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大商集团郑州地区集团来说!扩张!

只能是一期工程"

有大商集团
!!

个省
"#

个城市
!$#

家大型店
铺的庞大店网支撑! 有大商集团在河南实行
属地化经营!发挥本地人才优势的管理模式!

大商将在引领中原时尚百货的发展方向的同
时!带动中原商业全面崛起"

传递新生活美学#创意时尚大商!在大商人
走过的这四年里!独特的经营理念#经典的一次
又一次营销!深深扎进了中原广大消费者心中!

而从开始的店铺营销发展到现在的异业联盟营
销#节日营销#故事营销#店庆营销#业种营销#

品类营销#品牌营销等多种营销模式!大商带给
河南的消费者越来越多的时尚信息"

%

年的时
间!它足以记录一个地方时尚历史的变迁"

未来!在网点布局上!新一轮的布局中将
有超过

!#

万平方米的项目!在这其中会有几家
大项目超过

&#

万
'(#

万平方米! 功能将更齐
全# 业态更丰满!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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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完
善! 同时在这些项目中也将会有

!'&

家麦凯乐
大商高端百货品牌! 届时在大项目中的餐饮
娱乐品牌将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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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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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色彩会更浓郁! 大量的功能性业态将使郑
州的商业层次再次得到提升! 自此大商集团
在中原网店将覆盖东西南北各个商业区域!

同时大商也将在郑州自主开发
('%

个大型商
业综合体商场及一批生活广场"

而在业态方面!将把现在的珠宝#名表#化
妆品#女鞋#男鞋#女装#男装#童装#运动#休闲#

家居#餐厨等品类!融入大商集团无限发展的新
兴业种$$$餐饮娱乐! 将涉及美容院# 健身会
所#游泳馆#滑冰场#电影院#风味快餐#酒楼#宠
物店等项目!注入一批国际知名连锁品牌"

% 未来的
%

年! 大商将在中原商业版图之
上续写神话" &大商集团河南地区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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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中原经济区契机

大商集团郑州地区集团展开新一轮征程
从郑州到河南! 中原经济的不断发展!

重量级企业的郑州布局!大商集团紧随着中
原经济区的发展这一契机!展开了

%

年来的
新一轮征程!大商集团新一轮的布局将会给
中原商业以及中原消费者带来意义深远的
影响!未来

('"

年的时间!大商集团在河南
的店铺规模计划达到

"#

家! 销售规模达到
!##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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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I

月
&$

日将在郑州举行" 本次会议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河南省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以开放#交流#合作#发展为主题!以
招商引资为主线!以产业集聚区和优势产业推介
为重点!以项目对接#贸易洽谈#经济论坛#展览
展示为主要内容"

随着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召开!将
集中展示我省的基本概况#综合经济实力#发展
规划和区位#交通#资源#人力等比较优势!宣传
我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和贸易促进政策! 是河
南省政府主办的重大经贸活动! 是河南省层次
最高#规模最大 #成效最好 #吸引力最强的重要
对外经贸合作活动和品牌会展! 也是河南对外
开放的重要名片! 同时也将提升中原经济发展
的层次! 将会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促
进作用"

% 在此机遇下 ! 河南商业面临新一轮的洗
牌!大商集团抓住了这新一轮的机遇!再次签约
!#

家店铺!郑州
(

个#焦作
&

个#驻马店
!

个#信阳
!

个#开封
&

个#商丘
!

个" &大商集团河南地区负责
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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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驻河南四年! 已让大商集团成为河
南商业历史上的新坐标"

&##$

年
%

月!大商集团逐鹿中原!大商
在河南省开业数量达到

!$

家!河南开封#信
阳#许昌#漯河#新乡等多个地市都有了大
商的

3+/+

"

&##J

年
!#

月
!

日!建设路店开业!大商集团
将超市#百货#电器三大主题业态融合发展"

&##I

年年底!信阳千盛#开封千盛#新
乡千盛!大商在河南地区三天连开三店"

&##K

年
!

月! 新玛特郑州总店成功开
业!集购物#休闲#娱乐#餐饮等多种业态为
一体的模式成为商业标杆! 引进了一大批
国际化的餐饮与娱乐服务品牌"

&#!#

年!大商超市河南蓝图浮现"

!

月
$

日!

大商超市绿城广场店开业'

L

月
M

日!大商千盛
生活广场富田店盛大启幕'

N

月
&K

日!大商千盛
生活广场宝龙店在郑东新区精彩绽放"

大商四年发展期间!郑州正弘国际名店#许
昌鸿宝百货# 紫荆山百货先后加入大商集团并
取得业绩飞跃发展"

&#!#

年大商集团河南店铺年销售额达到
"#

亿元" 这些数字的背后!蕴藏着一家百货企业的
巨量豪情"

有人说! 大商集团入驻河南进一步加快了
郑州商业的发展速度! 从而带来河南商贸业的
鲇鱼效应!加速了其他零售商业的进驻步伐!也
促使别的零售企业全省布局的加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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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表示(一些委员既
不敢批评又不敢拿出措施!% 钱是很多!但不懂议
政&"工商联党组书记谢春潮也表示(一些人心存
顾虑!以为议政是挑毛病#揭伤疤!是得罪人的
事!不敢也不便议政" 很多非公经济人士把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这种政治安排看成一种荣誉!缺
乏强烈的政治责任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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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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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
所长杨宜勇认为! 个税从过去的分向征收向综
合征收!这样可能才叫改革"综合征收是指以一

家人为单位计算征收") 详见今日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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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生高考后都盼着能收到一封高考录
取通知书! 而广东顺德高考考生小梁却因为众
多的高考录取通知书而烦恼" 整整一个暑假!小
梁家里的信箱陆陆续续收到

(%

封入学通知书!关
于入学的手机短信#电话更是数不胜数!% 他们竟
然知道我家的地址和电话! 还知道我的手机号
码!简直太疯狂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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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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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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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委员&不便议政
招生怎么成了抢生意

公民声音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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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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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申报是% 家庭税&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