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售物业的品貭。我們熱愛這份事業，公司的非凡成
就即是最好的證明。每平方英尺的銷售額是衡量零售
業務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而塔博曼公司几十年來始
終是美国坪效最高的零售物业公司。

我們在物業開發與運營過程中所做出的每個決定都
源自一個努力目標，即突破一種我們稱之為“門檻
阻力”的障礙。這种障碍从生理和心理上阻碍着
消費者進入商店消費，也妨碍了零售商銷售額的增
長。我們始終站在零售商的角度充滿熱情地對待自
身的业务。

以往的成就令我們自豪，未來的機遇令更令我們
振奮。自塔博曼亞洲成立以來，我們已在中国、澳
门和韓國建立了穩固的新業務伙伴關系。亞洲的經
濟發展勢頭強勁，帶動零售消費迅速發展。憑借
在業內公認的專業水准，塔博曼必將為消費者、
零售商戶和地方社區提供优質的服務，並為投資者
帶來格外豐厚的回報。

凭借這一運營理念，我們与全球知名的零售商家建立了
良好穩固的合作關系，如 Dolce & Gabbana (杜嘉班納),
Diesel (迪賽), Forever 21, J. Lindeberg, MAX & Co. (麦克斯
蔻), Ben Sherman (賓舍曼) 及MAC (魅可) 等世界一流的
零售商均在塔博曼公司经營的購物中心內開设首家專賣
店或率先发布新概念產品。

我們希望与您一起共創未來。

使塔博曼脫穎而出的最關鍵因素還在於我們的人才—
我們的組織結構完善，擁有一大批開发、招商、市
場、運營和財务方面的專业人才。他們構成了塔博曼
的核心競爭力，从零售地產開发到運營管理不斷提升

Robert S. Taubman
董事長，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塔博曼購物中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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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博曼 (紐約證券交易所：TCO) 在美國從事創造卓越
購物環境的業務已多達66年。在公司成立後的
幾 十 年中，
“塔博曼”已成為高產出率和優秀規劃的
代名詞。

亞洲

董事長致辭

Starfield Hanam

塔博曼亞洲
從美國成功延續到亞洲

塔博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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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堅定地認為，零售業的成功經驗是世界通用的，零售地產開
發的成功經驗也可跨越不同國家和文化相互借鑒。塔博曼亞洲匯
集了租賃，招商，開發，運營管理和財務領域的專業人才，勢在
必行地將集團在美國的優勢移植到亞洲。

亞洲的經濟發展勢頭強勁，是塔博曼成長壯大的重要市場。為確
保整個地區的增長，我們的專家團隊已在這裡建立出色的發展平
台，為亞洲市場引進世界級一流的地產項目，與出類拔萃的企業
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夥伴關係，帶動零售消費迅速發展。憑藉在
業內公認的成功經營案例和持續不斷的成長經驗，再結合先進高
端的專業技術支持，塔博曼勢必將成為消費者青睞的首選。現在
正是塔博曼和零售地產行業發展最激動人心的時刻，我們將為合
作零售夥伴和服務供應商提供卓越品質的運營管理服務，帶動大
量的人流和銷售業績，共創美好發展藍圖。

Peter Sharp
塔曼亞洲總裁

亞洲

亞洲

塔博曼亞洲的成立是集團發展的重要布棋，為我們與中國，澳門
和韓國建立穩固的業務奠定基礎。我們在亞洲的業務將著重關注
在招商，開發，運營管理和租賃高品質及持續的零售地產項目，
充分發揮出塔博曼在美國強大的零售規劃設計，運營能力和卓越
不凡的零售關係優勢。

塔博曼亞洲滙集了
開发、招商、市場營銷 、運營管理和財务領域的專业人才
我們將把塔博曼在美国的優勢复制到亞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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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66年豐富經驗為指導，塔博曼為消費者，零售夥伴，生活社區
和投資者們創造了許多非同凡享的購物環境。我們的業務橫跨東
西海岸的主要市場，對象囊括美國地區及城郊購物中心，卓越的
表現使得塔博曼始終是美國坪效最高的零售物業公司。

Beverly Center

塔博曼出類拔萃的原因

Beverly Center
Starfield Hanam

我們擁有雄厚丰富的資源
我們根據所在市場的人口特征和項目具體特點來定位和
經營每一處物業

塔博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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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飽滿的熱情運營管理購物中心
我們与世界优秀的零售商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

亞洲

我們凭借在購物中心規劃上的不斷創新成為全球購物中心
的典範
City Creek Center

The Mall at Short Hill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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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我們通過卓越的規划來确保穩定的高產出率和經營效率

中國

1

作為進駐中国戰略的一部分，博塔曼亞洲專注于具有一定零售市
場基礎的主要城市，因為在這里更有利于我們打造獨特、高品
質、具有主導型的商业項目。這样既滿足了本地市場的需求，也
形成了塔博曼長期發展的戰略。

2

塔博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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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博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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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亞洲

中國市場正處於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階段—在政府拉動內需、抑
制儲蓄的長遠經濟發展方針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动下，消費市
場迅速成長，這一現狀對當地商業地產市場產生了巨大的影响，
使得商业項目在全国遍地開花。

3

1 熙地港(西安)購物中心
2 熙地港(鄭州)購物中心
3 新濠影滙(澳门)

熙地港(西安)購物中心

塔博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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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0家企业，打造
全新的購物商圈

王府井集團是中國大陸專注於百貨業發展的最大零售集團，也是當代中國商業
發展進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企業。目前王府井集團銷售網絡覆蓋全國七大經濟
區，已開設50家大型零售門店，涵蓋了百貨，購物中心，奧特萊斯等多種零售
業態，經營面積近200萬平方米。與王府井的合作夥伴關係為塔博曼亞洲提供了
中國市場和消費者特征的一手信息，從而更有效地將美國的成功經驗與本土智
慧相融合。
CityOn熙地港（西安）購物中心位於西安市新中央商務區和行政中心的核心地
段，總層數7層，主力店為王府井百貨。購物中心總出租面積達9萬餘平方米，
將850萬西安消費者帶來最全面的時尚，餐飲品牌以及國際一流的休閒娛樂業
態。購物中心雄心於具有戰略意義的西安城北新區，周圍有約9,200家企業，
其中包括30多家“財富”500強企業和近100家政府機構。購物中心於2016年4
月28日盛大開業。CityOn熙地港（西安）購物中心匯聚了快時尚，輕奢品牌以
及國內外知名設計師品牌和生活類品牌，其零售陣容能夠滿足西安地區消費者
的多元化需求。CityOn熙地港（西安）購物中心同時提供琳瑯滿目的西安及西
北地區，中國其他地區以及海外的美食，涵蓋不同價位的點餐與快速服務。同
時，CityOn熙地港（西安）購物中心還為西安家庭提供親子體驗，教育和娛樂
消費方式。
西安是兵马俑的所在地和重要的全球旅游目的地，每年可吸引擁有850多万常住人
口。西安人均可支配收入為中国西部地區之最，从而帶來了零售的繁荣。

項目名稱
熙地港(西安)購物中心

總出租面積
約975,000平方英尺/ 90,562平方米

位置
西安市未央區未央路170號

總層數
6+1層

主力店 货
王府井百貨
200多家國際，國內品牌，包括快時
尚，餐飲，娛樂休閒，親子

停車位
約2,200個
商業伙伴
塔博曼亞洲
王府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亞洲

业區核心位置，坐拥

塔博曼亞洲在中國大陸的首個項目是通過與中國最大的連鎖百貨集團之一 - 王府
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上交所證券代號：600859，下稱“王府井集團”）成立
合資公司來實現的。合資公司將擁有該物業的控股股份，並將負責管理這一購
物新地標：熙地港（西安）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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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雄踞戰略核心和商

熙地港(鄭州)購物中心
出租面積約一百萬平

的核心地段

熙地港（鄭州）購物中心面積約100萬平方英尺，主力店為王府井百
貨，這將會成為城市新興的經濟文化中心鄭東新區的核心。鄭東新
區聚集眾多國有企業與跨國企業的總部，也是鄭州最高檔住宅區的
匯集地。
鄭州拥有900多万常住人口，自2006年起，鄭州的零售銷售額年
增长率約達16%，是中国增长最快也是最具活力的零售市場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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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塔博曼

10

新興經濟文化中心

鄭州被稱為中國中部地區經濟發電站，現已逐漸成為中部地區下一
個高速發展的區域和最重要的經濟體之一。作為中國高速鐵路網絡
的中心，鄭州已成為中國交通運輸的中心之一 。

亞洲

方英尺，位於鄭州

作為塔博曼亞洲與王府井百貨鼎力合作的又一成果，熙地港(鄭州)
購物中心將被打造成為又一高品質的購物中心項目。

項目名稱
熙地港(鄭州)購物中心

總出租面積
約1,010,000平方英尺/ 94,000平方米

位置
鄭州市鄭州新區農業東路15號

總層數
5+1層

主力店
王府井百貨
200多家國際，國內品牌，包括快時
尚，餐飲，娛樂休閒，親子

停車位
約1,700個
商業伙伴
塔博曼亞洲
王府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預計開業時間
2017年春季

塔博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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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濠影滙成為亞洲最

位于华南珠江三角洲核心位置的澳门，近年來已快速成长為集娛
樂、酒店、購物于一身的亞洲首選綜合性旅游度假胜地，同時也
成為全球旅游经济增长最强勁的城市。2015年澳门共接待超過
3,070万的游客，博彩业營收超過美國拉斯維加斯的7倍。

亞洲

頂級的娛樂中心

澳门的地理位置极具優越，6,000万人只需3小時的陸路或水路
旅行即可到達澳门，超過30亿的人口只需5小時飞行也能抵達
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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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新濠影滙

路氹城位于氹仔島和路環路之间的填海區，已吸引了數以亿計的
美元投資來打造世界一流的綜合度假胜地设施，所帶來的变化令
人惊喜。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亞洲領先的綜合性度假村发展商、推出
新濠影滙，一间以荷里活电影元素為主題，集娛樂、酒店、餐
飲、休閑和購物于一体的綜合度假村。
新濠影滙購物大道將由塔博曼亞洲負責運營和管理，購物大道的
设計充滿時尚魅力，并為最具敏銳眼光和時尚品位的賓客引入精
致、高檔的世界潮流品牌。

地產項目名稱
新濠影滙

总建筑面積
約30万平方英尺/ 28,000平方米

地址
位于路氹城的黃金地段，臨近蓮花大桥
連接橫琴島的出入境檢查站及擬建的澳
門輕軌車站

发展商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休閑觀光
匯聚各類獨家特色的一流奢侈品丶珠寶
鐘錶及生活品牌，豪華酒店，世界頂級
餐廳，還有家庭娛樂中心及多用途綜藝
館，構成了這個觀光好去處

零售商
塔博曼亞洲

韓国
隨着經濟的迅猛發展，韓國如今已躋身世界經濟強國的第15 位。
韓國有近五千萬人口，其中一半以上居住在首爾地區。憑借着
國人對質量與品牌的卓絕感知力與欣賞力，韓國已成為塔博曼亞
洲頂級零售服務的理想選擇。

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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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1

1 Starfield Hanam

塔博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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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成為了全国
購物中心

該多層購物中心被打造成為韓國國內最大的購物中心之一，將
為消費者帶來全新概念的奢侈品購物體驗。新世紀百貨更是首
家進駐的主力店鋪。
購物中心還擁有各式各樣的文化、休閑和娛樂設施，可以為不同
年齡的購物人群帶來全新愉悅體驗，無論是家庭成員、青少年
亦或是眼光挑剔、品位一流的買家都可以在這裡享受到滿意
的服務。Starfield Hanam 毗鄰開闊的湖面，後有連綿群山，
風景宜人。与首尔的高速公路網絡直接相連，鄰近國家級旅游景
點，坐擁巨大國內外游客群體，將為商戶帶來無限商機。

亞洲

最大的超區域

塔博曼亞洲一直致力于在韓國零售業的發展，堅信韓國巨大
的發展潛力。因此，塔博曼亞洲已與世界知名的新世界百貨
(Shinsegae Department Store)展開合作，在這一充滿活力的
時尚之都共同打造世界級零售體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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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Starfield Hanam

項目名稱
Starfield Hanam

總出租面積
約1,700,000平方英尺/152,000平方米

位置
韓國京畿道河南市新場洞228號

總層數
3+3層

主力店
新世界百貨
300多家國際、國內知名品牌
超市、餐飲、影院、水療及娛樂設施

停車位
約6,000個
商業伙伴
塔博曼亞洲
新世界百貨有限公司

塔博曼展示廳
超過65年來，塔博曼始終致力于打造世人矚目的零售購物圣
地，為顧客提供購物、餐飲和娛樂体驗的同時，也為零售商户
提供了蓬勃的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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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亞洲

4

這里列舉了塔博曼一系列廣受歡迎的購物中心類型，其
中包括綜合型購物中心、城市中心區高端購物中心、市郊
購物中心以及露天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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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Beverly Center (CB)
The Shops at Belmond Charleston Place (LC)
Cherry Creek Shopping Center (CB)
City Creek Center (CB)
Country Club Plaza (UJV)
Dolphin Mall (CB)
The Gardens on El Paseo and El Paseo Village (CB)
Fair Oaks Mall
Great Lakes Crossing Outlets (CB)
The Mall at Green Hills (CB)
International Market Place, Hawaii (DV)
International Plaza (UJV)
The Mall of San Juan, Puerto Rico (DV)
The Mall at Millenia (UJV)
The Mall at Short Hills (CB)
Stamford Town Center (UJV)
Sunvalley Shopping Center
Taubman Prestige Outlets Chesterfield (CB)
Twelve Oaks Mall (CB)
The Mall at University Town Center (UJV)
Waterside Shops (UJV)
Westfarms (U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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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 UJV LC DV 		

Consolidated Businesses (10)
Unconsolidated Joint Ventures (9)
Leased Center - No Ownership (1)
Development - Projects under construction
or expected to begin construction (2)

綜合型購物中心項目
城市溪流中心

亞洲

美國猶他州鹽湖城
進口品牌：Nordstrom (諾德斯特龍百貨)，Macy’s (梅西
百貨)，Apple (蘋果)和 Michael Kors (邁克高仕)

塔博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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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心區高端購物中心

市郊購物中心

2

美年購物中心

1

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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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山購物中心

2

3

3

美國新澤西州短山
進駐品牌：Neiman Marcus (尼曼百貨)，Nordstrom (諾德斯
特龍百貨)，Saks Fifth Avenue（薩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貨)，
Bloomingdale’s (布魯明戴爾百貨)，Macy’s (梅西百貨)，
Max Mara (馬絲瑪拉)，Saint Laurent (聖羅蘭)，Giorgio
Armani (阿瑪尼)， Hermè (愛馬仕) 和 Cartier (卡地亞)

亞洲

進駐品牌：Neiman Marcus (尼曼百貨)，Bloomingdale’s
(布魯明戴爾百貨)，梅西百貨，Prada (普拉達)，
Diesel (迪賽) ，Emporio Armani (安普里奧·阿瑪尼) 和
Sephora (絲芙蘭)

亞洲

進駐品牌：Bloomingdales (布魯明戴爾百貨)，Macy’s
(梅西百貨)，Salvatore Ferragamo (菲拉格慕)，
Gucci (古馳)，Fendi (芬迪) 和 Burberry (博柏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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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佛利購物中心

1

露天購物中心

亞洲

鵜鶘灣購物中心

1

1

1

美國佛羅裡達州那不勒斯
進駐品牌：Saks Fifth Avenue (薩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貨)，
Nordstrom (諾德斯特龍百貨)，MAC (魅可)，
Banana Republic (香蕉共和國)，Burberry (博柏利) ，
Gap (蓋璞)，Gucci (古馳)，Kate Spade New York
(凱特·絲蓓) 和 Ralph Lauren (拉爾夫·勞倫)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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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博曼總公司
美國密歇根州布隆菲爾德山長湖東路200號
48303-0200
電話：+1 (248) 258-6800
www.taubman.com

亞洲

塔博曼亞洲
香港
香港鰂魚涌太古坊華蘭路18號
港島東中心63樓6311室
電話：+852 3607-1333

塔博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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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
韓國首爾市中區乙支路66號Ferrum Tower12層
100-210
電話：+822 6353-8600
北京
中國北京市東城區東長安街1號
東方廣場西三辦公樓806室
郵編：100738
電話：+86（10）8522-1998
上海
中國上海市靜安區南京西路1601號
越洋廣場37樓3703室
郵編：200040
電話：+86（21）6288-1662
鄭州
中國河南省鄭州市鄭東新區農業東路15號
CityOn熙地港購物中心四層管理辦公室
电話：+86（371）8600-2628
西安
中國陝西省西安市經濟技術開發區未央路170號
CityOn熙地港購物中心六層管理辦公室
电話：+86（29）8653-3666
澳門
澳門路連接公路新濠影匯購物大道
2019號店購物中心管理處
电話：+853 6504-5566
www.taubmanasia.com

塔博曼為購物人群、零售商戶和
社區居民創造卓越的零售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