糖果和蛋糕

等圣诞礼物，共同分享节日的快乐和喜悦。

圣诞夜 浦东节日氛围浓

① 装扮一新的浦东嘉里城在一片流光溢彩中迎来了圣诞节。

② 联洋广场举办的亲子圣诞派对上，孩子们高兴地收到了“圣诞爸爸”的礼物。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吴婷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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