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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29日，由
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
领导小组支持，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主办的“致敬匠心·出
彩豫酒”寻找最美豫酒人推
评活动，在河南牧业经济学
院龙子湖校区正式启动，省
内20余家白酒生产企业相
关代表出席了启动仪式。

参与推评的豫酒人需要
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在生产、
科研、营销等岗位工作5年
以上的一线工人、管理人员、
总工以及一线营销人员、销

售经理、销售总经理等；二是
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并在提
高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创新发展等方面做出过突出
贡献；三是在技术研发、技术
创新、技术攻关、技术比赛、
市场营销等方面取得过优异
成绩。

符合上述条件的，可以
登录河南日报客户端“豫酒”
频道下载表格进行报名，报
名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
6日，逾期不再受理。

（本报记者）

寻找最美豫酒人推评活动启动

本报讯 在手机上玩游
戏就能学习垃圾分类知识，
轻 松 学 会 如 何 分 垃 圾 。
2019年11月29日，在《郑州
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
法》即将实施之际，河南首款
垃圾分类小游戏——《绿城
全民消垃圾》正式上线。

据介绍，由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郑州市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

进行指导、漫画月刊杂志社
历经9个月开发制作的这款
垃圾分类游戏，包含关卡模
式、无尽模式和分类知识等
栏目，巧妙地将垃圾分类知
识与互动游戏相结合，不仅
内容丰富，而且轻松、好玩、
有趣。广大市民可以利用闲
暇时间，通过玩游戏就能学
习垃圾分类知识，轻松学会
如何分垃圾。 （本报记者）

河南首款垃圾分类游戏上线

本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
郑州市人民政府将设立“郑
州市博物馆事业发展资金”,
每年5000万元,用于博物馆
事业发展。新建非国有博物
馆,应具有相关部门颁发的
完备建设手续,展厅面积
1000平方米以上的,给予一
次性1000元/平方米补助。

发展博物馆事业，能够
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
强民族自尊和自信。为此，
郑州市人民政府设立“郑州
市博物馆事业发展资金”,每
年5000万元,用于博物馆事
业发展。市文物主管部门每
年从“郑州市博物馆事业发
展资金”列支50万元用于开
展全市博物馆运行评估、博
物馆从业人员培训等相关工
作所需经费的支出,并负责
工作经费管理及使用监督。

按照国家文物局制定

的评估标准,被评估确定等
级的国有行业博物馆和非国
有博物馆给予奖励,一级博
物馆奖励100万元/年；二级
博物馆奖励50万元/年；三
级博物馆奖励30万元/年。
级别变动或撤销,按照变动
后的级别奖励或取消奖励。

新建非国有博物馆,应
具有相关部门颁发的完备建
设手续,展厅面积1000平方
米以上的博物馆,给予一次
性1000元/平方米补助。最
高补助不超过300万元。非
国有博物馆比照国有博物馆
享受公益性事业单位土地、
税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等方面的优惠待遇。

根据相关规定，鼓励企
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个
人向博物馆提供捐赠或以其
他形式提供资助,捐赠人依
法享受税收优惠。

郑州每年拿出5000万
博物馆事业获发展资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闭店、改造、转型不断，
二七商圈再起震荡

昨晚6点，大商·麦迪逊城
市奥特莱斯金博大店正式开
业亮相。就在距离其开业时间
不到一周前，金博大店的门头
刚刚完成更换，更长的名号之
下，也承载了二七商圈商业迭
代的更多解读。

11月28日晚，大商·麦迪
逊金博大奥特莱斯总经理周
磊在开业发布会上表示，从官
宣变身城市奥莱至今，4个多
月时间，承受着来自业界的不
同声音，这其中有质疑也有期
待。如今，随着新店开业，金博
大店也将正式开启新的一页。

记者查阅资料注意到，上
一次更换店名，是2006年6月
1日大商正式接手金博大之
时，店名由“金博大购物中心”
改为“大商新玛特购物广场金
博大店”，作为百货黄金期的
经历者和见证者，金博大店的
转型再次将公众视野拉回迭
代中的二七商圈。

今年郑州商业地产最令
人扼腕的事件，无疑是北京华
联二七店的停业。7月2日，这
座开业17年、曾经号称“第一
家进军郑州零售业市场的全
国连锁商业企业”宣布正式停
业闭店。此外，大上海城物业
经营遇困、欧亚集团郑州百货
大楼业绩乏力、新田360广场
太康路店开业时间一再“待
定”、亚细亚·卓悦城的自我救
赎，这背后，是二七商圈商业
项目重叠的尴尬、城市规划激
烈的角力、历史遗留问题的纠
结以及新旧商业势力的交替
搏杀。

“退潮了，才知道谁在裸
泳。”原大商郑州地区集团总
裁皇甫立志表示，一方面随着
消费习惯的转变，注重体验业
态的购物中心对传统百货企
业造成分流；另一方面，电商
让传统百货承受颇多压力。

多种业态混战，
二七商圈上演业态大腾挪

商战从未结束，只是换了
主角和时空。如今的二七商圈

已经从传统百货商场独树一
帜的寡头竞争局面演变成多
种业态的混战：以丹尼斯、金
博大、百盛购物广场等为代表
的百货商场逐渐改弦更张；丹
尼斯、世纪联华、北京华联超
市等超市大卖场也进一步寻
求突破；国内四大家电连锁巨
头以及本土的八方电器等家
电专业连锁不甘落后；正在建
设的万象城二期、新田360广
场太康路店以及大卫城等购
物中心接连落子；德化无限城
以及光彩市场等步行街进一
步升级……

“不破不立。如今的二七
商圈框架正在被逐步拉大。”
丹尼斯事业部部长薄涛曾对
记者表示，正在施工的大乐城
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二七商
圈在年轻、流行Mall 业态上
的丰富度，另外，万象城二期
以及新田360广场太康路店
等新生力量的崛起，联合现有
的大卫城，将使二七商圈形成

“三足鼎立”之势。

多核时代下，
二七商圈如何克服阵痛

在郑州新一轮土地开发
热潮中，商业开发热潮有愈演
愈烈之势。商业项目的增加，
除了要面对郑州城市消费力
与商业体量匹配的问题外，需
直面的关键所在，就是同质化
现象的凸显。

这一问题在2000年以后
的二七商圈尤为明显。在郑州
第二次商战后，高度同质化的
家电连锁四强先后云集至二

七商圈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这在全国独一无二。在此之
前，作为掀起郑州商战史的

“祭刀之战”——“野太阳”亚
细亚、天然商厦、商城大厦、郑
州华联四大传统百货商场之
间的生死较量已为后来者提
供范本。

当同一商圈内扎堆多个
购物中心或商业体时，重合率
过高的业态是否会造成消费
人群的分流？而这种分流是否
会导致部分商业体的死亡？

对此，皇甫立志向记者表
示：“能否在商圈之间的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商圈内各大商业体之
间能否相互促进，形成客流循
环。”事实确实如此，如果商业
体之间在品牌和业态上无法
实现差异化，而是简单的项目
堆砌，终将无法汇聚人气，最
终不得不在这场商业竞争浪
潮中没落甚至被淘汰。

“二七商圈必须有阵痛，
这种阵痛有可能是业界多次
提到的城市更新、商改办等。
但 这 在 郑 州 较 难 形 成 。”
CBRE世邦魏理仕顾问及交
易服务商业部董事张桐认为，
二七商圈存在大量的业权不
统一的现象，难以真正做到百
分之百统一，商改办将面临较
大的阻力，但二七商圈的天然
优势又使其无可替代，一系列
项目的面世也会为二七商圈
带来新的商业潜力的释放。

在商业大环境的波动下，
二七商圈商业环境已然变化，
有人如鲠在喉，有人蠢蠢欲
动，有人肩负重任，面对新

一 轮 改 造 项
目，其未来能
否重振二七商
圈“门楣”？或
许真正的“好
戏”才刚刚拉
开序幕……

金博大改名再开业 二七商圈正嬗变
一系列的变化将为郑州二七商圈带来新的商业潜力的释放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张利瑶 文图

今年以来，郑州
二七商圈的持续震荡
从盛夏直至寒冬。11
月29日晚上6点，大
商·麦迪逊金博大奥
特莱斯以城市奥莱业
态正式开门迎客。从
7月底宣布转型到今
日重新开业，四个多
月时间，火速冲刺的
金博大店，同时也将
二七商圈再次拉回公
众视野。

11月23日，郑州金博大店的店标正在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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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招商公告
因经营需要，河南交投服务区

管理有限公司周口东服务区餐厅
（胡辣汤）合作经营项目、按摩椅合
作经营项目已批准实施，现进行招商。
1.有意向者请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12月6日来大广高速K2069公
里处周口东服务区领取招商资料。
2.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13849452006
3.经检监察员：王先生
电话：18272672111

注销公告
灵宝市大麦食用菌专业

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11282MA453A6E54) 经
股东会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本合作社已成立
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合作社清算组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