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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深圳、南京、天津等城市相继投入地铁

运营，对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与人口流动产

生了极大的作用。地铁在实现城市空间结

构调整的同时，也在促进城市商业的变革。

所谓地铁商业，是指由于交通的通

达性而带来的大量人流的集散转化为商

业客流，从而将地铁站点与商业系统融为

一体，实现地铁与商业系统共同发展的结

合体。地铁商业可划分为地上商业和地下

商业两个部分。城市地铁的主营业务是为

乘客提供各种交通服务，方便乘客出行，

其固有资源是保证地铁正常运行的线路、

站场、通道、隧道、车辆和站域用地等服

务设施，但是，由固有资源建设运营派生

城市扩张背景下的地铁商业发展研究
◎ 王先庆

摘 要：地铁商业是城市化过程中，随着地铁这一交通工具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种

新兴商业。地铁商业的发育成长及发展不同于地面商业形态，有它自身的特点和规律，

只有充分地重视和认识这种特殊性，才能有效地培育和推进地铁商业的发展，也才能

充分发挥城市地铁的功能和作用。那么，地铁商业是如何起源的？其发展定位是什么？

有哪些特点？影响地铁商业发展的因素有哪些？地铁商业的发展有哪些规律？世界其

他知名城市的地铁商业发展有哪些模式和经验启示？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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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将会直接带动各

个领域的发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城市有限的资源面临着容纳更多人口的要

求，同时也面临着城市范围扩张与居住工

作分离的必然前景，轨道交通的发展是城

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对城市发展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地铁商业正是随着城市

化水平的提升及城市扩张，而不断发育成

长的一种新兴商业形态。

一、城市化过程中地铁商业的起
源及发展定位

当前，我国内地已有北京、上海、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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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系列的房地产、广告、地下商业、旅

游、餐饮等服务业，成为城市地铁的一

种衍生资源。①地铁沿线容易形成新的商

业走廊，而商业的付租能力最高。②早在

1930年，欧美国家就对城市地铁对土地开

发的影响进行了研究。③我国第一条地铁

开通时间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相对滞后，

如表1所示。

（一）地铁商业的起源

地铁商业实现了轨道交通和商业的双

赢。地铁商业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是日本

东京地铁商业街。1931年地铁步行道由于

未设置商业设施，小商铺在地下通道两侧

摆设临时摊位，迎合地铁带来的巨大客流

量的需求，并发展成为最初的“上野地铁

商店”，后逐渐演化为地下商业街，实现

了商业中心、地铁中枢和地面商业纽带三

大功能的衔接。④地铁的出现不仅实现了人

流的快速输送提高了交通效率，同时地铁

出口也广泛成为城市的黄金地段。商务、

住宅、商业的迅速崛起总是与地铁站口之

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如香港政府全资

的地下铁路公司除提供列车服务外，更积

极地参与地铁沿线的上盖住宅、商用物业

发展和物业管理，提供各项设施服务，将

交通与其他社区设施融为一体。⑤国内外

地铁商业发展的事实表明，经济发达城市

的地铁对城市商业具有重大的影响，地铁

商业已成为城市区域扩张与城市发展的重

要载体，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在我国，地铁商业近些年也实现了迅速崛

起，形成了一个个繁华的地铁商圈，成为

我国商业史上不可忽视的现象，我国内地

表� 世界部分国家/地区第一条地铁开通时间

国家 时间 国家 时间

英国（伦敦） 1863年 美国（波士顿） 1897年

法国（巴黎） 1900年 西班牙（马德里） 1919年

日本（东京） 1927年 加拿大（蒙特利尔） 1966年

中国（北京） 1969年 韩国（汉城） 1974年

中国（香港） 1977年 新加坡 1988 年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表2 我国内地一线城市主要地铁商圈列表⑥

城市 地铁线 商圈

北京 1、2号线交汇处 建国门、复兴门商圈

北京 2、13号线交汇处 东直门商圈、西直门商圈

上海 1、2、8号线交汇处 人民广场商圈

上海 1号线 徐家汇商圈、陕西南路商圈、新客站

广州 1、3号线交汇处 天河城商圈

广州 3、5号线交汇处 珠江新城商圈

深圳 1号线 华强商圈、国贸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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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主要地铁商圈如表2所示。

地铁商业的产生与城市化进程以及

城市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地铁商业

代表了地铁与商业的联姻，综观地铁商业

的产生，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1）先

有商业，后有地铁。地铁的发展会巩固壮

大已有商业，促进商业的快速发展。如有

着深厚商业积淀的广州北京路商圈，地铁

的开通为其带来了活力，是地铁促进商业

繁荣的重要证明之一；（2）先有地铁，

后有商业。地铁的开通促进产生新的地铁

商业甚至新的商圈，如地铁对中华广场商

圈、天河商圈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在

城市地铁发展之初，在促进已有商业/具

有商业底蕴的商圈的繁荣方面表现明显，

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体系较为完善之后，

作用逐渐转向为促进新的商业的产生，商

业随地铁而扩张。在城市地铁路线设计之

处，应着重于考虑连接城市主要节点，将

商业中心纳入到重要节点范围之内，设立

地铁站口在商业中心附近，将会对城市商

业的发展与商圈繁荣产生重要的集聚作用

和推动作用。随着地铁建设的完善，地铁

站口更应倾向于城市发展方向与城市人流

集聚区域的发展，促进具有较高消费能力

区域的商业建设与消费引导，服务于城市

整体经济发展与空间布局。

（二）地铁商业的发展定位

地铁商业的产生将会改变城市的商

业格局，地铁的功能需要借助地铁周边具

有丰富业态的商业来完善和发挥。小至

商贩、小店，大至卖场、商圈，无不深谙

“人气旺，则财旺”的道理，但目前对地

铁商业的大部分认识仍停留在“有人流即

可有商机”的偏狭观念上，而对地铁商业

的整体发展缺乏较为全面的认识。将人流

转化为商机，除关注交通在人流与商流之

间的过渡作用之外，更应关注整体商业文

化的建设，将地铁与商业的发展阶段相融

合，营造基于地铁和商业发展不同阶段之

间相互组合的特色，通过对地铁商业的发

展定位，实现不同成长模式之间的互补与

错位发展。与传统商业相比，地铁商业基

本特征表现在：

（1）区域分布显著。地铁使得城市

商业布局呈现出更为明显的扎堆趋势，传

统商业空间分散与消费需求不够强劲而带

来的商圈影响力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

解放，传统商业具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同一区域上，商业密度增加，商业的区

域优势逐渐突出，空间集聚使地铁商圈能

够产生传统商业所不能媲美的集聚效应。

与传统商业的分布相比，地铁商业的区域

性特征更为明显，对人们的购物选择具有

更大的导向性，使人们在消费选择上具有

更强的目的性。

（2）商业集聚明显。商业网点的高密

度分布态势更为明显。地铁出行的两个最

大目的是通勤和消费，地铁的交通优势使

人们更易根据自己的意向来选择消费的目

的地，商业吸引力和商圈定位对于消费者

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地铁站口作为商业宝

地，商业集聚效应日益明显，体现在辐射范

围的不断扩大、商业网点的不断增加、业

种业态的不断完善，⑦所产生的市场效应日

益增强，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与沉淀。同时，

城市的商业集聚效应和商业布局将受到更

大的挑战，地铁商业的商业集聚对激活整

个商业圈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3）商圈价值提升。地铁商业对商

圈价值提升具有重要影响，这起源于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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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带来的交通优势，同时，也有赖于原有

的商业沉淀。从国内外经验来看，商业的

发展对交通的发展具有极高的依赖度，多

种交通方式之间的互补发展对商圈繁荣具

有重要意义，对一般商圈而言，几种主要

的交通方式包括地铁、公交、私家车、步

行，对火车站大型批发商圈来说，还包括

火车这一主要交通方式。对于当前许多大

型零售商圈而言，地铁与商业已经实现了

密切结合，地铁所带来的客流对商圈价值

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在城市化进程中，地铁商业的发展

在城市商业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在大

部分发达地区的城市中，地铁商业正逐渐

成为城市商业的代表与重要支撑，成为城

市商业形象的重要部分。在城市商业的发

展定位上，地铁通过预期效益、通达性、

人流效应作用于商业，推动城市商业的

前进，地铁商业起着促进商业集聚、丰富

繁荣商圈、代表城市形象、补充主体商业

等不同的作用。综观国内外地铁商业的发

展，地铁商业的定位可分为两种：（1）

主导城市商业发展；（2）城市商业补充

定位。

当前我国部分城市正处于城市转型的

重要时期，商业发展将成为城市发展的重

要部分，地铁对商业的影响及在整个城市

商业中的定位使得对地铁商业的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

二、影响地铁商业发育成长的主
要因素及机制

（一）影响地铁商业发育成长的主要
因素

�.城市扩张与城市规划

城市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与规模效

应。城市扩张与城市规划以及城市化过程

中所伴随的城市功能改造和基础设施改造

对地铁商业的发育成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

用。每个城市在特定时期都有其特有的发

展方向与扩张规律，城市扩张的原因，被一

些大城市称为“承载能力到了极限”，而实

际上，城市扩张体现要素流动的方向，在国

家发展过程中，许多要素处于不断流动的

状态，如人力资源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

素等，都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资源

总是向区域经济强势的地方集聚，要素的

流动与集聚导致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当

前我国城镇化率处于不断提高的状态（如

图1），城市扩张不可避免地伴随有交通

问题及城市居民生活与消费问题，进而推

动城市交通事业与消费环境的打造问题，

而城市规划则更好地体现了城市的总体综

合定位，起到了巩固已有商业和发展新商

业的作用，在城市商业发展上具有极大的

指导意义，对地铁与商业的结合具有重要

作用，一方面促进了资源要素的快速合理

流动，另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经济的高速发

展。城市扩张与城市规划对商业的发展具

有极大的影响，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华与

衰退，见证了商业的跌宕起伏，起起落落

图� 中国城镇化率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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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断彰显城市的成长与特色。

城市扩张为地铁商业带来了机会，城

市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商业在城市中地位的

增强与人口集聚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

地铁商业的发展与城市发展方向存在着极

大的相关性，商业的发展方向总是与城市

的发展方向相匹配，商业重心的变化也经

常与城市发展方向保持一致。地铁的发展

形成了一张网络，将城市发展笼络其中，

同时也对城市的发展方向形成了一种导向

性的影响，对时空观念、就业习惯和生活

方式都造成了大幅的变动。由于交通通达

性的提高，空间转移消耗时间变少，城市

人口内部流动率大大提升，消费空间也大

大提升，地铁商业拥有大规模的人流量作

为支撑，满足商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人

的因素，对促进消费流的集聚具有重要作

用，国内外许多地铁商业的发展都见证了

从一无所有到人潮汹涌的变化。城市规划

对交通与商业的融合，将会对城市经济发

展产生质的影响。

2.区域经济与产业结构

地铁商业的发展离不开消费能力的支

持，消费能力离不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

支撑。商业发展与区域内收入水平直接相

关，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如果商业发展

不能够及时跟上城市经济发展步伐，则极

易导致消费大量外流，不利于本区域经济

的发展，如何将消费能力留住甚至吸引外

部消费的进入，已成为当今许多大中型城

市的主要研究课题。

区域经济发展创造了消费需求，为

商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流保证。并为吸引

要素流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广州市最

早运行的一号线为例，在一号线单线运行

的几年内，“东部热（尤其是天河城、公

园前等段），西部冷（尤其是长寿站以西

段）”，地铁线路内的这一运营表现与地

面相应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吻

合，当然，在一号线建设之前，区域间发

展水平高低不均的情况已经客观存在。在

地铁一号线单线投入运行最初几年，西部

的芳村地区更多地扮演着一种“输出”角

色，而这种“输出”角色反映于区域经济

发展中的简单表现，莫过于芳村地区的房

地产业一直得不到大发展，也一直落后于

广州市的平均发展水平。地铁的开通方便

了交通往来，却也产生了“风洞效应”，

方便了各种经济要素的流动，进而却带

来了“马太效应”，使得发达区域发展更

快，相对落后的区域则拉大了差距。⑧

在产业结构方面，第二、三产业的发

达程度与商业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第二

产业通常为城市发展初期带来巨大的资

金，但第三产业比重对商业的影响更大，

如果说第二产业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腾

飞，则第三产业的作用是更好地将经济

发展成果实现转换。在国内外商业发达地

区，第三产业都具有较高比重，而且，在

城市发展历史上通常都有工业史。当前存

在一个疑惑，很多工业集聚地区并不能形

成良好的商业，这一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

原因：（1）工厂员工以打工者为主体，

收入用于攒钱回乡而非消费，不能纳入

大商业的消费人群范畴；（2）区域内未

形成良好的商业氛围与消费环境，导致消

费外流；（3）各方更重视工业对地区贡

献，而忽视商业发展；（4）商业对工业

的替代作用过弱。

3.商业配套与商业环境

地铁为商业带来充分的人气，但地铁

的商业价值仍需通过其周边物业与商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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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才能得以实现，地铁商业需要在地铁

站口设置丰富而完备的商业基础设施，业

态多样的商业综合体来实现地铁与商业的

衔接。如上海徐家汇，能够融合的同时，也

易于形成明显的商业核心区，有利于地铁商

业形成品牌来促进扩张优势。如果有成熟

的商业区作为依托，则地铁商业的作用更

易发挥，促进商业集聚的作用更加明显。

对于老城区而言，地铁建设能够有效

改善交通饱和状态，改善营商环境；对于

新城区而言，地铁建设能够对新的商业环

境的形成与改革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但

商业归根结底是需要一个良好的商业环

境。商业环境建设主要受历史因素、规划

因素、区位因素、消费者行为因素、投资

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在实体环境方面，

包括商业空间外部环境（整体商业布局、

广场、户外广告、建筑形态等）、商业空

间内部环境（内部装修、室内广告、展位

布局等）和商业公共配套设施（休息区

设置等）；在虚拟环境方面，包括商业文

化（商业积淀、品牌开发等）和商业氛围

（购物氛围与购物体验）等，地铁商业必

须要考虑与周边商业环境的统一性。

天河城、中华广场等因为地铁而功

成名就的经典案例自然让人津津乐道，然

而特色建筑物的拆除、自然生态景观的破

坏，也使得中山路曾经的繁华景象一时风

光不再。在地铁为沿线区域开发带来刺激

效应的同时，也应该高度重视地铁建设可

能对途经区域造成的破坏作用，尤其在生

态环境、商业氛围等方面的负面影响。⑦

（二）地铁商业发展规律探讨

商业的发展一直都存在着内在的发展

规律，这种规律体现在商业发展与经济发

展阶段相适应、与流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

应、与城市发展方向相适应等多种形式。

而对地铁商业而言，如果地铁系统与商业

联动得好，城市既发达又方便，它会制造

出新的商圈。探讨地铁商业内在发展规律

将有助于实现更为合理的定位，突出城市

商业特色，又能实现城市商业繁荣与促进

城市经济合理快速发展，可以说，商业的

成功是遵循商业规律的结果。

规律探讨之一：一城之中，地铁商业

的发展空间大小

显而易见的是，地铁商业不可能无

限发展，地铁商业的发展空间最终仍会遇

到其局限，但地铁商业的发展空间究竟如

何评价，仍是一个需要实践检验的话题。

以广州中华广场商圈（英雄广场商圈）为

例，英雄广场商圈是广州第一个以地铁人

流支撑起来的商圈，是北京路商圈和天河

商圈东西两个商圈的连接点，英雄广场商

圈具有畦地连接作用，只能作为次级商

圈，再加上商圈在进一步扩展上受到地域

空间的限制，再建商业设施几乎是不可能

的。目前该商圈基本已经定型，很难再有

大的突破。地铁商业发展空间的影响因素

主要包括：（1）地铁商业发展潜力；（2）

地理空间限制；（3）要素投入水平；（4）

地铁商业发育成长过程中的消费力衔接；

（5）人流量限制；（6）交通衔接；（7）

商业认同感；（8）商业氛围。

克里斯塔勒（1933）所创建的中心地

理论中将中心地定义为向居住在它周围地

域的居民提供各种货物和服务的地方，与

现代商圈概念较为接近。根据中心服务范

围的大小分为高级中心地和低级中心地，

两者之间存在中级中心地，认为居民的日

常生活用品基本在低级中心地就可以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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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但要购买高级商品或高档次服务必须

到中级或高级中心地才能满足，不同规模

等级的中心地之间的分布秩序和空间结构

应该是不同的。

因此，并不是每个商圈/每种商业，

都必须以充当都市龙头老大为己任，也不

是都适合定位为最高端的商业，特色和持

续生存，远重于盲目的攀比规模和等级。

地铁商业发展过程中，机缘巧合之下，也

可通过“合体”来实现大型化、规模化，

以提升商圈的集聚能力，实现商圈发展，

增强商圈的发展空间。如广州天河城商

圈，目前正与岗顶商圈逐步成为一体，将

三个地铁站连成一条带状商业，辐射效

应将更为明显，但同时也意味着商圈之间

的融合与消长，新的大商圈逐渐形成，老

的小商圈必有消失的部分。但对大部分地

铁商业而言，生存必须走差异化路线，通

过个性化和特色化的打造，尽可能引起消

费者的好奇心和消费热情，除购物本身之

外，尽可能增加消费附加值。从现代商业

要素来看，这种附加值的来源必然是休

闲、餐饮、旅游、文化和娱乐。

规律探讨之二：地铁延伸与商业的融

合与偏离

我国地铁线路设计大多是选择居住

人口或流动人口具有较高密度的地区，较

易促进新的商业区的形成。如北京公主坟

商圈的形成和发展与地铁便有着密不可

分的联系，而广州天河城的发展已与地铁

发展密不可分。地铁的延伸，伴随着大量

的商业集聚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地铁形

成了网状分布后，聚拢作用将表现得甚为

明显，可带动区域范围内的商业规划和商

业整合，提升商圈效应。如在天河商圈购

物消费的不仅是广州人，有很多来自珠三

角甚至是全国各地的消费者，天河城目前

70%的客流量来自珠三角地区的消费者，

而调查显示，这些消费者到达天河城的方

式，大多数是通过地铁。地铁对人流、商

流、资金流的集聚作用在天河城的发展历

史和现状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但并不宜将地铁对商业的提升作用

理想化、过度夸大，地铁的集聚作用并非

总是能实现商业集聚，地铁沿线商业也并

非处于“一荣俱荣”状态。地铁是对商业

造成影响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但如果没

有其他因素的配合，特别是商圈商家的努

力，很难说就会对商业产生多大拉动作

用，在商圈高速发展时期，影响商圈聚集

的主要因素不仅包括商圈本身的地理交通

条件，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周边环境因素的

影响。⑨当地铁充分发展，形成成熟的网

状分布后，则会产生稀释客流的作用。当

地铁成为一种常态，仅靠地铁的便利性和

稀缺性显然是不可能成功的，更重要的是

要看经营者的管理水平。⑩当地铁商业的

发展超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则消费的分

散也会随之发生。

地铁延伸与商业之间也存在着悖论。

如“疏散人群”与“滞留人群”之间的辩

题，地铁本身的基础必备功能是实现交通

的发展，达到快速疏散人群的目的，而商

业的发展则需要人流的大规模集聚，两者

的结合为城市商业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

生机，但两者的存在目的在本质上是相背

离的，地铁与商业之间的融合与偏离是客

观存在的，解决该矛盾的关键仍旧在于合

理进行商业定位，促使地铁与商业能够达

到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结果。

规律探讨之三：地铁的人流与商业客

流之间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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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上认为，人流规模与商业规

模存在正相关关系（如图2所示）。在传

统商圈发展中，这一观点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现代商圈发展仍旧离不开大规模的

人流量作支撑，地铁能够在短时间内带来

大量人流，那么是否地铁一定能够形成巨

大的商业发展空间呢？

乘客结构与站点区位发展等因素，形成一

种商业氛围，培养出目标客户的商业认同

感，形成自身独有的特色与定位。从目前

来看，影响地铁商业客流形成与集聚的主

要因素包括：（1）地铁商业的业态组合；

（2）地铁周围的商业配套；（3）商业氛围

与商业积淀；（4）与客流消费定位的匹配

度；（5）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程度。综观国

内外客流集聚较大的地铁商业，都实现了

商业、休闲、旅游、购物等的充分结合，

可满足客流多方面需求，实现潜在顾客需

求的一体化，留住顾客脚步。

从国际地铁商业及广州、深圳的地铁

商业发展经验看，在地铁开通的初期，一

般是强势的商圈通过地铁将更远的人流吸

引过来，而随着“商业均等化”趋势的加

强，地铁商业客流才开始回流，然后“倒

吸”大都市商业人口的外出购物。这有一

个互相变动的过程。客流可分为小区域客

流与大区域客流，强势商圈辐射范围大，

在客流方面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各层次

商业定位，尤其是高端商业方面具有较大

优势，而略显弱势的商圈则可满足一定区

域范围内的需求，消费者不会因为地铁交

通方便而到较远区域购买生活必需品，所

以不同的地铁商业对客流的定位可实现差

异化。

一个城市中商业最理想的状态是，

城市内拥有大大小小数个商圈，这些商圈

能够连成整体，商圈之间形成相互竞争兼

差异化生存的关系，满足出行目的的多样

化，同时体现出城市的精神文化。如伦敦

的地铁与当地历史人文相联系，以地铁将

不同年代的建筑融为一体，将交通文化、

商业文化、历史人文连接成一个整体，体

现出城市的商业与人文特色。

地铁所聚集的人流，以通勤和消费两

种出行目的为主，能否形成商业，仍旧需

要地铁人流与商业客流之间的转换。由于

地铁所带来的人流量大，容易使人高估地

铁的价值，而实际上，地铁站点只是影响

地铁商业的一个优势因素，仅仅具有地铁

所带来的人流因素，并不能实现商业的大

发展，更关键的在于将地铁所带来的人流

转化为有效的消费，并同时形成消费吸引

力，同步吸引地铁及地铁以外的消费人口

的进驻。我国当前总体上地铁小商业分布

广泛，其中不乏优秀经营者，但若无法引

导大的潮流，仅依赖于快速消费为主的人

流特征，并没有办法形成实际意义上的商

业前景，较大商业体仍会面临客流不足的

危险。因此，地铁商业建设依据不同区域

的实际情况对客流量有不同的依赖程度。

乘客的流动并不直接表示消费的到

来，若要将地铁人流转化为商业客流，仅

靠地铁的魅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考虑

 
图2 人流规模与商业规模相互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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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铁商业的阶段特征与发展
趋势

（一）地铁商业发展的阶段特征

与传统商业相比，地铁商业对交通体

系的依赖性更强，能够整合多种交通方式

（步行、公交、地铁、私家车等），才能

够满足消费人群的出行需求。成熟的地铁

商业必须能够形成多业态并存的格局，满

足消费人群全方位的需求，在地铁商业的

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其相

对应的定位特点，如表3所示。

从地铁商业发展路径来看，优秀的地

铁商业都是经过无数次发展转型从而逐

表3 地铁商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及定位

阶段 特征及定位

起步阶段 业态单一、分布零散、数量较少，以服务流动客流为主。在定位上适宜以快
速消费品为主，满足临时应急需求。

初期成长阶段 业态逐渐丰富，出现小规模商业，商业规模从小而杂逐步向大而全过渡，业
种逐渐完善，能够满足基本的商业要求，辐射范围有限，逐渐集聚小区域范
围内人气，以服务中低消费习惯或小区域范围内消费人群为主，定位上以生
活消费为主。

快速成长阶段 商圈开始出现并快速扩张，高端业态逐渐产生，百货店、大型超市、购物中
心等开始显现出集聚状态，在城市商业中开始被注意到，商业吸引力增强，
能够集聚一定的客流。在定位上更适宜以特色优势取胜。

成熟阶段 以商圈和商业街为核心的商贸聚集区基本形成，由批发、零售、物流等多业
态业种组成的商贸产业链开始完善，不同类型的主题购物中心、广场和公园
主导商业发展，名牌折扣店、高端品牌店、便利店、邮寄销售及无人销售方
式大量出现，多业态并存且格局趋于稳定并向专业化、品牌化发展。

步走向成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进行

优胜劣汰的选择，同时也在定位上不断突

破，在业态上逐步升级，从而实现商业上

的壮大，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从当

下来看，地铁商业的主体构成与层次分布

如表4所示，而地铁商业发展程度与业态

之间的对应关系则可简单地归纳为图3。

在地铁商业发展过程中，存在地铁商

业的业态组合选择与调整问题，其设置和

布局关系到地铁商业的发展与定位，甚至

关系到地铁商业的生死存亡。业态组合是

指在特定区域内，通过各种经营方式的交

叉组合，达到互补经营的方法。具体地说

就是多种业态在相关商业区域内的取舍

选择，这个过程主要通过相关业态的互补

表4 地铁商业主体构成与层次分布

商业层次 经营范围 典型商铺

零散商业 即时消费品为主 报刊、杂志、应急物品、小食品等

站厅内商业 便利与流行性商品 便利店、洗衣店等

地下商业 流行性消费品 时尚服装、书刊杂志、快速餐饮等

地上商业 不同层次商业组合 百货、购物中心、电子城等协调错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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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不断改变着自身定位，以期更为符

合消费者需求，创造差异化，避免同质化，

来占据市场地位。地铁商业的定位要立足

长远，对目标客户群进行分析，根据目标

消费者的真实而持久的需求进行定位，打

造地铁商业的经营档次和综合形象。

业态组合直接关系到商业在留住客

流方面的能力，同时也对地铁商业的定位

起到积极的展示作用。从人的需求发展方

向来看，有形商业和无形商业相互匹配，

才能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在业态组

合中，主力店选择往往会成为商业开发的

重点，因为主力店需具有极强的号召力，

促进人气集聚，释放广告效应和收获经济

效益，成为商业整体业态活力的源点。同

时，不同的业态组合会体现地铁商业的不

同定位。一般而言，丰富而合理的业种和

业态组合更能实现地铁商业的“留人”功

能。将商业定位与业态组合实现良好的衔

接，才能将商业的整体形象展示出来。许

多地铁商业在发展史上都有着不断调整商

业定位与业态组合的经历，这是地铁商业

产生的集聚效应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

地铁商业未来所必须进行的抉择。

2.地铁商业差异化发展的状态将逐步

显现

地铁商业的集聚效应使商业在城市

实现高度集中而形成一种城市商圈网，当

性作用来达到最佳的商流、人流的效果，

是区域商业持续繁荣的核心要素。 地铁

商业的业态组合与选择要考虑区域范围内

的商业发展基础条件、有效购买能力、周

边商业环境、地铁与商业的距离等有效衔

接，当前地铁与商业业态的联接方式大致

如表5所示。

（二）地铁商业发展的主要趋势

�.商业定位与业态组合选择将更受重视

随着城市商业发展，同质化在竞争过

程中将会越来越显示出不利于地铁商业的

成长壮大的状态，地铁商业必然面临着商

业定位和业态组合的问题。现代商业普遍

表明，商业定位在某种意义上重要程度高

于地段位置，尤其是在同质化发展较为普

遍的今天，只有达到定位准确，才能实现

地铁商业的繁荣，很多地铁商业都在发展

 
图3 地铁商业发展与主体业态的对应关系

表5 地铁商业业态选择

地铁商业位置 业态选择

地铁站厅内 小型连锁业为主

地铁过道
地下部分

（1）大型商业设施的一部分，如超市与便利店、批发市场、百货商场、购物
广场等的出入口，利于客流筛选；（2）小型店铺，通常数量较少；（3）地
下商业街或地下商城。

地铁出口
（1）与商业街、商圈等相联系，将人流向地上商业输送，业态上体现出多样
化组合的特点，业态选择上侧重于商圈的总体定位。（2）与商场直接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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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进一步发展，“商业均等化”效应进

一步凸显之时，本地客流的流动将会降

低，此时城市商业如果不能及时吸纳外界

人口，则必须通过差异化来促进客流的流

动，以维持城市商业的活跃，不能有效实

施差异化战略的地铁商圈，将会面临生存

的问题。

以香港为例，地铁通车之前已出现零

售业高度集中的购物街区，如港岛英皇道

和九龙弥敦道，商业集聚现象十分明显，

但当地消费者跨区购物现象却并不是特

别普遍，因为交通条件的限制也同时促进

了能够满足消费者就近消费的区域零售商

业，除集聚效应特别明显的英皇道和弥敦

道外，其他地区的零售商业面积表现得较

为平均，但随着地铁的发展，消费者跨区

购物现象迅速发展，地铁商业从传统商业

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快速发展，地铁沿线

约30个购物中心可占据香港购物中心总数

的3/5，地铁对购物中心开发的影响甚大，

同时，如此多的购物中心也使得消费者在

一定程度上沿地铁线路进行分散，易于在

近处实现购物目标。

内地与香港的不同之处在于，香港

消费者来自世界各地，香港商业对外来消

费力量的依赖程度较大，能够支撑数量较

多的地铁商业的发展。而我国内地大部分

城市能够吸引的外界消费有限，对当地客

流的依赖极大。只有差异化的发展定位才

能够实现客流的交替，成为长期发展的动

力。此外，地铁商业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

演化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

只有差异化的实现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

程，也是地铁商业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

3.由地上空间开发开始转向对地下空

间开发的重视

地下附属空间可进行大量以地铁站

为枢纽的综合节点线性开发， 在商业上

具有许多有利条件。如较为固定的大量

人流、完全步行化的空间、不受气候影响

等，理论上会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但事

实上却往往处于附属商场地位或穿越过

道，未能如想象中体现出良好的效益。

根据一般的规律，城市化后期，地上

空间不足，才会考虑发展地下空间。地下

商业项目需要提供几个动力，一是交通优

势，二是更方便，三是弥补地上的不足，

有特色吸引力。当地上空间被充分开发且

不能满足商业发展需求时，地下商业的开

发将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当前大部分的

地上商业都未得到充分开发，因此，地下

商业的定位大多是为了弥补地上商业的不

足，个别地上商业的地理空间开始受限，

出现了地下空间的开发需求，但总体而

表6 部分国家/地区的地下商业定位选择

国家 单位/站点 定位

日本 东京地铁公司
商户选择和商品结构安排上，突出时装和时尚性，ECHIKA地下商
场为例，着力服装、日用、化妆品、配饰、美容店之间的结合

香港
铜锣湾时代广场
“时代便利集”

瞄准大众消费者，中西特色餐饮、休闲娱乐、便民超市、服装饰品
等

巴黎 地下超市 百货、报刊、图书、音像、饮食、礼品、服装鞋帽等

上海市 人民广场站
消费群定位为高端白领，引入高档时尚生活品牌，构建互动的体验
型地铁商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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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与国外相比，我国地下商业仍未达到

能够成为城市商业重心的地位（表6）。

四、广州地铁商业的发展历程及
经验启示

（一）广州地铁商业的发展现状

广州具有“千年商都”的历史文化积

淀，近年广州商业的崛起和辉煌，与地铁

商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地铁商业在

广州商业总体中的地位变得尤为重要，自

1997年广州第一条地铁线路开通至今已有

14年的时间，至2011年，广州地铁已有8

条线路运营，运营里程接近260多公里，

在当前我国已开通地铁城市里排名第三，

到2012年广州计划实现300多公里里程的

运营，远期规划中，计划实现600多公里

的里程，地铁将会对城市交通格局和城市

商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当前我国部分城

市地铁线路与运营里程如表7所示。

广州地铁发展速度加快，地铁商业进

入黄金增长期。2010年上半年，地铁商业

面积占整个广州市商业面积的13.5%，地铁

表7 当前我国部分城市地铁线路与运营里程

城市
线路数
（条）

站点数
（个）

运营里程
（公里）

2010年人口
（万人）

2010年GDP
（亿元）

上海 12 288 462.6 1660 16872

北京 20 198 336.6 2100 13777

广州 8 153 259.44 1270 10604

深圳 5 114 156.16 1035 9510

天津 2 36 71.6 1299 8224

南京 2 57 83.96 800 5080

成都 1 17 31.6 1404 5500

沈阳 1 22 27.9 810 5015

注释：本数据截止2011年上半年。

商业零售额占整个广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1184.9亿元）的31.4%，地铁人群每月

在地铁周边的直接消费达718.8元/人。 地

铁商业为广州零售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

地铁的开通带动了站点周边部分地区的

商业、商务、居住、娱乐设施等的集中分

布，推动了城市发展格局的改变，大型商

业中心都逐步显示出向地铁站口集中的趋

势，一些著名商业单位都在积极筹划将自

身的商业物业与地铁站口相联系，拉近与

地铁的距离，以实现进一步发展。广州市

所形成的部分著名地铁商业圈发展情况如

表8所示。

地铁商业见证了近几年广州商业的

腾飞，并造就了中国最先进的、最有代表

性的带状地铁商业集群——天河商圈、岗

顶商圈。从地域上看，天河路东西走向，

路北一侧为广州购书中心、维多利亚广

场、天河体育中心，太古汇，路南则有中

怡时尚、天河城、正佳广场、万菱汇；再

往东延伸，广州电脑城、南方电脑城、颐

高数码广场、天河娱乐广场、摩登百货等

均已进入成熟期，当前万菱汇的开业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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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发展作为极其重要的因素考虑在内。

综观广州地铁商业的发展路径，可总

结出以下特点：

�.地铁成为商业发展的重要助力，商

业发展逐渐沿地铁线形成集聚分布

广州地铁商业已构成了城市商业的主

体，城市商业沿地铁线路分布的趋势越来

越明显。在城市规划初始阶段各方并未预

料到地铁对商业的影响，地铁建成以来广

州商业发展发生了巨大调整，地铁商业对

广州传统商业布局形成了巨大冲击，而在

意识到地铁对城市及商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之后，地铁与商业的结合程度大大提升，两

者之间密不可分，地铁商业圈的发展引人

瞩目。从当前发展情况来看，人们所熟悉的

发展水平较好的商圈都位于地铁周边。

一号线使得处于衰退的北京路商圈焕

发生机，使得中华广场商圈旺了起来，令

商业相当薄弱的芳村批发市场商圈发展壮

大；二号线不仅稳定和进一步盘活了流花

商圈，还带旺了江南西商圈、中大布匹市

表8 广州市部分著名地铁商业圈发展情况

名称 地铁站 主力终端店 定位 特色

天河商圈
体育西路
体育中心

天河城、正佳广场、广百
中怡店、天河又一城

广州最尖端的商
业形态

广州最丰富、最立体的业
态组合

中华广场
商圈

烈士陵园
中华广场、流行前线、地
王广场、海印东川名店运
动城

时尚潮流一站式
商业体

以潮流消费、青少年集聚
为特点，不以名牌见长，
侧重潮流和专业数码市场

岗顶商圈 岗顶
摩登、天娱、百脑汇、总
统数码港、太平洋、南方
科技、天河电脑城、颐高

时尚数码 数码特色商圈

康王路商圈 陈家祠 新光百货、康王城 成熟社区型商圈 西关传统风情特色

江南西商圈 江南西
万国、广百、摩登、丽日
广场、江南新地

海珠区最大的传
统商圈

时尚百货通道式地下商场

环市东商圈 淘金
友谊商店、丽柏广场、世
贸新天地

世界顶级时尚聚
集地

广州高档消费和商务消费
的代表，集住宿、餐饮、
娱乐、购物、办公于一体

西方向连成一线。地铁体育西路站、石牌

桥站和岗顶站之间在地上商业方面实现了

贯通，公交路线更是密集汇聚。从单个商

圈的总面积看，远远高于深圳的东门、华

强北，还大于上海的徐家汇、淮海路、南

京路步行街及北京的西单、王府井与CBD

核心商业区，天河商圈已成为囊括众多业

种、地上地下商业丰富、包容各种业态的

名副其实的超大型现代地铁商业代表。

同时，地铁商业也见证了广州新兴商

业形态的成长，1996年天河城作为中国大

陆最早的SHOPPING MALL之一，在1997年

地铁通车之后开始实现跨越式的成长。地

铁是广州新兴商业的见证者。如今，广州

已形成数量众多的大型商业形态，超市、

便利店、购物中心等琳琅满目，代表性的

商业企业有：天河城、正佳广场、广百百

货、摩登百货、中华广场、友谊商店等，

这些本土企业得地利之便，实现了迅速崛

起，当前正在逐步进行地域上的扩张，而

在扩张模式选择及扩张选址方面，已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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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商圈和客村商圈；三号线的开通，则造

就了未来最有前途的番禺商圈。

地铁对商圈发展的带动作用，在各个

商圈发展史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对比广州

大型商圈在发展历程上的关键成长点，无

一不与地铁的发展相关。而在交通上发展

较为滞后的老城区商圈，则在发展上也呈

现出发展滞后的现象，或被后起之秀抢占

先机，或明显出现客户流失，甚至出现大

幅的衰落，种种迹象都使经营者开始重视

地铁交通的力量，关注地铁交通对城市商

业的助力作用。

2.地铁商业对商业格局变化冲击大，

核心商圈处于不断发展与调整之中

在商业发展程度很高、竞争极为激烈

的广州，商业格局的变化也从来没有停止

过。从城市整体发展来看，城市商圈必然

存在核心商圈、次级商圈和边缘商圈，商

圈也存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能够与消

费需求相适应的商圈将会获得更好的发

展，而不相适应的商圈则会逐渐没落。综

观广州地铁商业发展历史，地铁商业的定

位与转型一直都处于不断的探索之中，地

铁商业对广州商业格局变化起到了巨大的

 
图4 广州地铁沿线商圈分布

五号停机坪
购物广场

火车站商圈

环市东商圈 天河路商圈

珠江新城商圈

中华广场商圈

客村商圈
中大布匹商圈

北京路商圈康王路商圈

上下九商圈
江南西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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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作用。

在广州市的商业历史传统中，传统的

商业布局在珠江以北，而河南商业则处于

长期落后的状态，河南人到河北购物，是

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习惯。而广州市

的地理分布呈沿珠江东西走向，广州市的

城市发展路径与商业分布在一定程度上与

广州市的地理分布十分契合。而地铁商业

对广州商业格局冲击甚大，原城市商业中

心中，西堤已风光不再，北京路无法一枝

独秀，上下九定位下移，而天河商圈则迅

速成为广州一个新的城市商业中心。

与广州市传统商业格局相比，地铁交

通的便捷和快速大大促进了广州商圈的格

局调整。北京路、上下九等商圈在地铁商

业发展之前一直处于广州商业的领头羊

地位，在地铁商业发展以来，造就了包括

天河商圈、东山口商圈、中华广场商圈、

北京路商圈、康王路商圈、上下九商圈、

江南西商圈 、岗顶商圈、环市路商圈等

在内的9个大型新老商业圈，成为广州市

商圈的典型代表，同时也促进了其他处于

发展过程中的商圈的形成。以天河城商圈

为例，天河城商圈是最早的地铁带动商业

发展的证明，从经营惨淡到如今的华南第

一商圈。在天河城的发展进程中，地铁促

进了商业集聚的形成，天河城商圈发展到

现在的商业风向标地位，将高端定位与业

态组合作为商圈的主要特色。相形之下，

广州大道北商圈、番禺广场商圈、芳村商

圈、白云新城商圈等都处于发展过程之

中，仍需不断进行定位调整，适时转型，

实现更好的发展。

3.地铁商业引领“千年商都”，促进

广州整体商业升级与发展

广州有着浓厚的商业历史，商业立

世，是广州千年商都的根本。当前，广州

的商业形态正在发生着剧烈变化。地铁商

业正在促使城市商业从“一站式消费”到

“商圈式消费”、“商业带式消费”过渡，

人的消费空间变大，消耗时间变小，商业

形态也因为地铁经济的出现而更加繁复成

熟。凯威尔和肖(Kivell＆Shaw)认为，商业

业主之所以倾向于聚集，很大程度上是受

顾客需求多样化的影响，即随着需求的多

样化，商品零售者很可能会聚集在一起。

地铁站点凝聚而来的各类商场形成有性格

有特色的商圈，带动起“商圈式消费”，

有利于城市商业中心由“单中心”向“多

中心”转变，全面促进城市商业发展。

地铁商业所带来的商业集聚对商圈的

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地铁所带来的

人流转化为消费力，从而吸引商业入驻，

具有一定辐射范围的重点商业网点集中于

商流、客流、物流的中心所在地。随着商

业聚集地的辐射范围不断扩大，容量不断

变大，商业网点不断增加，业种业态不断

完善，商圈就形成了，如图5所示。

地铁商业对消费半径的扩大有重要

作用，规模化的商业气氛将会依托地铁

而逐渐形成，地铁逐渐超出交通概念范

畴，演变为城市商业概念，由于地铁的发

图5 商业集聚与商圈的关系

商
业
聚
集

业种业态不断完善

商
圈

辐射范围不断扩大

容量不断变大

商业网点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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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城市商业网点得以有效衔接，商圈能

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逐渐成为商业发展的重点。以天河商圈为

例，从西向东形成了商贸业、电子业的多

样化衔接，每个大型商业设置都有其不同

的定位，商圈整体上实现了商业形态的组

合与商业定位的转型，功能上实现购物、

餐饮、娱乐百花齐放的转型。中华广场商

圈中，中华广场也曾存在商业定位模糊、

业态布局混乱、品牌结构散杂等特点，经

过重新调整，定位为以高端时尚潮流活动

力为鲜明主题的大型购物中心，与周围业

态融合较好，从而实现了地铁商业圈的突

破。当下，地上商业与地下商业联动发展

的态势更加明显，商业形态的互补为地铁

商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对商

业形态组合与商业定位的互补起到了极大

的优化作用。地铁商业对广州商业整体的

升级与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4.地铁商业发育成长迅速，推动广州

商业的繁荣

地铁商业对城市商业的发育成长具有

重要贡献。广州地铁商业的发育成长模式

可分为三种：中心企业带动模式、零售网

点带动模式和地铁与商业互动模式（如表

9所示），各种模式协调发展，使广州市

地铁商业发展迅速，对广州市商业的繁荣

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地铁商业发育成长模式与地铁商业的

发展基础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客流的消

费力及消费目的、地理因素、商业文化基

础、商业投资等有直接关系，而地铁所带

来的人流量是地铁商业客流量的基础，地

铁站口所指向的目的地代表了客流的主要

出行目的，地铁商业创造了大量的消费需

求。更重要的在于，推动了城市的转型，

对长期以来重工轻商的观念形成了冲击，

为广州市商业的繁荣与城市长期发展定位

的改变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广州市地铁商业存在的问题

�.交通发展与客流分布问题

广州的立体交通体系打造取得了很大

成效，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所未考虑到

的问题正在逐渐被重视，如城市的规划和

各部门的规划考虑交通时，逐渐将商业的

购物停车、购物用车、物流配送车考虑进

去。过去几十年广州重制造、轻商业，曾一

度忽略商业方面的交通考虑，未留过多的地

方停车，抢了其他规划的用地，这样就构成

了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不是一时可

以化解的，但当下正逐渐受到重视。

在客流上，当前广州中心城区，尤其

是天河路商圈的客流正在急剧分化。首

表9 广州地铁商业发育成长模式

模式 特征 示例

中心企业
带动模式

首先发端于一两家中心企业，随区域内中心店不断集聚发
展，各种业态店铺不断集聚，商品种类增加，吸引更多人流
与更多商业/商务入驻。

天河城商圈、五号
停 机 坪 购 物 广 场
（新兴商业）

零售网点
带动模式

区域范围内成员众多，但规模较小，主要满足区域内市场需
求，区域内自成一个完整的消费系统。

江南西商圈、客村
珠影商圈

地铁与商业
互动模式

原有大型商业街区为地铁站口吸引大量人流，同时地铁又进
一步促进商业区域内的人流集聚，两者形成互动式发展。

北京路商圈、上下
九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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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交通堵塞、车位短缺等问题凸显。

3.非理性因素对商业的影响广泛存在

广州市地铁商业开发经营中存在很

多的非理性因素。一是城市规划的因素，

导致城市配套与商业融合存在欠缺。如

珠江新城规划时对商业元素的考虑不足，

打着以金融为主的CBD，以跨国公司总部

为主的区域，不是中长期发展战略的必然

产物。二是在认识上概念上的崇洋心理，

盲目追求高端品牌，不符合商业规律和市

场规律，只要实现企业发展和城市繁荣即

可，发展框架无须太过一致。三是对顾客

消费心理的非理性把握，中华民族的消费

心理学与西方在一些方面是有所不同的，

“扎堆”是一个典型特征，以当前发展迅

速的地下商业为例，如果不能实现很好的

展示来吸引人，就不能达到将客流引到地

下的目的，造成商业发展不起来。非理性

的因素影响行业的健康发展，导致城市商

业资源的大量浪费和发展机遇的流失，面

对行业发展，必须保持理性态度，以生存

为基础，在此之上谋求发展。

4.地下商业开发超前与定位问题显著

广州目前地上空间开发尚且不足，远

未到地下空间大规模开发的阶段，但地下

商业开发项目却表现出迅速增加的现象。

广州当前发展不均衡，中心城市拥挤，周

边则发展不足，虽然香港也存在这样的现

象，但是两者之间城市化的进程和经济发

展不一致，不能相提并论。且大众的消费

习惯，并没有往地下消费的习惯。改变这

种习惯，广州地下商业开发曾有许多失败

的教训，如康王商业城、江南新地都经营

惨淡，而天汇城三改定位更名东方宝泰，

首创“非MALL”业态后才逐渐走上正

轨，动漫星城和地王广场，相比香港的地

先，广州本地的消费购买力一直都在外

流，珠三角经济实力强的人群中相当一部

分人不在广州消费已形成一种惯性，很多

分流在香港、澳门及其他国家，所以留住

本地的高端购买力相当困难，不利于广州

高端商业的发展。其次，广州的城市化过

程正在快速向郊区化转型，在转型的过程

中，庞大的开车一族，已经开始脱离主城

区，转向郊区化消费，这个趋势会越来越

大，老幼等购买力不强的人会越来越多的

在中心城区。第三，广州商业的区域布局

与均衡发展当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

白云、黄埔、开发区等的弱化问题与如何

培育提升问题，老城区商业过度拥挤、发

展潜力不断枯竭及活力再造问题等。

2.商业文化与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当前广州在商业文化方面的缺陷较为

突出，缺少中长期发展战略，盲目跟风现

象普遍。同质化问题的背后，是缺少自主

发展意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企业普遍缺

少创造，文化缺陷明显。如品牌问题，外

资品牌在广州的扩张力度明显，而本土品

牌则处于弱势地位，商业文化的行业缺陷

表现突出。

在商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项目的公

益性和私人性问题突出，商业基础设施是

城市商业文化实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商

业广告为例，香港经验认为如果没有四五

层高堆出来的广告，就没有城市的商业繁

荣；而北京市的教训则是不应该拆除广

告，广告分为公益广告和非公益广告，还

包括由私人企业承担的公益性广告，其中

的投资与利益分享之间的平衡很需要合理

把握。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相关部门

在进行城市规划时，没有把商业的购物停

车、购物用车、物流配送车等考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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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商业，人气还是稍显不足，仅有流行前

线、天河又一城、景点商业街的发展相对

顺利，而这是它们与成熟的商业环境互补

发展的结果。广州城市商业的发展现阶段

尚未达到大规模开发地下商业的程度，地

上商业的完善程度仍存在很大空间。

地下商业可随着地铁商圈的成熟，

把所在商圈的内在潜力激发出来。但地下

商业开发从来都比地上商业开发难，地下

商场更需要清晰的定位，商业规划一定要

做好，停车场等配套设施也必须配备到

位，才能吸引人流。在地下商业的定位问

题上，地下的商业在规律上没有以走高端

的做法定位，在地下淘金的地方不符合人

的心理学，而方便性、实用性、灵活性是

地下商铺的最大特点，与地上商铺形成合

力，才能实现消费集聚与共赢发展。

（三）广州地铁商业发展的经验启示

�.地铁站口与周围环境相联合，促进

地铁商业网点布局

地铁站口与周围环境相结合，在交通

上，实现地铁与汽车、火车、居民区、商务

区等的有效衔接，使地铁商业能够拥有更

多的客源，形成地铁商业区，促进地铁商

业网点布局的发展；在用地上，重视地铁

站口周边地理空间的合理开发利用，统一

规划，合理发展，立足长远，为未来预留发

展空间；考虑商业发展的情况下，尽量把

地铁站口开到有人气、有商业氛围的地方，

科学布局沿线商业网点的数量、规模、配

套功能等。以广州二号线延长段的白云公

园站和飞翔公园站为例，现阶段看来，缺乏

商业氛围，但万达广场和五号停机坪将为

白云新城商圈注入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2.商业定位与业态组合相匹配，丰富

地铁商业经营机制

通过对地铁商业进行合理的定位，发

挥不同区域地铁商业的个性特色，实现广

州商业的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路径，形

成广州城市商圈相辅相成的发展路径，促

进广州地铁商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根

据地铁商业的定位，发展连锁超市、便利

店、百货、购物中心、专卖店等多种业态，

结合丰富的业种匹配，配合区域内的文化

积淀与商业积淀，打造特色化经营，增强

地铁商业的特色化吸引力，同时，鼓励多种

经营方式并存的发展方式，为地铁商业发

展注入活力，丰富地铁商业的经营机制。

3.城市规划与市场配置相结合，共同

推进地铁商业发展

地铁商业发展潜力非常大，尚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有待开发，城市规划应具有前

瞻性，充分发挥地铁对商业的正向作用，

同时将整个交通体系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合理规划路网系统，克服交通将人流直

接带走的不足，同时还要考虑购物广场与

道路的搭配，对预留发展空间问题、车流

设计、住宅布局，都需要清晰透明的信息

指引，实现地上交通与地下交通的合理对

接，将城市规划与地铁商业结合考虑，促

进地铁商业与城市发展方向的统一，保护

城市长远发展能力与投资主体的积极性，

遵循市场规律，适当引入竞争机制，形成

合理的业态结构，充分发挥地铁商业的作

用，同时避免恶性竞争。

（注：本研究报告是2010年度广州市商贸流通重点研究基地立项的重点项目的同名主报告，项目编

号：GZSM201003。本研究要感谢原天河城董事长禹来博士、羊城地铁报、广州地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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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 Station Commerce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Sprawl
Wang Xianqing

Abstract: Metro station commerce is a new type of business rises as the metro railway 

transport developed rapidly. Different in forms from business above the ground, it can be effec-

tively promoted only when it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re recognized.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tries to find out its evolution process, business orientations, special features, influencing factors, 

development patterns and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some world-renowned subway commerce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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