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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战略投资基金+商业运营团队，
打造多业态消费场所

石岐中恳广场酝酿
“重生”
相信大多数本地市民都还记得，上世纪 90 年代，位于岐江边上的中恳广场，曾是中山
人对于商业百货行业的一个集体回忆。不过，随着近年商业综合体在中山的爆发式增
长，传统商业百货模式的式微也让中恳百货无可避免地于 2015 年上半年结业。但就在
今年 6 月 28 日，由来自新加坡金融集团以及深圳商业运营团队组成的丰联商业，正式举
行了“中恳星创广场”的招商活动。记者了解到，通过引入战略投资基金+商业运营团队
的模式，
“中恳星创广场”最快有望于今年国庆前正式重回中山市民的视野。
文/图 记者 梁展宏

●市场动态

引 入“ 战 略 投 资 基 金 + 商 业 运 营 团
队”
，中恳广场计划升级重生
2015 年，位于岐江河畔的中恳百货宣布
结业，至今已经三年。期间，有关中恳百货何
时涅槃重生的讨论声一直未停。而就在今年
6 月 28 日，以“携手共赢 梦想起航”为题的中
恳星创广场招商推介会暨主力店签约仪式正
式举行。
记者在活动现场了解到，该活动项目主
要由丰联（中山）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现
场与腾讯视频好时光进行了项目签约仪式。
据该公司董事长黎东介绍，丰联商业是由来
自新加坡的金融集团公司，与拥有超过 15 年
商业地产发展经验的深圳商业顾问公司共同
成立。
“中恳广场是一个中山昔日的商业中心
和城市地标，曾经承载着一代中山人的别样
情怀。经过 20 多年中山商业市场的强大变
革，如今项目也需要新的生命力。而这次丰
联将通过成立商业投资战略基金，以投资人
的角色参与到中恳广场的运营中。”黎东向记
者表示，目前合作的商业团队曾经成功运作
了中山假日广场、珠海富华里、海南富力红树
湾项目。通过“战略投资基金+商业团队运
营”的模式，丰联将依托在金融领域的优势资
源，结合商业领域的经验和创新理念，将中恳
广场打造成为年轻、潮流、娱乐为主题的新型
综合体。
记者了解到，在今年初接手中恳广场以
来，丰联（中山）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目前正在
对“中恳百货”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以及策划
招商，并将“中恳百货”重新更名为“中恳星创
广场”。资料显示，星创广场总营业面积约为
11600 平方米，共计 6 层，楼层之间各有各独自
的特色魅力，且又相互关联，初步计划将于今
年国庆节前正式开业。记者从项目规划资料
看到，除了传统餐饮、购物等业态外，本次中
恳星创广场还引入了共享办公区以及一些首
度在中山出现的新商业业态。

首度在中山引入腾讯集团线下品牌，
创新合作模式
黎东告诉记者，有别于目前中山主城区
的大型商业综合体，中恳星创广场将定位为
打造成一个都市年轻人娱乐、社交、游戏、美
食、商务于一体的新型体验式生活广场。其
中，项目首度在中山引入了“腾讯视频好时光
泛娱乐生活馆”的全新品牌业态。
记者留意到，作为腾讯视频推出的线下
业务，好时光线下店汇集了腾讯视频多方优
势资源和设备，跨界集成微影院、手游、电竞
和直播等新潮娱乐方式，定位为打造新娱乐
社交场景和体验。
“相比起传统娱乐消费，腾讯视频好时光
线下馆是依托于广阔的消费市场，通过热门
IP、设备和服务将腾讯客户转化为粉丝，通过
内容连接向泛娱乐生态迈进，致力于塑造符
合大众需求的都市生活休闲娱乐消费的新业
态，同时我们也是在探索和共同开拓文化产
业的盈利新模式。”黎东表示，在丰联商业基
金投资该线下店的基础上，这次他们还引入
了项目合伙人的机制，希望通过多方运营力
量来培育这一全新业态在中山的落地。

昔日的中恳百货即将被改造成一个新型体验式生活广场。

●记者观察
中恳百货的前世今生：
曾是中山高端商业的代名词
记者了解到，1997 年 1
月 20 日，由合资公司打造
的中恳百货正式对外营
业。中恳作为当时中山数
一数二的大型购物商场，
商场经营面积超过 1 万多
平方米。当年开业第一
天，商场就创下了 150 万元
的营业额，第一个月的营
业额就超千万元，在当年
来说，这样的数字可谓相
当可观。整个 90 年代中后
期至 2000 年初，中山百货、
中恳百货两大卖场几乎成
为了中山高端商业的代名
词。在当时的中山商业市
场，甚至一度流行起“购物
在中百，放心百分百”、
“购
物在中恳，生活够安稳”的
顺口溜。
记 者 了 解 到 ，中 恳 百
货当年的商业模式在珠三
角乃至国内都比较超前，
譬如它是中山第一个卖鲜
活产品的商场，第一个将
大型婚礼活动引进商场，
第一个提出精品购物的商
场。加上地处岐江边与富
华、国际酒店的优势，中恳

百货芳年更是港澳旅客在
中山的主要消费场所，充
当着半个旅游景点的角
色。尤其在那个中山高楼
还不多的年代，中恳百货
更是除中银大厦外，中山
商业乃至城市的建筑地
标。公开资料显示，中恳
还曾经和广州老字号东山
百货、致美斋等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领取“全国执行
物价计量政策法规最佳单
位”
的奖牌。
不过，随着 2005 年以
大信·新都汇为首的第三
代商业综合体在中山市场
的日益崛起，加上镇区商
业的日益繁华、网购的兴
起，传统百货卖场对于消
费者的吸引力不断下降。
此外，岐江边一带交通压
力的日益增加，也让很多
消费者慢慢不愿到富华商
圈消费。记者查询资料发
现，2013 至 2014 年，中恳百
货开始出现亏损。直至
2015 年年中，接连两年亏
损的中恳百货以升级改造
为由宣布结业。

新能源之
“光”

光伏组件厂家
开启洗牌模式
今年，光伏产业链从上游多晶硅到下游组
件，将全面进入产能过剩时代，部分光伏企业前
景堪忧。屋漏偏逢连夜雨：2017 年 4 月 27 日，美
国太阳能公司 Suniva 提请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要求运用“201 条款”，对非美国制造的所有太阳
能光伏产品实施贸易救济，设立最低进口价格；
今年 5 月 31 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下发严格光伏
电站规模的文件，按照文件要求，未来三年除了
分布式光伏电站，大型电站将没有市场。
一、
光伏产业链产能过剩有多严重？
1、
多晶硅产能情况
根据硅业分会预测，到今年年底，中国多晶
硅产能将达到 28.5 万吨，可以满足国内 61 吉瓦
电池片生产。中国光伏多晶硅原料自给率超过
100%。
目前，多晶硅在国内仍旧在加足马力扩产。
今年，东方希望宣布在新疆投资建设 12 万吨多
晶硅项目，预期成本 40 元每公斤，并配套 8GW
单晶项目；保利协鑫宣布与多家光伏巨头在新疆
联合新建 6 万吨多晶硅，预计年底产能即超过 10
万吨。其他主要多晶硅企业 2017 年产能为：新
疆特变 2.6 万吨，洛阳中硅 1.6 万吨，大全 1.2 万
吨，亚洲硅业 1.3 万吨，四川永祥 1.7 万吨，赛维
LDK1 万吨。以上多晶硅企业产量占到了全国
产量的约 80%。
2、
硅片产能情况
2017 年全球硅片产能为 69GW，国外产能为
6GW，国内产能为 63GW。假如 2018 全球光伏
市场仍然保持同等规模增长 7GW，且增长市场
份额全部由国内硅片生产企业占领。另外，再将
国外硅片 6GW 的产能占领一半，国内硅片生产
企业的新增市场份额刚好为 10GW。2018 年将
会有 17.85GW 的硅片产能过剩，一部分生产成
本过高的多晶硅片企业毋庸置疑将会被淘汰出
局。
二、
屋漏偏逢连夜雨
4 月 27 日，美国太阳能公司 Suniva 提请美国
国际贸易委员会，要求运用“201 条款”，对非美国
制造的所有太阳能光伏产品实施贸易救济，设立
最低进口价格。相比“双反”条款，美国“201 条
款”更有随意性，且杀伤力更大。Suniva 公司的
这一申请如果通过，全球光伏贸易战将全面升
级，光伏市场将迎来一场不折不扣的“江湖浩
劫”
。
2017 年 5 月 10 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下发
《关于报送可再生能源“十三五”发展规划年度建
设规模方案的通知》，要求各省报送 2017-2020
年的可再生能源年度建设规模，确定下来后将严
格按照规划执行，不能超出规模。其中，光伏要
求：
1）总规模按照《太阳能发展“十三五”规划》
中提出的并网规模目标，
即 105GW 进行落实。
2）分布式光伏发电、分散式风电和沼气发
电，不受各地区年度新增建设规模限制。
5 月 31 日，中国三部委（发改委，财政部，能
源局）共同发布了国内光伏的新政：
《关于 2018
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
根据国家能源局 5 月 4 日的统计数据，截至
今 年 1 季 度 ，已 经 并 网 84.63GW，今 年 还 有
5.5GW 领跑者、5.16GW 光伏扶贫、8GW 左右的
地面电站未建成，今年年底超过 100GW 已经无
悬念。也就是说未来三年除了分布式光伏发电，
大型光伏电站没有指标了，因此未来 3 年光伏市
场堪忧。虽然分布式光伏不受限制，但毕竟分布
式光伏体量太小，如何支撑国内如此巨大的光伏
产能？
三、光伏全面开启洗牌模式，有多少光伏企
业能生存下来？
就在国家能源局下发通知的同一天，Solarworld AG 宣布破产，德国最后的太阳能企业旗
舰沉没。Solarworld AG 的破产，宣告着光伏企
业全面开启洗牌模式。这一轮的洗牌或将比上
一轮更残酷，中国光伏组件企业中不具备竞争优
势的企业也很难幸免。
中山市节能协会 肖应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