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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和到店消费双涨，郑
州餐饮消费全国第十二

郑州市民已经越来越习
惯于不用自己动手，就能享用
美味的生活。据阿里本地生
活数据显示，2018年度，不论
是饿了么 APP 上的外卖餐
饮，还是口碑APP上的到店
餐饮，都呈现消费总额大幅上
涨的趋势。全国范围内，上
海、北京、杭州是全年本地生
活餐饮消费力最高的三个城
市，郑州排名全国第十二位。

饿了么数据显示，2018
年郑州饿了么订单数最多的
一名用户，全年一共下了853
笔订单。而全年在饿了么平
台交易额最高的用户，共花
费了 4.3 万元，妥妥的懒系

“顶级富豪”。
此外，夜宵俨然已成为

2018年郑州市民三餐以外不
可或缺的“第四餐”。饿了么
和口碑两个平台数据显示，郑
州位列全国夜宵消费力第十
一位。从性别来看，郑州的男
性市民不论是外卖还是到店
吃夜宵，贡献度都远超女性，
外卖更是达到近75%。有意
思的是，这组数据也表现出了
女性消费的隐秘特点，比起在
家点外卖，郑州妹子更爱出去
宵夜，到店比外卖高出11个
百分点。看来小姐妹的聚会，
比在家大快朵颐更受郑州女
性青睐。

享受型消费大幅增长，
足疗消费力全国第十三

与餐饮消费上涨的趋势
一致，2018年郑州市民在享
受型消费上的投入也出现大
幅增长。在美食之外，越来越
多的郑州市民愿意把钱花在
美容美发、娱乐、推拿等享受
型消费上。

2018年，口碑APP上全
国消费者的享受型消费总笔
数同比增幅达到了27%。“双
11”和“双12”期间，口碑APP
里享受型服务套餐的购买笔
数涨幅也最高，充分透露出城
市生活不断升级的趋势。

以口碑APP统计到的一
年中的人均消费次数来看，享
受型消费排名前三的城市是：
上海、杭州、南京。而作为满

足市民放松养生诉求最具代
表性的类目，足疗按摩的消费
很是火爆，从消费总额看，郑
州荣登最爱足疗按摩城市第
十三名。

而在饿了么平台上，郑州
鲜花绿植的外卖订单笔数也
增长明显。每周为自己买一
束花，已成了不少饿了么女性
用户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饿
了么数据显示，女性消费者对
鲜花绿植订单的贡献达到了
近70%。

偏爱数字化消费新体验，
手机点单笔数全国第七

消费力加强、消费结构多
元化乃至城市生活升级的背
后，是2018年郑州本地生活
市场数字化进程的显著提速。

2018年，手机点单、智慧
餐厅等新科技在线下商家得
到迅速普及，而外卖平台则推
出了送药、商超便利、鲜花绿
植等满足市民多种生活需求
的半小时送上门服务。

口碑APP数据显示，郑
州消费者在餐厅用手机点单
的笔数，近半年呈现月均增
长133.5%的超高增速，位列
全国第七位。对于不少上班
族而言，走进一家餐厅后，
落座同时打开手机扫码点
餐，已成为一种习惯。值得
一提的是，50岁以上的“银
发族”丝毫没有在数字化消
费这条新潮的路上掉队：在
郑州，“银发族”使用手机点
单的月均增幅为26.1%。

饿了么平台数据显示，这
一年郑州果蔬生鲜的订单数
增幅也很高，全年订单排名全
国第十二位。

而作为城市的新鲜血液，
在校大学生一直是外卖订单
的流量担当，去年，饿了么郑
州高校订单排名中，TOP5的
校区分别是：郑州财经学院、
河南工业大学莲花街校区、郑
州轻工业学院科学校区、郑州
大学新校区柳园和郑州航空
工业管理学院（东校区）。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城市
的升级，数字化的消费新体验
将惠及更多的城市居民，居民
的消费潜力也将得到更大限
度的激发。2019年，郑州市
民的生活会更便利、更优质。

局外太格茂
携3万方商业体入市

2018年 12月下旬，郑
州 购 物 中 心 再 掀“ 开 业
潮”。其中，由河南融创置
业开发的商业综合体——
局外太格茂于12月22日开
业，商业体量3万方。据悉，
局外太格茂项目总建筑面
积 9 万方，商场面积 3 万
方。建筑共19层，其中负4
到负2层是停车场，负1到6
层是购物中心，7至15层是
loft办公。

局外太格茂定位龙子
湖潮趣购物中心，除引进
Nome家居、屈臣氏、必胜
客、奥斯卡影院等基础生活
配套业态外，老牌连锁书店
钟书阁的引进，进一步强化
了项目“年轻态体验式商
业”的定位，迎合周边的年
轻态师生消费主力军。

与已经发展相对成熟
的CBD中央商务区及农业
东路沿线相比，龙子湖的商
业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
商业业态多为满足周边工
作及在校人群基本生活需
求的底商，此次局外太格
茂的开业，区域内教育、
产业 （金融、大数据、科
技） 等方面的消费需求，
将进一步释放。

9.6万方首创奥特莱斯
落子郑州

2018年12月23日，由
首创钜大打造的第九城、
商业体量9.6万方的郑州首
创奥特莱斯迎来开业，这
不仅是首创集团在中原地
区布局的首个大型主题商

业综合体，也是郑州第二
家真正意义上的奥特莱斯。

据了解，首创奥特莱
斯吸引了 300多个精品品
牌 入 驻 ， 其 中 GUCCI、
BUBERRY、 PRADA、
VERSACE 等国际品牌以

“CO 时尚奥莱品牌集合
店”的形式呈现。值得一
提的是，有别于传统奥莱
单纯的购物功能，首创奥
莱增加了1.5万方用于体验
的配套。除了标配的餐
饮、娱乐外，还设置了活
动广场、极限蹦床、儿童娱
乐场所以及有机农品市场。
沉浸式的互动，让开业首日
销售额突破预期，直冲千
万。

锦艺城13万方商业体
填补区域空白

2018年12月29日，锦
艺集团商业版图第二子
——龙湖锦艺城在新郑南
龙湖正式开业。作为该区
域第一座大型商业综合体
项目，龙湖锦艺城总建筑面
积约13万方，共分为地下三
层、地上五层，业态方面集
餐饮、购物、休闲、娱乐、体
验、社交等为一体，并配备
了约1100个车位。在项目
设计方面，立面以九曲黄河
为设计元素，竖向肌理。

目前龙湖锦艺城已签
约入驻苏宁易购、永辉超
市、巴奴等数百家品牌，其
中首次进驻龙湖区域品牌
数113个，占项目整体品牌
86%。

作为锦艺集团开发运
营的第二个购物中心项目，
龙湖锦艺城无论是选址还

是 运 营 都 延 续 了“ 老 大
哥”——中原锦艺城的商业
运营思路。

有了“老大哥”对郑州
西区商业格局的改变和城
市发展拉动的试水，龙湖锦
艺城对南龙湖商业的探索
是否会“得心应手”？

从交通和区位上来说，
龙湖锦艺城所在区域以双
湖大道、新郑快速路为核心
辐射，形成了向北连接郑
州市区、向东衔接航空港
区的中间地带，并向南辐
射新郑区域。而沿着地铁2
号线城郊线，无论是离航
空港区更近的孟庄站区
域，还是南三环向南区
域，都缺乏大型的商业
体。可见，龙湖锦艺城也
进一步填补了区域商业的
空白，但后期运营如何，
还是要拭目以待。

另需看到的是，南龙
湖未来的商业发展趋势已
经逐渐显现。“除龙湖锦艺
城外，未来还有康桥九溪
郡的配套商业栖棠入驻，
以及永丰乐城商业体和康
桥九溪郡的储备商业地块
等待开发。”RET睿意德中
华区副总经理石俊东表示。

相比 2018 年第三季
度，郑州购物中心迎来绿地
新都会新田360广场、泰得
城、关照先生三个开业项
目，新增体量不过10万方。
而四季度仅最后一个月，同
样是三个开业项目，新增体
量就超25万方。可以说，无
论是体量上的碾压，还是项
目定位的渗透，郑州商业在
2018年底迎来了“井喷式”
爆发。

夜宵成“第四餐”足疗按摩很火
去年郑州餐饮消费居全国第十二，享受型消费大幅增长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张利瑶 杨霄

回顾刚刚过去的2018年，郑州本地生活市场通过
“双11”和“双12”连续引爆超强消费潜力。这一年，是郑
州市民消费持续分级、城市生活不断升级的一年。1月2
日，据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2018最新消费数据显示，
郑州餐饮消费位列全国第十二位，足疗按摩消费力居全
国第十三位，另外，郑州市民偏爱数字化消费新体验，“银
发族”玩转新潮流。

接连开业，
购物中心“井喷”
去年底郑州三个项目新增体量超过25万方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张利瑶

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各大购物中心人满为患，迎来年终购物
高峰期，郑州各大购物中心为抓住元旦、春节消费旺季，纷纷在年底
扎堆入市，也为2019年郑州商业新格局更添一把火。

寒冬中的2018年12月，郑州商界动作频频，各大购物中心的
开业热潮得到了“集体释放”。位于郑东新区龙子湖的局外太格茂、
荥阳新田城的首创奥特莱斯和新郑南龙湖的锦艺城3个区域级购
物中心在12月最后10天陆续面世，新增商业体量共计25.6万方，
成为2018年度开业率最高的月份，也迎来郑州商业项目开业的收
官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