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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假象与实际状况: 
美国商店状况深入分析
文/DEBORAH WEINSWIG（韦葆兰）
（香港冯氏集团利丰研究中心执行董事，全球零售及科技研究主管）

·关于商店关闭的惊人新闻只是零售业现状的冰山一角

·2015年，过度建设和技术进步会造成更多的商店关闭

·食品杂货店、书店和办公用品店是最容易受到冲击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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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店状况深入分析
最近零售业头条新闻充斥着关

于商店关闭和破产以及可能破产的

消息，让人感到焦虑不安。但这些只

是正常现象，零售商通常会坚持经

营到年底假期结束以满足季节性需

求，然后宣布清理库存（包括固定财

产）并关闭商店。

我们逐渐进入了一个全方位渠

道购物世界，而电子商务处于初期

发展阶段，利丰研究中心（FBIC）将

在本文中对商店关闭的现状进行详

细的分析：商店关闭的原因，关键趋

势，最脆弱的零售业类别以及发展

前景。

总体状况
美国零售业一直存在过度建设

的问题。人均可出租总面积（GLA）

为23.7平方英尺（SF），几乎比其北

部，与之相邻的加拿大多出40%。

与巴西相比，其人均出租总面积

（GLA）只有不足一平方英尺，因

此美国过度建设的问题极为严重。

鉴于电子商务以两位数的增长速度

增长，2013年全国购物中心GLA增

长停滞（仅0.3%）便是必然结果，而

2014年GLA可能减少。

商店关闭季节形态
我们根据从2010到2014年获得

的季节性数据制作了下表，从表中

可以看出大部分商店都是在第一季

度宣布关闭的，这部分占到全年关

闭总数的40%到45%，而二、三、四，

三个季度关闭的数量相对均衡。图

表中数字出现偏斜的原因是2014年

二季度的大量商店关闭，数量甚至

达到2010到2013年平均关闭数量的

三倍。

图1：2010到2014年商店关闭季节性

一季度46% 二季度25% 三季度14% 四季度15%

商店关闭原因
零售商关闭商店出于多种原因，

包括搬迁到设施更加便利的位置，

或搬迁到更具品牌相关性的区域进

行被迫抛售。

● 精简商店。开店和关店，扩

大规模和商店改造对于零售业至

关重要，零售商会对大约5%的商店

持续进行此类调整。和花园一样，

零售店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

过度增长。零售店周围环境会发

生变化，其他位置也会出现更好的

机遇。通过收购实现扩张的零售

商，通常会精简收购的商店，避免

在一个商业圈出现重复竞争（也可

能是出于反垄断要求，例如Dol l a r 

Genera l对Fam i ly Dol l ar的收

购）。当商店租期临近到期时，零售

商通常会进行详细的租赁分析，以

决定是否续租。

● 执行多渠道战略。多渠道战

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以及任

何方式提供商品），意味着商店及其

员工的角色转变，以及经营复杂性

的增加。好消息是如果一名购物者

喜欢通过商店、平板、手机和电脑购

物，那么她/他的购物支出通常要比

单一渠道购物者更多。消费者购物

方式的快速变化迫使零售商重新审

视商业模式，从注重商店规模到注

重购物应用。商店必须调整商业模

式，才能适应消费者的购物需求。因

此，Macy’s最近宣布将实施一系列

的计划以适应多渠道购物潮流，其

中包括商店投资组合调整。具体而

言，在总数接近850家的商店中，关

闭的14家商店将与2015年开业的9家

相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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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建立供需平衡。消费者

喜欢的时尚品牌会不断变换。在20

世纪90年代，专卖店通过抢夺百货

商场的服装销售份额，实现了快速

增长。在进入21世纪之后，许多零售

店的发展已经超过了最佳规模，商

店盈利状况出现下滑。

Gap品牌便是过度扩张的典型

代表。

在2000年，G a p在美国拥有

1,787家商店，在全球拥有400家商

店。之后由于综合销售额增长放缓

以及同店销售额下降，之后三年商

店数量不断减少。2004年，Gap在美

国的商店减少了392家，剩余1,389

家。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014年四

季度，此时Gap在美国的商店数量为

849家，还不到15年前商店数量的一

半！但在此期间，Gap不断进行国际

扩张，商店数量已经增加至550家，

其中日本为151家，英国为140家，中

国为98家。Gap Online于1997年推

出，2014年前九个月销售额达到17亿

美元，占到全部销售额的14.7%。

● 市场和/或竞争力。与Gap

类似，青少年零售概念也在20世纪

90年代获得了快速增长。这种趋势

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期，美国青少

年开始购买牛仔装、Hen l e y s、图

案T恤衫和卫衣来彰显个性。终结

这种趋势的是iPod（2007年必备时

装配件），快时尚零售商（ Forever 

21和Z a r a ），大量的互联网新兴

品牌，以及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

Aeropostale、American Eagle和

Abercrombie & Fitch在发现目标

消费者转移到其他品牌和类别后，

开始不约而同地在租约到期后关闭

表现不佳的商店，而其他面向青少年

群体的零售商也随之这样做。为了

实现增长，他们开始转向经营工厂

直销店和国际市场。根据2014年三

季度的电话会议评论，Abercrombie 

& F i t c h预计在2014年关闭1000

家商店中的60家，并计划在未来

数年，继续关闭类似数量的商店。

Aeropos t a le在2014年关闭了大约

120家商店，并将在2015年再关闭

50-75家，以及Aeroposta le店内的

126个P.S.。American Eagle计划在

未来三年关闭150家商店，包括将在

2015年关闭的70家。

De l i a’s（2014年12月）和Wet 

S e a l（2015年1月）最近的破产声明

进一步证明了青少年服装零售市场

的激烈竞争。这两家针对女性青少

年的零售商均在与快时尚的竞争中

败北，原因是快时尚商业模式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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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流动迅速，服装由设计师进行

设计，价格低廉。Del i a旗下共有99

家商店，目前正在清理商品并关闭

所有的商店。Wet Sea l经营的商店

只有173家（2015年1月7日宣布关闭

338家商店）。

面临配饰行业大批新设计师和

品牌涌入的现状，Coa ch实施了为

期数年的再定位战略，致力于成为

“一流的全球现代化豪华生活方式

品牌。”包括关闭业绩不佳的全价商

店，同时在最重要的12个都市统计区

域（MSAs）充分利用旗舰店位置优

势并进行翻新。Coach将于2015财年

（6月结束）关闭大约70家商店，重

新实现盈利增长。

与此同时，提供多种媒体形式

（例如书籍、CD和DV D）的消费

者电子零售商、办公用品供应商和

商店，发现他们的顾客涌向具有最

佳性价比，而且最为便捷的供应

商——通常为Amazon和Walmart.

c om。毫无意外，美国公众对于电子

商务的逐渐接受，以及展示厅和在

线展示的兴起，导致了大量书商和

消费者电子零售商的破产。这种状况

还在持续，RadioShack试图在2014

年关闭1,100家商店，并在2月5日提

出破产申请。当消费者习惯在线购物

后，不需要仔细检查的品牌商品销

售很容易从实体店转移到网上。

● 糟糕的零售战略执行。战略

性失误也是导致商店关闭的原因之

一，包括缺少库存记录，不了解目

标顾客（Ron Johnson领导下的JC 

Pen ney），或者供应链效率低下导

致大量缺货。创造性破坏和市区重

建会继续改变零售业状况以反映消

费者的需求变化。

2015年展望
上一周期的过度建设以及快速

的技术进步将在2015年继续影响零

售商。CoStar确定了7个可能在今年

关闭大量商店的零售商，这些商店

总面积约为4.42亿平方英尺，约占美

国租赁面积的3%。

根据这一数据，52%经营困难

的零售店位于4级市场（市场规模较

小、人口数量和收入较少，和/或处

于经济贫困地区），大约30%的商店

位于购买力较弱的区域。

脆弱的零售类别
除了上述零售商之外，F B IC 

Global & Technology认为，一些零

售类别在2015年及之后容易遭受打

击。美国只有大约1%的食品杂货销

售额来自线上，而英国的这一比例达

到约5%。美国市场即将遭受毁灭性

打击。Amazon正在将大量投资用于

完善AmazonFresh食品杂货平台的

“最后一英里”，而较新的“在线购

买，店内提取（BOPIS）”零售服务也

可能加速渠道转变。

由于零售商提供免费送货，以

及消费者可以购买当地没有的品牌

和商品，因此在线服装销售会持续

增长。在线购物的优点浓缩在多渠

道标语中：“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

以任何方式提供商品），而且包括

可控制的购物体验以及随时可以购

买。也就是说，快时尚连锁店为实体

零售业快速增长的部分，可以满足年

轻时髦人士对于晚上约会着装的需

求。

书店、办公用品店和玩具店也

在减小商店规模和关闭经营不佳的

商店，其中独立经营的商店最容易

受到打击，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选

 

图II：不同市场级别可能关闭的商店面积

来源：CoStar投资组合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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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便利且高效的在线购物方式。

在线零售商计划在2015年
开张实体店

从积 极 的 一面来看，根 据

Deloitte进行的调查，70%的在线零

售商计划在2015年开张实体店。增

长最快的可能是男性服装，将近有

400家店铺在筹备之中，增长率为

3%。女性内衣商店的预计增长也为

3%。继Birchbox和Nasty Gal等零

售商在2014年开办实体店之后，今年

会有越来越多的在线零售商开办实

体店。Amazon、Warby Parker和

RentTheRunway等在线零售商认

识到多个销售渠道有助于成功的品

牌发展。另外，线上购买、线下提货

的购物趋势也在不断增长。

利丰研究中心是冯氏集团旗下

的研究机构及智库，专注研究采购、

供应链、分销、零售及科技。研究中

心亦为集团及其合作伙伴就进入中

国市场、企业架构、税务、牌照及其

他政策法规方面的事宜提供专业

意见及顾问服务（更多资讯请浏览

研究中心网站: http://fbicgroup.

com）

DEBORAH WEINSWIG是香

港冯氏集团利丰研究中心全球零售

及科技研究的主管，拥有十七年华

尔街的工作经验。她曾在美国花旗

银行工作12年，担任全球消费市场

研究部总监。她亦于Bear Sterns和

Morgan Stanley银行从事高级研究

工作。DEBORAH WEINSWIG在

零售及零售科技应用方面独树一帜，

有着独到的见解。

在第13届中国百货业高峰论坛

上，DEBORAH WEINSWIG（韦葆

兰）将进行“全球零售发展趋势及科

技在零售中的应用”主题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