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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AⅠ·12

每注金额
17789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303期中奖号码
01 09 16 19 21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 426728元，中奖
总金额为175776元。

中奖注数
4 注

339 注
5771 注
284 注
254 注

9 注

1184752 元
28208 元
1032 元
200 元

50 元
10 元
5 元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一等奖（7+0）
二等奖（6+1）
三等奖（6+0）
四等奖（5+1）
五等奖（5+0）
六等奖（4+1）
七等奖（4+0）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
金额

第2020131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 注
6 注

328 注
550 注

7003 注
9874 注

71342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1 注

20 注
66 注

408 注
653 注

3150 注

01 06 08 11 20 25 26 02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303期

单注金额
1040 元

346 元
173 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782808元。

中奖注数
351 注

0 注
1493 注

中奖号码：4 6 3
“排列3”第20302期中奖号码

1 0 8
“排列5”第20302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20130期中奖号码

前区16 17 23 26 32 后区02 12

1 0 8 0 8

定了！明年6月前盒马登陆郑州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陈沛

12月20日，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从业内知情人士处
了解到，明年6月前，新零售标杆门店盒马将落子郑州新田
360广场·绿地新都会，该店或是郑州首店。

另据其透露，目前郑州有数家商业均在与盒马洽谈对接
中，明年或将迎来盒马爆发式开店潮。

盒马入郑，究竟能给郑州零售业态带来哪些“鲇鱼效应”？

准备好了吗？
明年6月前盒马将亮相郑州

盒马来郑州，并非新闻。早在
2019年12月31日，阿里巴巴集团与
郑州市人民政府进行阶段成果总结及
首批子项目签约时就透露，2020年阿
里旗下盒马将在郑州开设10店。

盒马的实体店究竟何时落地，一
直未有确切消息。然而，就在12月
初，盒马在郑州开启了密集招聘，向郑
州开放了包括选址、生鲜采购、财务等
10多个工作岗位。这也意味着，2020
年与郑州“爽约”的盒马，其入郑的脚
步正在临近。

12月19日，新田360广场·绿地
新都会在一活动启幕仪式上的小范围
官宣，则透露了盒马的店址——位于
新田360广场·绿地新都会店A馆。

12月20日，大河报·大河财立方
记者在新田360广场·绿地新都会店
A馆一楼看到，乐高专卖店旁边入口
处有粉色的围挡，围挡上有“未来”字
样的英文标识，但并未有任何盒马的
标志。

记者走访周边的店铺，谈及围挡
处是否为盒马店，店员与工作人员都
表示不清楚。不过盒马确定入驻该商
场已成定局，新田360广场相关负责
人表示“明年6月前，将与郑州市民见
面”。盒马相关负责人亦告诉记者，盒
马明年肯定会与郑州市民见面，但具
体位置并未向记者透露。

盒马入局
将给郑州带来啥？

“盒马入郑，应该会为郑州零售业
带来鲇鱼效应。”一名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作为新零售标杆，盒马的诸多理念
有可取之处。

在业内人士看来，盒马的最大优
势就是采取同一区域多业态布点模
式，针对不同客群开设不同业态门店，
最大化进行供应链能力、线上线下协
同以及商品差异化测试。

此前，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探
访杭州盒马时，亦感受到这种便捷性
——消费者在盒马选择生鲜产品时，
可以直接选择在店内烹饪成美食享
用；如果消费者位于盒马3公里范围
内的“盒区房”，只需要在手机下单即
可快速收到所需物品，而且免配送
费。此外，差异化的商品策略也可以
让消费者买到独特的心仪产品。

大河财立方·立方大家谈专栏作
者鲍跃忠认为，“千店同品”是当前传
统零售业态存在的严重问题，“盒马由
采购标品转向做研发差异化商品，值
得传统零售借鉴”。

盒马的理念已经在影响部分本土
新零售企业，以餐饮起家的仲记集团
打造的新零售品牌超级鲜生，其中餐
厅与生鲜、超市的融合，就带有盒马模

式的身影。
上述业内人士认为，今年的疫情

客观上放大了消费者对商品的多重关
注度，让消费者在食品安全、履约时
效、溯源体系、消费方式等方面都有着
新需求。盒马利用数字化在这些方面
做出的努力，也更能满足消费新需求。

尽管盒马门店姗姗来迟，但河南
产品已经通过盒马渠道销往全国。数
据显示，荥阳河阴石榴、温县铁棍山药
等，在盒马门店的各自类目销售中均
位列前茅。

对盒马来说，门店的布局只是一
方面，它还要通过“重仓”农业供应链，
扩大其在生鲜供给端的优势。从这点
来说，进驻拥有丰富生鲜资源的河南，
也将为盒马进一步巩固生鲜供应链扎
下“营寨”。

狂奔的盒马
能否适应河南水土？

阿里发布的财报显示，截至2020
年9月30日，盒马自营盒马门店222
家，主要分布在一、二线城市，年活跃
消费者超过2600万。

与此同时，狂奔的盒马目光，已开
始瞄向下一级市场。

不容回避的是，尽管势头凶猛，高
速发展对盒马来说同样是一把双刃
剑，并为盒马此前的关店潮风波埋下
了伏笔。

2018年11月，盒马鲜生上海大宁
店发生“标签门”事件，盒马工作人员
偷换胡萝卜外包装的日期标签，被顾
客抓了现行；2019年2月，网传盒马鲜
生后厨工作人员将顾客挑选好的海鲜
换成了死海鲜……前期门店扩张太
快，众多门店人力不足、服务质量下
降，品控管理不严等问题，致使盒马的
口碑断崖式下滑，并发生了关店潮。

今年大河财富中国论坛期间，中
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新零售50人
论坛成员汪旭晖接受大河财立方记者
采访时表示，新零售的趋势则是一个
线上线下全渠道＋新物流＋新科技＋
新金融的生态圈，而并非单纯的线上
线下的叠加。简而言之，新零售企业
一定是以移动互联网为纽带的商业生
态系统。

“目前新零售模式基本只能在强
三线以上城市跑通，下沉模式还没打
通，后期还需要进一步研发。”上述业
内人士说。

盒马下沉市场，在二、三线城市开
启狂奔模式，但能否将整个商业生态
系统完美“移植”，仍要接受时间的考
验。

事实上，相对于其他城市来说，郑
州已经不缺乏接受新零售、新模式的
土壤。不久前7-11郑州首店开业，创
造出首日60万元的销售业绩。此外，
钱大妈等生鲜品牌也在郑州开启攻城
略地模式。

国际郑，如何成为多彩绿城？
郑州明年要新增1000万平方米绿地
将建设20个5000平方米以上综合性公园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刘瑞朝 文 白周峰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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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获悉，2021年度，
郑州市将新增1000万平方米绿地面
积，仅市区就将新增660万平方米以
上。

12月21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发
布《郑州市2021年城市园林绿化工
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明年新建5000平方米以上综
合性公园20个,新建5000平方米以
下微公园、小游园180个，完成植物
园、南环公园、月季公园、雕塑公园等
公园游园基础设施提升 (拆围透绿)
工程。

《实施方案》提出，通过规划建
绿、拆违建绿、见缝插绿、留白增绿,
强力推进大型公园绿地、生态廊道、
铁路沿线绿化、郊野 (森林)公园、湿
地公园、滨河绿地、社区游园建设,大
幅增加城市绿地面积,进一步优化公
园绿地布局。

根据计划，2021年度新建绿地
面积1000万平方米以上,其中市区
新建绿地660万平方米以上,县 (市)
新建绿地340万平方米。

年度新建成绿地1000万平方米
以上,中原区、二七区、金水区、管城
回族区、惠济区各完成新建绿地60
万平方米以上,郑州高新区、郑州经
开区、郑东新区、郑州航空港区各完

成新建绿地90万平方米以上,上街
区完成新建绿地40万平方米以上,
荥阳市、新郑市、新密市、登封市、巩
义市、中牟县各完成新建绿地50万
平方米以上。

《实施方案》提出，明年郑州新建
5000平方米以上综合性公园20个,
新建5000平方米以下微公园、小游
园180个。

2021年新开工建设5000平方
米以上公园20个,其中:中原区、二
七区、金水区、管城回族区、惠济区
各新建5000平方米以上公园1个,
郑东新区、郑州高新区、郑州经开
区、郑州航空港区各新建5000平方
米以上公园2个。各县 (市)、上街
区各建成1个 5000平方米以上综
合性公园。2021年建成开放微公
园、小游园180个, 其中:中原区、
二七区、金水区、管城回族区、惠济
区各建成5000平方米以下微公园、
小游园15个;郑州经开区、郑州高
新区、郑州航空港区、郑东新区各建
成5000平方米以下微公园、小游园
16个;上街区建成5000平方米以下
微公园、小游园5个;登封市、中牟
县、新密市、荥阳市、新郑市、巩义市
各建成5000平方米以下微公园、小
游园6个。

从空中望去，郑州市北龙湖区域被大片绿地和公园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