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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commerce is important for urban commercial space,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There are several problems on community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Yanta district, such as low level of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the consumer demand 

cannot be satisfied, community safety can not be guaranteed and so on. Community commercial 

enterprises should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O2O 

management mode and other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community should 

establish service window and platform, by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with good reputation for the 

enterprise community business development esc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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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社区商业是城市商业空间的一个重要层次，也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雁

塔区社区商业发展中存在产品差异化程度低、难以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社区安全难以保障等

问题。社区商业企业应该采取提高产品差异化程度，引入O2O经营模式等措施来提升服务品

质；社区应该建立服务窗口和平台，通过加强与信誉度好的企业合作为社区商业发展保驾护

航。 

1．引言 

社区商业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商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已经

成为一项关乎社会和谐、环境宜居、社会保障重要的民生工程。我国城市商业建设进程主要

经历了城市中心商业，区域中心商业集中建设的发展阶段，但城市社区商业还是和城市商业

发展状况和整体市场发展水平不相符。城市的社区商业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商业发展结构、

完善社区服务功能和谐组合的发展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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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区商业概述 

2.1  社区 

社区是若干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个领域里所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

集体，是社会有机体最基本的内容。按照社区形成方式划分，可分为自然社区和法定社区。

按照社区功能来划分，可以将社区分为：专能社区和综合社区。按照社区地理环境来划分，

可以把社区分为平原社区、山区社区、高原社区和海滨社区等；按照社区的发展模式来划分，

可以把社区分为大型社区、中型社区、小型社区和微型社区等；按照社区发展水平来划分，

可以将社区分为传统社区、发展中社区、现代社区或发达社区。 

2.2  社区商业 

社区商业最早于20世纪50年代出现于美国。国外的社区商业主要表现类型则主要以购物

中心的形式出现。购物中心是一个由零售商店及其相应设施组成的商店群，一般都拥有宽敞

的地上地下停车场，位置一般靠近繁荣的公路主干道，便于顾客购物，逐渐成为一种现代的

零售方式和社区发展的模式。目前，我国社区商业主要表现形式主要是以在历史上就已经形

成的沿街商铺为载体，大多通过零售的经营方式，从事社区内的商业经营活动，由于缺乏统

一规划，业态档次均处于较低水平，且社区商业功能不够健全。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特别

是商业房地产的逐渐成熟，社区商业发展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国内出现

了一大批“购物中心”、“生活广场”、“娱乐休闲一条街”等众多社区商业项目，向为社

区居民提供更高端和优质的服务的方向发展。 

3．西安市雁塔区社区商业发展现状与问题 

3.1  西安市雁塔区社区商业发展现状 

 

目前，雁塔区社区商圈主要分布在雁塔区的中西部等率先发展起来的区域，南门、小雁

塔、南稍门商圈相互交错，形成较为有规模的商圈集合。而小寨商圈、吉祥村商圈、大雁塔

商圈等则相对独立，没有形成相互交错，相互影响的大型商圈。而新兴的曲江新区的商圈分

布独立且商圈数量少。整体来看，雁塔区社区商圈分布呈现为区域内东西分布差异大，商圈

数量和规模各地区都存在较大的差距。雁塔区社区商业类型分布主要以休闲娱乐为主，达到

了总量的近三分之一。其次是餐饮服务、超市百货、企业。而医疗服务、银行服务、教育机

构的数量都相对较少。整体来看，目前雁塔区社区商业的主要类型是小型分散式零售模式，

还没有形成大型集中式供销的方式。 

3.2  西安市雁塔区社区商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3.3.1 产品差异化程度低，难以满足社区居民消费需求 

目前社区商业的类型主要有8类，餐饮服务占比较大，医疗、教育、休闲娱乐等占比较低，

难以满足社区的不同需求。且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同质性过强，选择的余地小，经营的主要

形态小商品经营，难以形成大规模的经营模式。只能满足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最基本需求，

难以满足社区群众更高的大型购物需求。当居民想要购买大量的商品时，居民更宁愿选择更

远，商业类型更多，商品更丰富的区域进行购买。而由于大量客源的流逝，社区商业类型更

新的动力不足，进一步制约了社区商业的发展，产品的差异化程度难以提高。 

3.3.2 社区商业化程度加强，影响社区居民生活环境 

社区是居民日常生活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希望的得到的是舒适，安逸，便利的生活环境。

而商业的进驻，势必会带来繁华与嘈杂。社区居民一方面希望商业进驻社区，为他们带来更

加丰富的产品和服务，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又不希望社区商业的发

展打破他们舒适，安逸的生活环境。成为了制约社区商业的发展的一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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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商业企业进驻社区，社区安全保障难以满足 

社区商业的发展离不开商业企业对社区的进驻，而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消费者，企业的不

断壮大，顾客的范围会越来越广，数量会越来越多。发展社区商业，随之而来的是社区的人

员构成会逐渐变得复杂，社区事务也会越来越多，不仅给社区的管理增加难度，而且会让社

区居民的居住安全感降低，影响社区的居住的舒适感和幸福感。 

3.3.4 产品差异化程度低，难以满足社区居民消费需求 

社区商业的发展是伴随经济的不断发展，社区的不断壮大而发展起来的。而在一个新社

区刚刚建设的时候，难以考虑到后期社区商业发展的需求和规划造成了在后期一些企业在入

驻的时候，侵占了社区的居住区或绿化区，造成了社区的不合理布局，影响了社区居民的生

活秩序。尤其是一些比较老的社区，在社区规划方面则更为落后，没有意识到社区的一些规

划布局的出发点是便民和利民。造成了商业企业的进驻，不仅没有给社区居民带来更多的便

利，而是更多的不方便和正常秩序受到影响的局面。 

4．西安市雁塔区社区商业发展问题的解决路径 

4.1  企业在社区商业发展中的转变 

4.1.1提高产品差异化程度，丰富产品消费类型 

社区商业经济，作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形式与成果之一，在满足社区居民需要的

同时，需要在开展品牌化战略的基础上，积极地鼓励各种经济形式做出不同的创新尝试，完

善特色服务客户定制，由于居民商业需求的多样性，对各种商品与服务的需求有更加精确的

衡量，居民的商业需求从被动接受，向积极主动与量化确定的定制服务发展。 

4.1.2引入O2O的经营模式，拓宽社区商业发展渠道 

随着网络及智能手机的日益普及,我国网民数量尤其是移动网民数量呈爆炸式增长，且逐

步向高年龄段扩散。这就给大型社区利用移动互联网发展商业创造了契机的同时也奠定了深

厚顾客基础。社区商业是一种强调区域性的商业模式，对于O2O电子商务的模式具有天然的

适应性。对社区商家来说，O2O模式要求消费者利用互联网支付，商家可以直观的通过客户

购买信息了解消费者的购物信息，为商家收集消费者购买数据提供了渠道，进而使商家能够

更好的了解消费者需求，从而达成精准营销的目的，更好地维护并拓展新客户。对社区居民

来说,O2O电子商务经营模式，可以购买到品种丰富、内容更加全面的产品，成功筛选并订购

符合自身需求的商品或服务。 

4.1.3便民利民诚信经营，积极参与社区服务和建设 

社区中的企业，不能仅仅以盈利为目的。还要充分做到便民利民，在提供商品和其他服

务时，要竭力以社区居民的真正需求为经营活动的出发点，最大限度的提供社区居民真正需

要的商品和服务。同时，社区商业企业，还必须积极参加社区的建设和社区服务。只有积极

参与，才能在日常生活中深入了解到社区居民最为真实的想法，了解到他们最真实的需求和

对社区商业发展的期望。 

4.2  社区在社区商业发展中的转变 

4.2.1建立服务窗口和平台，让产品和服务直接面向社区居民 

社区、居民和企业是构成社区商业的三大要素。社区在社区商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小觑。

作为社区商业中链接社区和消费者（社区居民）的中介，社区应该建立更加方便社区企业经

营活动的服务窗口和信息平台，给社区居民提供更多样，更优质的商品和服务，同时能够让

企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能够直接在社区中面向社区居民，方便社区居民能够更加直接的接受

到产品和服务。在社区商业发展的过程中，社区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鼓舞窗口和平台，让产

品和服务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面对消费者，才是社区发展的关键。 

4.2.2选择信誉良好的企业合作，加强企业的宣传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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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商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发展。社区作为一个与普通市场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商业

圈子，怎样用商业企业的发展来推动社区商业的发展，社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显得尤为重

要。社区既不能为了社区商业的发展，对进驻的企业不加以选择；也不能为了保证社区的稳

定性，就将所有企业拒之门外。在发展社区商业的过程中，社区应该在所有想要进驻社区的

企业中，对企业的综合状况进行评估，尤其是企业的经营能力和企业的信誉，选择经营能力

强，发展潜力大，信誉良好的企业进行合作。将更好的产品，更优的服务，提供给社区居民。

同时，社区要搭好企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桥梁，做好企业宣传的平台，让企业提供的服务和

产品能够深入到每一个社区居民心中，降低企业与社区居民之间的隔阂，以免造成因为信息

不对称，而引起的企业亏损和居民的不满。 

4.2.3优化社区商业的管理，保障社区居住环境和居住安全 

在社区商业发展趋势已经势不可挡的今天，不让企业进驻社区已经不可能。所以，社区

必须做好对企业的管理工作，在保证社区居住环境和社区安全程度不降低的条件下，发展社

区商业。社区必须制定相关的规定来约束企业的行为，在新企业进驻的时候，不能让企业侵

占了社区的居民住宅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区域，从源头上保护好社区的居住环境。 

3.3.4 产品差异化程度低，难以满足社区居民消费需求 

社区商业的发展是伴随经济的不断发展，社区的不断壮大而发展起来的。而在一个新社

区刚刚建设的时候，难以考虑到后期社区商业发展的需求和规划造成了在后期一些企业在入

驻的时候，侵占了社区的居住区或绿化区，造成了社区的不合理布局，影响了社区居民的生

活秩序。尤其是一些比较老的社区，在社区规划方面则更为落后，没有意识到社区的一些规

划布局的出发点是便民和利民。造成了商业企业的进驻，不仅没有给社区居民带来更多的便

利，而是更多的不方便和正常秩序受到影响的局面。 

5．结束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社区的兴起和发展，原有的社区商业已经不能满足社区居民的生

活需求。如何推动新型社区商业的发展，以及推动旧的社区商业模式的转变成为了未来社区

商业发展工作的重点。尤其是如何处理好社区，居民，商业企业三者的关系，使三者能够达

到和谐统一的发展，更是成为了社区商业发展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企业和社区只有真正以满

足最广大社区居民的需求为根本出发点，才能真正意义上促进社区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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