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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郑州高铁商圈青涩待考

（上接 A01 版）

商务高地遭遇商业低谷，显“白领大食堂”式尴尬
尽管资本不断加码，郑东高铁站商
1 层，定位于打造集餐饮、购物、文化、娱
务高地渐成，但从目前的商业成色而言， 乐等功能于一身的商业综合体。目前诸
并不理想。
如耐克、阿迪、kappa 等知名品牌也陆续
记者注意到，已陆续在郑州东站周
入驻，负一楼保税国际超市业已开业，三
边开启运营的零售商业项目，既无在局
楼、四楼分别是餐饮和电影院配套，但是
部市场释放出足够的品牌号召力，更未
每一楼仍可见有铺位等待招商填补，招
完成商业形态定型与市场定位。甚至， 商电话也铺满每个楼层，
无一家完成整体招商，
空铺率居高。
一路向南，作为海马集团在郑州打
记者探访现场发现，拥有中原第一
造的首个商业项目，历时 4 年斥资百亿
座近 2000 平方米的双曲面巨型天幕，人
的海汇中心，尽管已于去年 9 月开业迎
称“郑州世贸天阶”的汇艺银河里，虽然
客，除了有三楼的流量担当海底捞之外，
因一段求婚视频在抖音上蹿红，迅速成
其他楼层店铺日间流量有限。从现场的
为“网红胜地”，郑州目前最大的 coco 奶
导路牌上看到，目前已招商入驻的有优
茶店也在此刚刚开业，但这里除了夜间
派光影影城、瓦库、十里洋场、金宝贝早
人流量激增外，白天各个商铺门店门可
教、Snug 法式料理、大秦地、阿海小馆、
罗雀。而招商品牌也大多为饮食类，比
四小姐的家、奇境 GinSPA 等品牌，一楼
如嘿糖、coco、每一天便利店、太平洋咖
则多是便利店和餐馆，这也迎合了其“城
啡、小龙坎等餐饮类行业，购物门店业态
市会客厅”的定位。不过，这与其早先宣
目前只有国际名品奢尚街等少数高端购
传要打造包括 1 条商业步行街、2 栋星级
物店铺。
酒店、6 栋甲级写字楼和 1 栋企业会所在
与之相距百米之远的升龙站前广
内的商业综合体，
差距明显。
场，尽管商场建有五层，但目前只有四楼
商务高地与商业低谷的悖论，正在
的电影院和 KTV 呈开业状态，其余楼层
郑州东站西广场上演。
无论是从招商还是装修，在记者探访时
对该片区已存在的购物中心或商业
都处于停滞状态。
街经营现状，有多位业内人士仅评价，
记者注意到，人流量目前比较稳定 “那里目前只是附近写字楼白领们午间
的是正大乐城商场，拥有地上 4 层、地下
吃饭、休息的大食堂”。

商圈成熟或还需 8 年，东西广场联动将成破题关键
“聚拢了足量的高质企业与精英阶
层”，郑州东站商圈的未来可期。这是受
访的多位参与企业与潜在参与者一致共
识。但现实中，西广场片区诸多商业体
当下差强人意的表现，又不得不让人对
此商圈的成立抱以审视的态度。

诚然，任一商圈的成熟，不仅需要高
密度的客流，还需丰富的商业要素的沉
淀。比如，要培育消费者选择“新欢目的
地”，
时间成本也是其中关键一项。
在上海贝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谢涛看来，
郑州东站西广场片区商圈

化发育的硬伤，是多数商业物业资源在
按地产商的思维操盘。
他表示，东站地区相对偏高的土地
成本，导致很多项目整体投入偏大。不
少开发商为尽快回笼资金，减少了对商
业物业的规划、设计与投入。此后，由于
缺少专业运营团队，迟迟难以找准正确
的市场打开方式，进而形成了无期限
“空
耗”。
此言不虚。当前，西广场地区的商
业体多在 5 万平方米以下，高大上的写
字楼丛林里，知名商业企业入驻稀少，这
包括购物中心、超市、便利店、娱乐服务
等。即便是正大乐城，楼下底层临街商
铺的小面馆，也决定了它的实际发育成
色。唯一可圈可点的，反而是海底捞等
几家餐企，但显然难在偌大的商业区位
中担当核心引流器。
另有业内人士透露，西广场某商业
体在启动运营后，其运营团队的核心岗
位频频离职。甚至，连总经理的人选都
是刚刚
“补”
上的。
足见，一个商圈的形成，不是单靠高
净值人群流量、众多高质公司的集聚就

能完成的。事实上，商业综合的体量与
密度、商业业态的丰富度、国内外品牌汇
集进驻量等，都是商圈化生态的基础要
素。并且，更需不同类型的购物中心、百
货、超市等各类商店完成聚集，产生实际
的规模效应与辐射能力。
“年均交易 50 亿元以上，是郑州东
站能否形成商圈最直观的 KPI（指标）。”
丹尼斯集团百货事业部副部长薄涛称，
西广场商业体集群整体发育迟缓，原因
不只是现有物业条件的问题。事实上，
国内零售业能创造并驾驭新型业态，适
用于高铁商圈、高密度商务区门店，本就
稀缺。
“太古里算是操盘高密度核心商务
区的标杆。那么，如是将它拿到高铁站
商圈，
是否一定成功？”
不过，郑州东站片区能够打通地下
网络，不但解决了东、西两大广场的割
裂，更施以高效链接，这给了投资者、零
售商鼓励和希望。
可比案例是日本新干线上的京都车
站，这是当地最主要的大型休闲购物中
心、聚会场所之一。车站大楼就是一个
架在火车站上的商业综合体，23 万方的
体量被注入了包括五星级酒店、大型百
货商店、剧院、商业街、广场、空中花园等
公共空间以及停车场等综合要素。此
外，还有目前世界长度最长、高度最高的
半室内空中连廊。
“国内没有高铁商圈成熟案例，郑州
已是先行者。也许未来，郑州方案将成
为国内构建高铁商圈的新标杆。”谢涛认
为，发达的地下通道，不仅解决铁路线对
商圈的割裂，为地上商业体的集群提供
便捷链接，同时，还为地下商业业态的生
长提供了土壤。但是，商圈化定型仍需
8 年之久，如国贸 360 郑东购物中心（绿
地新都会）、华润时代广场、绿地天空之
城等大型商业项目的落成，进入市场实
战。

2018 投资策略高峰论坛本月 23 日启幕，嘉宾凯恩斯、陈继豪接受本报专访

震荡盘整走势，应该如何操作？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周世龙 实习生 刘赟

6 月 23 日下午，
“2018 投资策略高峰论坛”将在河南郑州启幕。论坛由大河报·大河财立方和《证券市场红周刊》
联合主办，将邀请全国有名的价值投资领域专家、大 V、实战导师参加。他们分别是：191 万粉丝知名财经博主“凯恩
斯”、
“价值投资传道者”陈继豪、
“中国践行巴菲特式思想第一人”杨宝忠、
“投资界的半导体‘皇后’
”郑旻，4 位大咖将
为听众带来最新的思想成果和价值投资技巧。活动启幕之前，记者对其中两位与会重量级嘉宾进行了专访，看看他
们如何分析当前走势？对未来投资策略有何真知灼见？

扫码进入活动群，
报名抢限量门票！

凯恩斯：大消费和医药股可以“穿越牛熊”
股市分析的鼻祖、英国经济学家约
翰·梅纳德·凯恩斯，每个对经济学略知一
二的人都不会陌生。
参加本次高峰论坛的“凯恩斯”的名
字正是致敬这位大师而来，他原名吕长
顺，真实身份是北京大君智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客座教
授、中国产业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这位
“网红”学者还曾担任清华大学、浙江
大学、人民大学特聘讲师。
他凭借对股市的精准分析，拥有 191
万海量拥趸，自媒体总浏览超过了 12 亿

次，
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财经
“大 V”。
针对当前 A 股走势，凯恩斯分析，大
盘仍然处于下跌趋势中，未来还会进一步
下探，可能突破 3000 点。向下的幅度可
能最低会在 2950~2960 形成一个底部结
构 。 如 果 未 来 大 盘 能 够 上 攻 ，只 有 在
3220 附近形成一个确认的颈线位，才表
示下跌趋势正式转换为上涨趋势，否则现
阶段的所有上涨只能看作是反弹。
针对这种情况，他给出的投资建议
是：要在估值合理的前提下进行左侧交
易，在上涨趋势成立后才能进行右侧交

易。
“ 我建议没有选股能力的股民不要买
入，
就算买也一定轻仓。”
在选股方面，凯恩斯建议，有一定操
作能力的股民可以选择热点板块的龙头，
如大消费（食品、饮料等）或医药股，
“这类
股票是可以穿越牛熊的，近两个月持有不
会有太大问题”。
另外，凯恩斯提醒投资者应密切关注
6 月底的半年报预告，7 月到 8 月是半年
报陆续公布的时期。业绩高于预期的会
继续涨，
低于预期的会下跌。
他分析说，与世界杯有关的概念股应

谨慎，比如啤酒等，已经走到了行情的尾
部。另外，以 PPP 为主营业务的股票，需
要警惕，原因还是因为现金流趋紧，这类
企业的现金流状况不会太好。
“我认为选好股票有两个标准，一个
是好的企业，一个是好的价格。”在总结自
己的投资理念时，凯恩斯说：好企业的选
择不是那么容易，要多跑、多研究、多看，
在长期练习中练就火眼金睛；买到好价
格，是股民可以通过短期学习就能掌握的
技巧，比如学习股票在不同阶段的估值方
式，
通过合理估值来检验机会。

与会另外一名重量级嘉宾陈继豪，是
授、MBA 导师，并且长期担任央视、中国
针对近期独角兽企业上市潮，陈继豪
一位极富传奇经历的投资人、在资本市场
证券报、证券时报、红周刊等媒体嘉宾和
则认为应该一分为二看待：独角兽企业加
蛰伏了几十年的大咖级人物。
特约撰稿人。他还坚持写作，开辟话题
速 IPO，实际上是为股市注入新鲜血液。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陈继豪东拼西凑 “豪哥视点”，以 93 万微博粉丝跻身“投资
许多公司在上市之前业绩承诺得挺好，但
了 5000 元投身证券市场，五年时间盈利
界网红”
的行列。
上市之后实际的业绩就会
“变脸”，造成了
100 万；1995 年经历了中国资本市场上
陈继豪在采访中表示，现在他比较看
股民的损失；但是如果资金都去买独角兽
著名的“327”国债事件，从此开始他只做
好与人们生活相关的行业股票，以医药行
这种优质公司的话，对于公司和股民都是
价值投资。茅台上市的第一天，陈继豪就
业为例，在医院可以看到人满为患，挂号 “双赢”。
以 34.51 元开盘价买进，一持有就是 17
需要半夜爬起来去排队，这说明这个市场
这又说回到当前 A 股走势上来。根
年，如今收益率已经翻了 100 多倍，他与
很庞大，所以未来的成长空间也是巨大
据陈继豪的分析，当前大盘观望情绪过
但斌、董宝珍被业界并称为茅台三大“推
的。此外，医药板块本身就是防御板块， 重。
“ 目前的点位谁也不敢说它是最低。”
手”。
在大盘不好的情况下，寻找防御板块投资
他说，如今成交量无法放大，很多资金都
陈继豪目前是南京财经大学客座教
是更好的选择。
处于观望态势。从现在情况来看，大资金

不认可这个位置，并且资金外流造成了反
弹乏力。
大盘涨与跌的关键指标是资金，这就
像一辆在高速上的车一样，如果不给它加
油，车就开不起高速度，也就是说资金进
场大盘就上涨，资金离场大盘就下跌。此
外，市场热点板块不持续，说明资金对股
市没信心。陈继豪通过反复复盘发现，资
金在板块之间轮动
“就是在玩击鼓传花的
游戏”。他建议投资者此时应减少操作，
避免操作频繁带来更大犯错几率。

陈继豪：大盘观望情绪重，应减少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