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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 旅行团去
香港旅游! 常会把这里作为
重点参观项目! 它就是香港
岛南部浅水湾的一个豪华住
宅!约值

$

亿元" 里面还有很
多名车!其中一辆劳斯莱斯!

车牌是无字头#
%%%%

$!被称
为香港# 最具幸运意头$的靓
牌! 有人估计! 若拿出来拍
卖!至少在千万元以上% 而这
所豪宅的主人就是香港新世
界发展有限公司及周大福珠
宝金行有限公司主席! 著名
富豪&&&郑裕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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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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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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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国
内最大的百货店拥有人以及
经营者之一! 新世界百货中
国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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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召开新闻发
布会! 宣布新世界百货郑州
项目招商正式启动 % 截至
*','

年
)

月
-'

日! 新世界百
货有限公司在全国的分店数
已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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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总店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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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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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目前中国最大的百货连
锁集团! 新世界百货是目前国内
市场最活跃的外资百货企业% 商
品批发*品牌管理*百货运营*购
物中心操盘! 纵向一体化打通整
个产业链% 产品涵盖了服饰*珠
宝*车*表等百货零售主要品类%

商品档次从低到高呈梯度变化%

业内人士评价! 这种自有商
品品牌资源的开拓建设! 既能破
解国内百货零售业盈利模式的瓶
颈!也可以错位经营!细分市场!

具有十足的竞争优势% 零售商场
如果单纯兜售物质! 势必会走入

# 价格战
.

简单品牌竞争$ 的死胡
同!而文化创造力是没有定价的%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以商业地产
为主导*以文化营销带动流量$的
发展模式! 或将改写零售业未来
的竞争格局%

新世界百货在去年年初向
外界宣布 ! 未来计划收购二线
城市或省级城市的本地龙头连
锁百货店 !只要地段 *规模 *内
部回报率等具发展潜质 ! 就会
考虑% 而在采访中!新世界百货
华中区域总经理黎安先生也表
示 ! 新世界百货目前在河南的
店网规模已经铺开 % 新世界进
驻郑州 ! 将给河南商业带来哪
些不一样的变化 !商报带您先睹
为快%

专访新世界百货
华中区域总经理 黎安先生

在这两年的时间内! 郑州的商业格局发生了不小的
变化!外有大商集团的扩张!内有本土丹尼斯做强做大!

这些都无形中给新世界百货郑州店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尽管如此! 但在新世界百货华中区域总经理黎安先生看
来!这并非是一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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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郑州零售商业体系基本趋于完善!其中百货零售仍
居于综合零售主导地位% 郑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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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兴商圈!拥有更大的
政策支持和影响力% 二七商圈和紫荆山商圈的潜力远远没有被发
掘完毕!仍是零售业下一步进驻的重点区域%

与武汉相比!客观地说!郑州依然相对比较封闭% 举几个小
的例子!郑州的五星级酒店只有三四家!机场的出租车价格要比
市内高出一大截% 不过!最终的游戏规则会越来越走向规范化!

这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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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百货是上市企业!为了保证股东的利益!新世
界有自己的发展步伐! 每年新增营业面积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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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左
右!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项目在排队!西安的!北京的!都在等着
开业!按照这个速度!已经排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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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 郑州店原计划在今
年
2

月正式开业!但是最终让位于其他项目!因为郑州店是新世
界自有物业!不用交租金!也飞不走%

资金不是问题!开一个中等体量的新店!一两个亿的资金就够
了!关键是人才% 另外!做到收支平衡!也是很不容易的%

中原商战很激烈!但我们一直看好这个市场!要全力做好%

希望新世界百货郑州店一出生就是个健康的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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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是百货业的专业人士!我们都很尊敬对方!我
们以# 做好我们自己的事$的中立态度来面对市场的竞争% 目前
百货业的同质化竞争比较激烈!但是我们欢迎竞争!我们有自己
的优势!我们靠独特的经营理念*营销方式和优质的服务取胜%

同时对于供货商是以# 双赢$的态度来合作!希望双方都可以盈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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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香港人!但是家人都在加拿大居住!虽然一年中
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很少!但是家庭仍然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动力%

每次回家!虽然要连续坐很长时间的飞机!但是我仍然觉得那是
人生中最享受*最快乐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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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华中区域首家
全新打造的生活馆 !新
世界百货郑州店楼高

3

层 ! 概约楼面面积为
#++''

平方米%一层到四
层皆以不同设计为主
轴!并以# 时尚性 *生活
性*美味性$为主要品牌
规划%

仿效日本东京最流
行的百货商场设计 !运
用最先进的环保自然生
态园林概念元素! 将各
楼层打造为不同的主题
风格%让商场充满流行*

动感*时尚 *明快 *轻松
的气息%

同时在休息区内设
有无障碍网络覆盖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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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供全方位服
务! 方便顾客随时上网
或者回复电邮+另外!还
规划了五星级酒店式卫
生间设计! 这些均透露
出新世界百货创新与精
致的贴心服务%

# 这些都将是与郑州
目前的各大百货公司所
不同的% $新世界百货郑
州店总经理王凯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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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百货郑州店位于紫荆山路与商城路交叉口东北
角!与易初莲花*国美电器隔路相望!是品牌的展示窗!并汇
集了巨大的购买力%宽阔的紫荆山路保障了交通的便利!地
铁*公交线路的发达!更方便了顾客往来购物消费%

据了解!裕鸿置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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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人民币把此处项目卖给新
世界百货%# 自有物业的形式可以让我们更能静下心来研究
郑州这个消费市场!摸清对手的虚实!而不是急于出手*盲
目投资% $王凯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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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同质化经营!新世界百货将与周边商圈其他百货
实施错位经营!发挥主题性百货优势!吸纳不同类型的顾客!

新世界百货十多年来经营了# 独家专卖$品牌' 占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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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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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品牌保持合作% 新世界百货引入# 时尚$及# 生
活$的新概念经营模式!率领周大福攻城略地!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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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际顶尖品牌代理权!注资中国最
大成衣*服饰及配件批发地下商业区的经营及发展%

郑州将成为新世界百货入驻中原地区业务发展的核心
城市!同时也将促使郑州整个商业资源的再次优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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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百货郑州店!是入驻中原的第一家门店%新世界百
货还特意表态!诸如洛阳*新乡等市场的选址开发工作!已经
在同步进行%建立一张河南店网!是华中区域下一步建设投资
的重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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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有地下停车位
%''

个!地上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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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内部另有顾客
休息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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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还有酒店式精致男女化妆间!另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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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室
和母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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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郑裕彤人送绰号,,,- 鲨胆彤$ 旗下新世界百货被称为国内最大百货企业

明年3月!新世界百货郑州店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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