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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商业不久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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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雨绸缪 郑州还需迎头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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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曾经是个很遥远的概念。
但在高速发展的郑州，在迅速迭代的商业前沿，未来已来！
虽然在很多市民眼里，满是新增的购物中心和品类繁多的个性化商品与服务，郑州商业正后劲十足，形势大好。但在河南商业的一

些操盘者眼里，已经看到了城市未来三到五年的样子。这里面，充满机遇，更充满挑战。如今落地的每一个项目，都决定着未来的格局，
甚至是企业的命运。

郑州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有哪些成功要素需要强化和保持；未来的前进道路上，在哪些方面需要急起直追，又有哪些弯道可以错开？
大河商业采访了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操盘者，和他们一起去看看郑州商业不久的将来。

作为新的国家中心城市，随
着自贸区、航空港的建设，郑州的
立体交通换乘体系和空地对接体
系日益完善，河南更近地拥抱世
界，郑州也越来越国际化，更多国
际国内资源不断涌入。站在风口
上的郑州正吸引越来越多人的关
注，汇聚越来越多的优势资源，这
是天时。

在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
究所近年来发布的城市排名中，
对郑州的城市商业魅力给予较多
肯定。作为专业的经济观察者，
它所建立的商业资源集聚度、城
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
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五大评估
维度，实质上更倾向于从商业的

角度来看待一个城市，尤其是未
来的走势和潜力。

作为新一线城市，郑州排名
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城市
的枢纽地位。目前，郑州的“米”
字形高铁网络已经成形，航空港
的建设、跨境电商的推进等正如
火如荼。作为“中原之中”的郑
州，占尽了地利的优势。

2018年，郑州市常住人口超
过1000万，GDP破1万亿，郑州
商业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已凸显。
大型商业项目不断涌现，商业体
量不断增大，商业业态更加丰富，
目前全市成规模并具有影响力和
辐射力的商圈已超10个，实现了
由“一中心”向“多中心”的转变。

随着城市框架的不断拉大，郑州
的城市活力、生活方式多样性也
将充分展现，这是人和。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
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宋向清
表示，商业对郑州的发展居功至
伟，近年来主要有这样几个大的
特点：

第一，速度明显加快，表现在
商业营业面积大增，商业模式多
样化，基于网络技术的新业态层
出不穷，商业创富能力增加，网点
布局相对合理，随着城市发展更
均衡、更协调，市民可以享受到更
大的便利性；

第二，政策上对商业的支持
更有力度，尤其是2012年以来，

陆续出台的若干政策，对商业产
生较大影响，比如河南提出“两区
规划”——中心商务区、特色商业
区的建设，标志着河南商业春天
的到来，这也为郑州商业服务功
能的提升以及形象的提升注入了
活力，商业更有底气了，时至今日
很多项目还在享受着政策余温；

第三，国家和省级相关重大
战略、重大利好的出台，国家中心
城市、自贸区、航空港、跨境电商
等建设，间接推动了河南商业的
发展，也令郑州商业更具向心力、
集聚力、吸引力，尤其是商业资
本，敢于投向郑州商业市场，郑州
的号召力、影响力和发展潜力越
来越大了。

“郑州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会
迎来商业的大爆发，潜力巨大！”
新田集团副总裁、河南郑州国贸
商业有限公司总裁司小伟对郑州
的未来趋势非常看好。

他表示，一个大型商业项目，
从选定地块到开工建设、招商、筹
备开业等，一般需要三到五年时
间，现在已经有些外来资本开始行
动了，可以预见，五年之内，郑州的
商业格局就会发生巨大变化。

目前，国内大的商业平台，如
德基、SKP、太古里、中粮等，都正
在积极行动，准备落地郑州。司
小伟本人，近段时间也接待了不
少瞄上郑州的优质合作伙伴。他
认为，这些大的商业平台一来，郑

州“新一线”的态势就彻底明朗
了。这些大平台实力雄厚，品牌
资源丰富，很多以前没有进入到
郑州的品类和品牌会跟随而来，
至少会给郑州带来一半以上的新
品牌。“以前很多在国外、在上海才
能见到买到的商品，到时在郑州都
会见到。品牌数量加大、消费宽度
加宽，选择更多，审美提升，会让大
家的衣食住行、商务方式、生活方
式、休闲娱乐方式都发生变化，进
而带来城市面貌的变化，郑州会真
正跟国际接轨。”司小伟说。

在郑州商业的爆发时点上，郑
州丹尼斯集团总经理王磊、河南正
弘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刘永松
等都与司小伟的判断不谋而合。

郑州的迅速崛起，注定会吸
引更多的商业品牌前来捞金。
外来品牌和商业平台的进入，与
郑州的爆发同步，注定不可阻
挡。那么，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更
具优势的竞争对手时，郑州商业
人准备好了吗？郑州准备好了
吗？

王磊说，本土商业要积极保
持自己的优势。

刘永松说，我们要摸索一套
具有竞争力的创富模式。

司小伟说，我们要锁定专属
客群打响自己的品牌。

王磊表示，外来商业的进
入，必定会带来各种优势资源，
不论是品牌资源优势，还是渠道
优势、管理优势，对于郑州市、河
南省整体商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都是一件好事，河南的消费者会
享受到更优质的商品和服务。

但是，面对未来的强大竞争
对手，河南本土商业该如何应
对？丹尼斯作为河南商业的领

头羊，它最能代表河南的本土优
势。王磊说，河南本土商业的优
势很多，首先我们最熟悉本地市
场、最接地气儿；其次，我们有一
支经验丰富、执行力强的商业团
队；其三，我们拥有较多的自建
自营商场，在物业成本较高的当
下，可以让我们轻装上阵；其四，
我们与群众和政府结合，摸索出
了新的业态，比如新型集市全日
丹……

刘永松认为，新的商业力量
进驻郑州，既给本土商业带来巨
大的挑战，需要及早应对，也给
郑州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只
有更多的商业进入之后，城市的
商业才会更强”。

目前郑州商圈的成熟度还
需要进一步发展，品牌进入的步
伐可以更快一点，业态上还有很
大的操作空间，但这个过程充满
变数，要找好定位。以正弘为
例，介入这一事关未来商业格局
的时间点很好，目前他们的“自

有物业”相对来说更具成本优
势，但这并不是最大的优势，正
弘最大的优势是用商业运营理
念引领的“商业+地产”模式。
商业是一个持续、长期的过程，
不能短视，尤其不能急于变现，
不是为了卖房而做商业，而是做
好了商业配套更好地卖房。未
来的郑州，做得好的项目，必定
是有商业思维的地产，而不是偏
地产售卖的商业。

未来五年，郑州商业的变化
将是最大的。因此，正弘会努力
提升消费客群的体验感，打造鲜
明特色，做出区域优势，争取在
对手蜂拥而至时已经盈利模式
清晰，成功自我复制，找到自己
的创富路径。

司小伟在面对新的竞争时，
已经显得波澜不惊了。

他说，在郑州市原来的商业
格局中，原本没有360。但360
就是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到了区
别于原有市场的商业态势，而且

牢牢锁定了自己的客群。在别
人还是一个个商业单体时，新田
360已经向下（地市）向外（省
外）成长，一定程度上打响了河
南本土的商业品牌，它给郑州带
来了很多变化，带动这个城市朝
某一个方向奔跑——主做年轻
客流，与传统业态相比，让年轻
人在时尚度、消费方式上多了很
多选择，对于市场的带动度，至
少目前为止还是引领时尚的。

另一方面，新田360还在不
断摸索，代表河南向外走，目前
在上海已经有两家店面，为即将
到来的“新战国时代”积累了宝
贵的经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司小伟认为，中国已经进入
了打造本土品牌的黄金时代，可
以与一线品牌同台在国内、国际
市场竞争，甚至有一天走入发达
国家。“代表河南往外走的，不会
一直是说起来只能提亚细亚”，
未来的郑州，必定会成长出更多
河南商业品牌。

引进外来优质、优势商业资
源，不仅是郑州市要做的，也是
郑州商业要做的。这不仅可以
让郑州发展壮大，更能让本土商
业在与“高手”的共同起舞中一
起做大变强，更好地服务于郑州
人的生活。

面对巨大的外来挑战，优势
固然可以赋予本土商业以信心，
但找准问题、找到差距才能少交
学费，发挥后发优势。郑州通往

“新一线”的路上与成熟的一线
城市还有哪些差距呢？

尽管郑州的发展已经足够
迅速，成绩已经足够优秀，但在
郑州商业人的眼里，还有很多准
备要做，还有很多路要赶。

刘永松说，第一财经·新一
线城市研究所的评价维度，更多
是从商业的视角来看的，但要应
对未来商业的挑战，郑州作为新
兴的一线城市，与排名在前的城
市差距依然很大。

在业态上，目前郑州的商
业正处于从传统百货向MALL
转型的发力阶段，将来郑州迈
入一线城市，会是区域型商业

的遍地开花，每个商圈都会有
单体比较大、业态集合度比较
高的商业项目，会有多个商圈、
多个商业中心，有多种业态相
互补充，这最能代表一个城市
的繁荣度。

在品牌上，时尚是一个产
业，这个产业靠品牌的集聚度
来体现。品牌集聚度是一个
城市一线、二线还是三线的最
大指标。在这一方面，郑州还
有很大差距。除了LV、GUC-
CI等品牌外，为什么其他众多
的国际大牌还没有来？这些
大牌要进入一个城市，对消费
支出、市场指数等有比较高的
要求。这也需要三五年的时
间来引进。

王磊表示，郑州在引进“增
量商业”的同时，对盘活“存量商
业”也应有所作为。他以二七商
圈为例，目前现有的十几家商业
项目竞争相对激烈，能吃饱的不
多，商铺控制力在25%左右，在
这种情况下，怎样科学、合理、有
效地规划好这一传统商圈，是个
宏大且有意义的课题。目前国

内发达的商业城市，都有多中心
化的特征，使得各区域可以均衡
发展；国外的商业城市，常常在
规划上做得很好，一个区域有多
少人、多少消费力，需要多少种
类、多少体量的商业配套，成熟
的做法都是规划先行。这样既
避免了无序竞争造成的不必要
的资源浪费，又方便和丰富人们
的生活，值得我们借鉴。

还有不少业内人士提出了
其他的建议。

比如在品牌引进上，上海、
北京、成都等城市都针对诸如首
进品牌方面出台有详细的激励
政策，这些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的
做法值得研究和借鉴。

比如服务上，政府部门也应
对标一线城市的做法，发挥在社
会资源、引导规划、政策支持上
的积极作用，与商业企业一起打
造郑州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这样才与郑州“新一线”的地位
相匹配。

尤其是在引进商业资源后，
并不是万事大吉，更要有维持后
续服务的能力。一个新兴市场

在发展初期，常常交给市场去自
由配置资源，但当发展进入深水
区，商业体量已经很大，成本和
风险都更高时，则应具备前瞻性
的战略眼光和未雨绸缪的操作，
避免伤害到投资人的积极性，同
时避免资源浪费。此前，国内有
的城市，也曾具备不错的商业土
壤和资源，但由于相关工作的不
到位，导致先期进入的品牌和商
业折戟，此后一蹶不振。这样的
前车之鉴也需引起足够的注意。

“根据郑州市的城市发展框
架，到2030年，常住人口可能会
达到1500万。”宋向清说，人口
多了，经济发展了，消费能力强
了，国际一线品牌来得会越来越
多，未来十年，都会是郑州商业
发展的红利期。

在大河商业的本次采访中，
我们能够充分感受到，所有建言
献策的人、积极参与商业开拓的
人，都对未来的郑州充满憧憬。

在通往“新一线”的路上，郑
州正行进得越来越快。众人瞩
目之下，我们祝愿郑州越走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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