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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也是生产力，服务提升竞
争力，卫滨区特色商业区整合文化
资源引领商业发展，壮大文化产业
融合提升业态，同时也在探索新的
服务模式，搭建新颖高效、文商共赢
的服务体系，用服务推动商业区“加
速跑”。

针对核心商业地段的特色商圈
进行信息化、智能化改造，实现商圈
传统业态在“互联网+”时代的升级，
对特色商业区的形象和风貌进行全
新的展示，突出“以人为本、为民服
务”的职能和宗旨，突出特色商业区
亲商爱商、服务客商的鲜明特点，提
供便民利民服务、助力传统商业与
新兴商业有机融合的公共平台，吸
引更多的群体通过该公共服务平台
了解商业区最新动态，选择特色商
业区投资兴业和完成各项日常消费
的在线办理等，全面提升传统商圈
服务水平，打造购物、娱乐、休闲及
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新型商业模式。

按照物理空间、文化空间、虚拟
空间的三层空间发展模式，以传统
商业实体店作为物理空间的基础，
塑造文化空间，植入本土文化品牌
及外地文化先进模式，构筑商业区
云店铺，以云店铺吸引到店人群，不
断增加实体店销售额，在打造卫滨

文化新地标的同时，再通过互联网
的优势打开虚拟空间，通过“互联
网+商业营销”的模式，真正实现线
上线下的连通与融合。

依托“互联网+”商业发展模式，
谋划建设总投资 1800 万元的特色
商业区网络公共服务平台项目，打
造“互联网+服务内容”的特色商业
区“管家式”综合服务型平台，逐步
实现商业区向智能化、功能化、服务
型转变。项目由北京慢跑科技有限
公司承建，一期无线网络总覆盖面
积约为0.5平方公里，服务辐射人群
年达到300万人次。

“有了‘新服务’，不忘‘老服
务’。”卫滨区委书记孔凡旭说，卫滨
区将继续健全企业服务新机制，落
实重点项目首席服务官制、重点项
目推进例会制、现场办公制等运行
机制，大力推行“贴心管家”服务企
业制度，开辟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实
行全程跟踪服务、限时办结，不断提
升服务水平。

孔凡旭表示，下一步卫滨区将以
文化培育为核心，以产业转型、项目
建设、服务创新为支撑，促进特色产
业集聚、集群、集合发展，努力实现卫
滨特色商业区建设新跨越，为加快全
省“两区”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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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省转型发展攻坚推进会
议上，新乡市卫滨区特色商业区获
得省政府授予2016年度河南省先
进服务业两区光荣称号，并获得奖
励资金500万元，是新乡唯一一家
获奖的服务业两区。

卫滨区特色商业区以打造区
域性文化商业中心和立足新乡、辐
射周边的现代商业精品区、样板区
的目标，按照“一轴四区三街”空间
发展格局，发挥商业氛围浓厚和文
化资源丰富的优势，努力推进文
化、商业、人居融合发展，积极引导
传统商业转型升级，塑造出了“东

方文化商业步行街”“石榴巷”等一
批特色精品文商融合项目和知名
品牌，文化软实力和产业竞争力互
促共进，走出了一条文商融合发展
和城市老城区传统商业凝炼提质、
转型升级的新路子。

截至目前，卫滨区特色商业区
已入驻企业126家（其中限额以上
23家），个体经营户达4570家，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11.9亿元。2015
年，大商新玛特、百货大楼、平原商
场荣获省级“平安商场”称号；东方
文化步行街荣获河南省首批“示范
特色商业街区”称号。

来到卫滨区特色商业区内的
东方文化商业步行街，一股浓浓的
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条占地 75
亩的双层走廊式步行街长仅 700
米，却有 39组 75尊全国雕塑名家
精心雕塑的大师级作品，圣贤广
场、忠义广场和孝德广场等三个街
心广场上，安放着炎、黄、尧、舜、
禹、孔、孟、老、庄、比干、屈原、包
拯、郑成功等历史人物雕塑，还有
孟母三迁、岳母刺字、愚公移山、牛
郎织女等历史故事雕塑，浓缩了中
华五千年的文明史。

据了解，东方文化商业步行街
是一个旧城改造项目。在旧城改
造前，此处的居民房屋破旧、环境
差，被群众戏称为新乡市的“龙须
沟”。

改造后的区域面貌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不再脏、乱、差，为
新乡人提供了一个高品位休闲、娱
乐、购物的理想去处，成为新乡市
旧城改造和商业开发示范的一条
街；还为广大市民提供了文化熏
陶、道德教育的新场所，成为中国
雕塑艺术精品展示和中国传统文
化美德教育一条街，被列入“新乡
市新八景”，是新乡市现代商业的
地标和新名片之一。

卫滨区秉承“搞活商业，以商
促文；管好雕塑，彰显特色；延伸产

业，提升品位”的理念，努力促进中
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的完美结
合，以商养文，以文促商。目前东
方文化步行街商业营业面积达到
4.1 万平方米，540 家商户在此创
业，入驻国内知名品牌56家，提供
各类就业岗位 1500多个，日均客
流量 1万余人次，年营业额超过 2
亿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商
业结合的典范，开创了文化搭台、
商业唱戏的发展模式。

为更好地发挥东方文化步行
街的影响带动作用，卫滨区以东方
文化商业步行街为商圈中心点，十
字形扩展，形成“十字”状商业集群
发展区域，进而形成运动休闲功能
区、高端品牌功能区、特色餐饮功
能区、文化娱乐功能区——特色鲜
明、互相促进，使东方文化步行街
以购物、休闲、娱乐、餐饮和室外室
内组合的立体式步行街面貌呈现
在世人面前。

2015 年，卫滨区特色商业区
对街内部分老旧设施进行更换和
维修，对街内广告进行清理，实现
数字化、智能化街区。投资200余
万元已对街内2所公厕和公共服务
用房进行改造提升，以人为本为广
大消费者提供了优质舒心的购物
环境，被命名为首批“河南省示范
特色商业街区”12条商业街之一。

东方文化商业步行街，是卫滨
区特色商业区的一个缩影。

作为新乡市乃至豫北地区商贸
物流的黄金区域，卫滨区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占新乡市区 40%以上，
是新乡市的传统商业中心。但随着
新业态对传统商业的不断冲击，城
市发展带来消费人群的分流，卫滨
区在新乡商业“霸主”的地位“岌岌
可危”。

卫滨区特色商业区扬长避短，
打出“文化牌”，整合资源，统筹布
局，打造功能聚合、文商共生的综合
商圈，提出了发展“体验式消费”的
新思路，激发购物群众的潜在消费，
扩大综合消费规模，不断吸引特色
餐饮、文化休闲、体验培训等品牌企
业，解决了商业业态单调、产业链不
健全、综合带动效益不明显等问题。

科学规划建设卫河生态文化景
观轴。充分利用卫河沿岸600米带
状 街 区 和 绿 化 区 、老 卫 河 公 园
33000 平方米山水园林景观优势，
整合卫河南岸5万平方米仿古建筑、
陶瓷博物馆、望野博物馆、新乡市群
艺馆等文化产业，营造出文化产业
发展的浓厚氛围。

精妙布局独具特色的文化商业
街区。深入挖掘地域、历史等独有
的文化资源，以民国文化、卫水文

化、牧野文化、河朔文化等中原文化
为基础，整合河朔图书馆、暴张纪念
堂、卫河老码头等历史文物资源，注
入“文化、创意、休闲”等相关元素，
打造出以民国为主题的历史文化与
现代感交融的文化商业街区。

有效塑造功能聚合的综合文化
商圈。依托海宁皮革城、杭州四季
青服装批发城、伊斯兰文化商业综
合体、靖业小商品批发城等商业资
源，获批全省首家3A级旅游购物景
区，努力形成文化与商业的高度融
合，打造以文化为引领、商业为主体
的业态复合、功能聚合、商家集聚的
功能型综合商圈。

“石榴巷”是卫滨区大打“文化
牌”的一个重要成果。

在东方文化商业步行街的二层，
卫滨区特色商业区规划建设了占地
1.5 万平方米，以电商创业、匠师孵
化、文化创意和大学生创客基地为主
的石榴巷城市文化走廊项目，涵盖书
画艺术、服装定制、手工原创、文化创
新四大板块，打造了集原创文化产业
交流、展览、交易于一体的文化创新、
创业、创作和交易的平台。目前，已
开发建设 6000 平方米，投资 3000
万元，签订入驻商家23户。“石榴巷”
项目规划入驻商家 150家，吸引创
业、从业人员近2000名。

1│购物街有着“文艺范”

2│商业圈大打“文化牌”

3│新服务推动“加速跑”

卫滨区有40余家大型现代化购物中心，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始终占主城区总额的40%以上，是新乡市乃至豫北
地区商业物流的黄金区域。图为尚潮汇原创购物中心

卫滨区文化积淀丰厚，全区分布着22处县级以上文物
保护单位，水东定觉寺尊圣陀罗尼经幢和河朔图书馆为新乡
市区仅有的两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图为河朔图书馆

东方文化商业步行街为新乡人提供了一个高品位休闲、娱乐、购物的
理想去处，被列入“新乡市新八景”

□中共新乡市卫滨区委书记 孔凡旭
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政府区长 冯利霞

这里有着京广铁路新乡火车站、新乡市客运总站、公交总

站，从这里乘车 50 分钟可达新郑国际机场和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乘京广高铁 3个小时可达北京，5~7个小时可达珠

三角地区。以此为“圆心”，600公里半径内覆盖 5亿人口！

这里有平原商场、百货大楼等“老字号”，还有汇金城、大

商新玛特、新都汇、胖东来生活广场，东方文化商业步行街等

大型现代化购物中心 40 余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始终占主

城区总额的 40%以上，是新乡市乃至豫北地区商业物流的黄金

区域！

这里有着世界冠军刘国梁的母校——人民路小学，还有

市重点学校二十二中、育才小学、育才幼儿园和姜庄街小学等

全市名优小学；省第三人民医院（新乡市中心医院）、新乡市第

一人民医院、新华医院、口腔医院等近 10家豫北地区知名大型

医疗机构和特色专科医院，也都坐落于此。

这里是新乡市卫滨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优势，别具特

色的商业优势，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让这里形成聚集消费群

体、旺盛城市人气的强力磁场，成为一片人气旺地、财富洼地、

兴业宝地。

时代“眷顾”卫滨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成功获

批，中部崛起“十三五”规划、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均已被国务

院正式批复，省委省政府正在谋划建设组合型大都市区……

这些都给卫滨区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机遇。

我们为新机遇做好了准备：总规划面积 22 万平方米的产

业集聚区，目前已建成 13 万平方米，入驻各类企业 242 家，“四

上企业”38家，西环高端装备专业园区、南环综合物流园区“一

区两园”的科学发展框架已初步形成；总面积 17.6 平方公里的

铁西区域开发正“火力全开”，将打造出“生态商贸城，水岸宜

居地”，与新乡东区错位发展，成为新的城市经济增长极。

我们长期致力于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大招商开启大开放，

提高政府服务效能和水平，针对外来投资项目全面实行全程

无偿代理服务，按照“零障碍、零距离、零投诉”和“一个窗口对

外、全程跟踪服务”的要求为外来投资者提供全方位优质高效

服务，全区形成了“尊商、爱商、富商”的服务理念。

各位朋友，我们真诚地感谢大家关注卫滨区，热忱地欢迎

大家来卫滨区投资兴业，与我们携手共建一个发展、稳定、繁

荣、优美的卫滨！

开放的卫滨区欢迎您！

新乡市卫滨区——

人气旺地，财富洼地，兴业宝地！

卫滨区依托汇金城、伊斯兰文化商业综合体、靖业小商
品批发城等商业资源，获批全省首家3A级旅游购物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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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水之滨崛起“文化商圈”

聚焦服务业聚焦服务业““两区两区””

卫滨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