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变，郑州紧瞄国际商都新定位
□本报记者 万军伟

逆势上扬 成绩单成“国际商都”强支撑

今年2月，郑州市市长马
懿提出，新的一年，郑州市要
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以
国际商都建设为统揽，紧紧围
绕“三大一中”战略定位，着力
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
实施开放创新双驱动，努力实
现“十三五”良好开局。

早在今年 1 月 5 日至 10
日，郑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体
（扩大）会议上，《郑州建设国
际商都发展战略规划纲要（讨
论稿）》提出，到2049年，也就
是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郑州
将要打造成为以国际物流中
心为基础的国际性工商业中
心城市，建成国际化大都市。

按照新蓝图，到2049年，
城市综合实力达到目前世界
最先进城市的发展水平。届
时，郑州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
到5万亿左右，城镇化率达到
90%以上，成为通达全球的国
际物流中心，有高端高质的现

代产业体系，是国际知名的现
代化大都市。

郑州要建成以国际物流
中心为基础的国际性工商业
中心城市，纲要明确提出“三
步走”战略：

第一步，“十三五”期间，
强力推进开放综合枢纽建设，
全力打通国际通道，成长为知
名国际物流中心；

第二步，到2030年，努力
成为亚洲知名的经贸中心城
市，打造国际产业集聚高地，
在全球供应链、销售链、物流
链、服务链中占据重要位置；

第三步，到新中国成立一
百年时，产业结构实现高级
化，城市建设实现现代化，软
实力和国际化水平大幅提升，
全面建成国际商都。

“按照郑州国际商都建
设规划，要遵循规律，牢牢把
握三大核心要点：一是坚持
口岸为先，开放带动，持之以

恒抓好现代化立体综合枢纽
建设；二是坚持产业为基，创
新引领，持之以恒抓好现代
化高端产业体系建设；三是
坚持城市为本，持之以恒抓
好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
以此筑牢郑州走向国际商都
的发展基石。”郑州市政府有
关人士表示。

具体而言，五大战略支
撑、十大突破性工程，将成为
郑州国际商都的建设新内
容。比如，从战略上，要努力
建成通达全球的国际物流中
心、高效开放的综合商贸平
台、辐射强劲的现代服务业
中心、优势明显的先进制造
业基地和繁荣宜居的国际化
大都市；再比如，从突破性工
程上，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工
程、多式联运枢纽工程、物流
信息枢纽工程等，将形成郑
州的战略核心优势和全面领
先地位。

1月25日，郑州市统计局发
布郑州市2015年经济运行“成
绩单”。初步核算，2015年全市
完成生产总值7315.2亿元，比
上年增长10.1%，增速比全国和
全省分别高出3.2个和1.8个百
分点，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

郑州市统计局分析指出，“十
二五”期间郑州经济骄人的成绩，
主要得益于近三年来新型城镇化
的强力推进以及在产业结构调
整、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方面的持
续努力，尤其是抓住了电子信息
产业和新能源汽车制造的发展机
遇，最终助推郑州产业持续优化、
动力加速转换。

“十二五”末，郑州市实现了
第三产业比重超过工业比重、现
代新兴产业比重超过高耗能比
重的两大历史性突破。

1月5日至10日，郑州市委
十届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召
开，审议讨论了《郑州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讨论稿）》和《郑州建设
国际商都发展战略规划纲要（讨
论稿）》等重要规划文件。

2月5日，在郑州市举办的
2016年春节团拜会上，国际商
都再成关注焦点。郑州市政府
领导称，2016年将是郑州市实

施国际商都规划和“十三五”规
划的开局之年。

建设国际商都，正在成为郑
州市新时期的城市梦，也成为指
引城市前行的绚丽蓝图。

事实上，建设国际商都，自
然少不了开放支撑。河南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日前对外公布，河
南已获批进口指定口岸8个，8
个口岸均在郑州，郑州已成为全
国进口指定口岸数量最多、种类
最全的内陆城市。

“十二五”期间，郑州开放创
新的步伐既稳又快。以郑州为中
心的“米”字形高铁路网顺利推
进。郑州高铁东站投入运营，郑
西、京广高铁全线通车，郑开、郑
焦、郑机城际铁路建成通车，郑
合、郑万高铁开工建设。

全国首个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落户郑州，随着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品牌效应逐步显
现，围绕实验区开展的对外贸易
日益活跃。

抢抓“一带一路”战略机遇，
开通郑欧班列。2013年7月至
今已累计开行 255班，班列的
集疏、辐射功能逐步增强。目
前外省货物平均每班已占到
70%以上，货物来源地已辐射
到中国港台地区及韩国、日本

三步打造“国际商都”将成城市新名片

去年12月，瑞典宜家家居
宣布入郑投资，打破了河南零
售市场投资疲软的窘迫。同
时，它更被业界视为引领河南
零售业服务内容升级的样本。

为何如此多的零售商会关
注宜家？“因为宜家并不是一般
意义零售商，而是家居生活品
一体化服务商。”上海贝兹商业
投资管理公司华中区代表谢涛
对宜家样本价值这样总结。

事实上，宜家并非造访河
南的首家主题式购物乐园。
2014年初，法国运动品运营商
迪卡侬就落户在郑州大学南
路。与宜家一样，迪卡侬也是
单类目消费品全产业链运营，
拥有从设计、研发、生产、品牌、
物流到零售，并在卖场设置了
微型足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
场、跑道等，这让很多市民在周
末找到了运动的乐子。

此外，还有两类超级主题
购物公园值得期待。一类是奥
特莱斯，丹尼斯4、5天地两大卖
场，已在春节前完成改造开
业。而落户在郑州中牟县的杉
井奥莱，基建工程已步入高
潮。另一类则是批发市场再升
级，如海宁皮革城郑州项目，已
在郑开大道一侧开足马力建
设。去年夏天，海宁皮革董事
长任有法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曾
表示，海宁皮革城已由传统批
发市场完成了向“互联网+”购
物中心转型。届时，将会把一
个3.0版皮革主题购物公园送
给河南消费者。

除大型购物中心外，特色
专业店及云商店也将成为河南
零售市场的全新增长点。

今年1月，由巩义金好来投
资的“厨鲜生”生鲜便利店，在
郑州市场悄然试水。这是一种

全新的零售业态，集合了生鲜
商品、厨房用品及现加工类熟
食，囊括了大葱与盒饭套餐。
而“厨鲜生”最大的市场卖点，
就是蔬菜水果是从地头直采，
保持商品新鲜度与价格竞争优
势。因而，它很可能成为城市
街头蔬果店杀手。

另一个蠢蠢欲动的重量级
选手是苏宁“云店”。谁说苏宁
只能卖家电、不能卖奶粉呢？背
靠国内第三大电商平台苏宁易
购，苏宁线下门店正在向全体验
式服务卖场全速转型，由此奠定
苏宁O2O完整的全国管网。

足见，如此多的新生力量
殷实成长，既是在支撑河南零
售业产业再升级，又催化了行
业内的“供给侧”改革、淘汰落
后。有一天，只会“卖货”不会
伺候消费者的零售商，终将消
失在市场。

□本报记者 杨霄 文 白周峰 摄影

“最坏的时候”已收尾 实体商企春节全线反击

今年1月，以阿里为首的电
商阵营炮制出首轮“网上年货
节”，让消费者耳目一新，更让国
内众实体零售商绷紧了神经。

从大小家电，到旅游套餐，
再到进口货、土特产、老字号、小
众品，应有尽有，甚至是河南开
封的朱仙镇木版年画、贵州凯里
的红酸汤（酸汤鱼调味料），也成
了“网上年货节”的新宠。仅阿
里系，在5天时间就卖出21亿
件年货。

电商群狼如此凶悍强攻春节
消费市场，实体商家的份额应受
波及。但记者数日走访发现，很
多大型实体零售商春节档期依旧
是人潮汹涌。在省会郑州，如丹

尼斯、家乐福、麦德龙、永辉等大
卖场，买年货的车流拥堵在停车
场。从大年初二至初六，如国贸
360、七天地、大卫城、大商、锦艺
等大型购物中心，人声鼎沸、车马
喧嚣，各省辖市牌照的车辆逛郑
州，也是一道特色风景。

难道在春节消费市场，电商
与实体商家间的竞争会打破“零
和游戏”规则？家乐福河南公司
公共关系总监王尚武称，2015
年，国内实体零售商阵营的显著
变化，就是与电商差异化竞争的
路径越发清晰。企业市场功能
的再定位是首位，“从大而全的
服务，改为精确服务消费者局部
需求”。比如，一郑州消费者要

主题式购物乐园、生鲜连锁 将引领中原商业升级新风向

在电商数年打压下，越来越多的实体商企完成了首轮“体验式”进化，并在春节期间集中释放

建设国际商都，正在成为郑州市新时期的城市梦，也成为指引城市前行的绚丽蓝图

和东南亚国家。
跻身国家跨境贸易电子商

务服务试点。自2013年 7月

开展试点业务以来，业务量持
续攀升，辐射区域广泛。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有

1358万人通过郑州试点网购
进口，收件人分布在我国关境
内所有省份。

为三门峡的亲友赠送10箱牛
奶，电商的物流服务体系远好
于传统零售商。但是，过节访
亲拜年送礼，是没几个人能接
受礼和人两路分开的。更何
况，对一些“挑大梁”的礼物，很
多人要亲自摸到实物精挑细
选。这就是消费式体验的本
源，它为实体商家留下了充足
的市场空间。“消费者要在大年
初一早上买新鲜果篮，实体店
可以做到，电商却很难做到。”

猴年春节实体商家人财两
旺，在河南丰汇商业地产顾问
有限公司董事长顾春强看来，
其根本原因是在电商数年打压
下，越来越多的实体商企完成
了首轮“体验式”进化，并在春
节期间集中释放，

所谓“体验式”进化，最显性
的特征是传统商场变身全功能
的娱乐中心，吃喝玩乐一应俱
全，尤其是新型MALL的代表，
国贸360、万达、丹尼斯大卫城

及七天地，是将文娱节目当作了
主商品向消费者推销。另在春
节期间，郑州锦艺城C区还推出
了海洋馆，这是河南第一次有商
家将公园搬进了商场。

“如今，哪家购物中心没能
招到上档次的影院、儿童乐园、
特色餐饮，都不好意思跟同行
打招呼。”顾春强总结，实体商
业的大综合“体验场”PK电商平
台的价格补贴，已成为两大阵
营争夺客源的核心手段。

变，商业驰入线上线下新战场

郑州各大商场张灯结彩、人流如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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