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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营造体验式购物
场景

外立面改造设计是本
次时代广场升级调整的重
要一环，蜂窝状的太空铝板
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孕育着亲近自然的感觉，它
的呈现再次刷新南阳商业
时尚、潮流及艺术化的氛
围。

走进广场B馆西门，两
层大挑空让整个门厅视野
更加开阔，木纹材质的挑高
设计更具艺术感，漫步其
中，与其说是购物，更像是
在品味一种文化。中厅整
体风格以自然艺术为主，地
面采用简单整洁石材，整体
主色为白色，结合木纹铝
板，呈现出“简约”“自然”的
效果。

升级改造后，时代广场
卖场放弃了不必要的浮夸
装置，适当放大通道和休息
区，让顾客在这里充分进行
体验式购物“纯粹放松而不
受干扰”，与购物中心形成
差异化经营。

转型定位年轻时尚型
群体

通过对70后、80后和
90后各年龄段消费占比分
析，70后对消费贡献度逐
步下降，80后和90后消费
热度逐年上升。《2016年女
性财富管理报告》显示，

78%左右的女性掌管着家
庭的财政大权，有超八成的
家庭消费决策由女性做出。

正因如此，时代广场本
次调整将客户群体定位为
25岁至50岁，具备一定消
费实力、品位、文化和学历，
懂得和热爱生活的经营女
性。

调整后红都将统一更
名为“红都时代广场”，将原

“红都时代广场”打造成“A
馆男性馆”，原“红都百货”
打造成“B馆女性馆”。升
级后A馆以经营男性业态
为主，打造集轻奢、精品、商
务、时尚、运动、体验为一体
的四层精致购物馆；B馆以
围绕女性业态为主，包含黄
金珠宝、腕表、化妆品、女
鞋、各类女装、女性配饰、儿
童家居、精致餐饮、健身娱
乐等，B馆升级后将拓展至
9层。天桥连接两馆合一，
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业
态划分也更加精细，风格全
面、多元化。

今天，我们已经开始从
满足“基础生活需求”的消
费转向满足精神需求的体
验式消费，未来走进商场，
购物是其次，满足愉悦的
体验必不可少。在红都买
完衣服，您可以到非常喜
欢的餐厅就餐；享完美食
再去大地约场电影；晚饭
后想去健身也绝对不是问
题，今天的红都让顾客逛
得更尽兴。

璀璨红都新启幕
蝶变升级 打造一站式体验购物场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袁婷婷 文图

一座建筑承载一个城市的人文图腾，一个商
业记录着一代又一代城市人的根。

南阳红都时代广场也一样。地处南阳市车水
马龙的新华路和人民路交叉口，她承载了宛城人
太多的记忆。近日，经过百日调整后的红都时代
广场“华丽亮相”，老地方有啥购物新体验，请跟随
记者的脚步走进蝶变升级后的红都时代广场。

空间设计亮点纷呈，打造
舒适购物体验

正弘城购物中心位于郑州
市金水CBD核心区，城市两大
主干道东风路、花园路交会处，
与郑州地铁东风路站（2号线、8
号线）无缝接驳，是河南首家真
正意义上的地铁上盖购物中心，
项目总建筑面积40万㎡，商业
面积逾20万㎡，由地上8层、地
下3层组成，是2018年开业郑
州体量最大的购物中心。

正弘城建筑外立面采用充
满设计感的 LOW-E玻璃幕
墙，户外广场环绕整个项目，可
以从四面八方吸引人流，而且
在两个主入口外，还增加了两
个南北下沉广场，打造地铁次
首层。此外，正弘城通过廊桥
将购物中心与贵人街三四层打
通相连接，打造充满互动感与
话题性的网红商业空间。

走进正弘城，记者看到室
内整体采用无柱设计，方向明
确、视野通畅、采光极好，探店
过程虽长但并不觉得累。同
时，正弘城在4楼和6楼分别设
置了面积约为300㎡和100㎡
的延展平台，增强了整体的休
憩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正弘城在7
楼打造了8米挑空、面积逾500
㎡的北郑州的最佳观景平台
——正弘之眼，站在落地玻璃
窗前，人们可俯视整个东风渠
畔。

地下，郑州地铁2号线、8号
线（规划中）零距离接驳，出地铁
即可逛商场。除地下停车场外，
正弘城在购物中心的2楼至5
楼也设有同层停车区，车位500
多个，打造多首层效应，实现停
车场与购物中心无缝对接，加上
购物中心地下停车位总量超
1500个，这些都能极强地增强
顾客购物的舒适体验。

云集460余家品牌，70个
为首进品牌

正弘城定位“潮流人文艺
术生活”，致力于对时尚高品质
生活的追求与创造，集萃2大
餐饮街区、3大零售主题馆、15
大轻奢标杆、28个国际一线妆
品、IMAX影院、儿童家庭、时
尚运动等全业态，打造包罗万
象的全方位品质体验场，引领
郑州国际化新风尚。

在品牌引进方面，正弘城
购物中心也没有让人失望，项
目共引进460余家品质商户，
其 中 不 乏 KarlLagerfeld、
MaxMaraStudio、COACH、
MCM等国际大牌。在正弘城
一楼，除了国际精品、国际名表
外，最亮眼的当数正弘城引进
的化妆品品牌，堪称河南化妆
品旗舰阵容，仅一楼南部的小
中庭就汇集了CHANEL、DI-
OR、ESTEELAUDER、LAN-
COME、YSL、GIORGIOAR-
MANI、 HR、 LAPRAIRIE、
LAMER等28个一线国际化妆
品牌，加上其他楼层的热销、网
红美妆品牌，共聚集了近40家，
可谓是一站式购齐所有美妆品
牌。

记者在探店过程中发现，正
弘城还引进了约70个首次进入
郑州的品牌，除了有KarlLag-
erfeld、PORTS1961、HUGO-
BOSS、I.T、i.t、Aape、BO-
RAAKSU等之外，还有RED-
PERRY、 MU、 REVERB、
bebe、COMMONGENDER、
GENTLE、 Lararia、 LAM-
POONE等数十家首进郑州的
新锐设计师品牌。

同时，正弘城不仅引入了
韩国影院龙头CJ旗下最高端
院线CGV影城，斥巨资打造出
豪华4DX特效影厅及 IMAX
影厅，还引进了河南首家室内
动物城、河南首家乐高授权专
卖店，郑州第一家具有全面性、
专业团队、成熟运作模式的蹦
床主题公园DOJUMP，全球顶
尖仿真动物品牌HANSA，疗
愈人心的木制世界Wonder-
fullife，世界顶级发型品牌
TONI&GUY，各种好玩的中国
工艺、酷乐潮玩等，丰富的体验
业态，将为郑州市民带来更多
休闲娱乐的选择。

128家全球美食，满足众
多口味需求

一个国际化的购物中心美
食是必不可少的，正弘城汇聚
了128家全球美食、数十家首
进郑州美食，其中首进郑州的
美食包括开在LV旁边的北京
羲和雅苑烤鸭坊、喜茶、台盖、
湊湊火锅、日日香鹅肉饭店、鹿
港小镇等。除了首进当然也少
不了大家最爱的巴奴、鸿茂斋、
熙长安、满园春饼、吕氏疙瘩

汤、上清水产、上井、眷茶、极拉
图、度小月、KFC、DQ等。

为了满足众多消费者的需
求，正弘城还专门在购物中心
内部打造了两条餐饮主题街区
——食光里和宴豫·饕客，情景
式的沉浸空间，可以满足每一
个人对美好就餐环境的所有幻
想。

主题设置，提供多重生活
体验

除了各楼层的业态配比，正
弘城还在3楼-5楼分别设置了
主题馆，3楼Kid’story汇聚数
十家儿童品类，一站式帮消费者
满足与孩子有关的所有需求。
4楼潮馆集世界潮牌于一体，荟
萃鬼洗、OnitsukaTiger、VI-
SION、CHOOCOOLATE 等
一线潮牌，给千万郑州市民以最
潮 的 体 验 。 5 楼 POWER-
ZONE，轻休馆是运动休闲、时
尚休闲品牌的乐园，届时在里面
市民可以看到写生、D&X、UG
等特色品牌。

三楼还有郑州首家将动物
城开进购物中心的FUTURE-
ZOO未来动物城，全馆雨林生
态造景、绿植掩映、藤蔓缠绕，
是一座集科教、展览、游乐、休
闲于一体的新型主题公园。

正弘城作为整个正弘蓝
堡湾这个大型城市综合体的
最后一块拼图，对整个片区的
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周边三公里之内聚集着蓝
堡湾、恒大名都、英地天骄华
庭、文博花园、建业二号城邦
等一大批具有高消费能力的
成熟社区。周边的优质教育
资源又引流过来一批素质高、
消费能力强的陪读一族。而
周边商业配套跟这些群体消
费需求形成很大反差。正弘
城对提升整个片区居民的生
活品质及生活方式的转变都
将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作为新一线城市的郑州，在
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进程中，需
要一个个高质量的区域性核心
商业项目的崛起，提升整个城市
的品质和内涵。正弘城作为金
水CBD核心商圈的升级者，通
过它的不断调整和发展，将不断
改变人们的生活、融入人们的生
活、引导人们的生活。

随着正弘城的发展，其辐
射范围和影响力值得期待。

郑州今年新开最大购物中心正弘城即将试营业

国际化生活方式从这里开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袁婷婷

正弘城自筹建之日起，因其具有超大的体量、便捷的交通优势、强大的招商运营团队及
周边三公里内集聚着郑州主城区最具消费力的社区群等因素，备受业内及广大消费者的关
注。正弘城也被视为花园路商圈迭代升级，实现多元化商业生态链，成为郑州核心商业圈
的生力军，而寄予厚望。

在这个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国际范的shoppingmall即将试营业之
际，记者11月14日受邀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满怀期待前往正弘城购物中心，深入参观、
了解购物中心品牌分布和主力特色商家。

商场负责人陪同嘉宾参观内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