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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心声

回眸“十二五” 展望“十三五”
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⑥

老百姓眼中的
“五年规划”

人物：商丘市发展改革委
员会服务办公室主任刘静

心声：“十二五”以来，我市现
代物流业、文化产业、旅游业、 信
息服务、商务服务、健康服务、养老
及家庭服务、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
发展势头良好，成为我市服务业发展
的新亮点。未来五年，我市将积极培
育战略性新兴服务业,改造提升传统
支柱服务业，提升发展载体,深化改
革开放，激发企业活力，大力发展高
成长服务业，为加快中原崛起、商丘
振兴、富民强市提供有力支撑。

人物：高铁商业市场商户刘
凤仙

心声：“十二五”期间，俺家发
生了大变化，郑徐高铁建设改变了俺
家的生活：郑徐高铁线路途径俺家，
俺家获得了不菲的拆迁补偿金，俺拿
着这些钱在高铁商业市场开了一家家
纺批发店，生意不错，日子过得红红
火火。俺就是想，在未来五年，高铁
站北广场基础设施能尽快完善，俺就
在附近开一家饭店。

人物：睢阳区电商产业园
丁国华

心声：过去五年，许多传统企业
都依托互联网进行转型，电商园区也
由此应运而生。在“十二五”期间，
互联网已成为与世界接轨的工具。未
来五年，希望有关部门结合互联网产
业的特性，出台各种优惠政策，除了
人才引进之外，租金补贴、税收优惠
等方面也希望给予大力支持。

人物：商丘顺丰速运公司
总经理曾增

心声：五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
蓬勃发展，快递业如雨后春笋，发展
也极为迅速。在发展中，我公司不仅
将目光放在大的企业上，也将更多的
精力放在了一些散户上，并以最快的
速度在寄件人和收件人之间运送，因
为，我们看到，要想在竞争中生存，
就要比服务。未来五年，我公司将把
乡镇快递网点覆盖作为重点工作，解
决快递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同时不断提升顺丰快递的服务水平，
让每一位顾客都满意。

本报记者 孔慧整理

辉煌“十二五”，我市服务业步入发展快车道——

鼓点铿锵奋进疾
本报记者 孔 慧

时钟滴答，“十二五”圆满收官日渐临
近。岁末盘点，数字见证了我市服务业铿锵的
发展脚步。

“十二五”期间，我市现代物流业、文化
产业、旅游业、房地产业等发展态势良好，成
为全市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信息服务、商务
服务、健康服务、养老及家庭服务、金融保险
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成为我市服务业
发展的新亮点。

商丘，这座美丽的城市，也因为服务业
贡献度的提升，更加充满竞争力、生命力和
辐射力。

伴随着服务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以金融、
批发零售、商务服务为中心的现代服务业发展
迅速，迸发出强大的经济能量；电子商务、会
展经济、现代物流等新业态渗透到城市经济活
动的各个角落，领驭城市繁华，扮靓人们生
活。目前，我市已形成了不同层次、多种类别
的商品交易市场体系，辐射山东、安徽、江苏
等省及周边县市。截至目前，市区共有商品交
易市场总数 338个，其中专业市场 145个、集
市场192个，各类商业网点109603个

量质齐飞

服务业成为经济转型“助推器”

走进商丘，你会发现，“中信国安城”、
“建业十八城”等项目已成为商丘快速发展的
标志。

这些项目在商丘生根发芽，体现出我市现
代服务质量和效益“并驾齐驱”的缩影。

“十二五”期间，我市 9个“两区”加快
推进、攻坚克难，围绕提升城市服务功能，推
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生活性服务业
融合创新，着力抓好产业要素集聚、亮点特色
培育、服务功能提升、产城产业融合四个关
键，强力推动服务业企业集中布局、服务业集
群发展、服务功能集合构建、空间和要素集约
利用、促进大容量就业，努力打造服务业发展
的新高地。

作为商丘“两区”建设的龙头，商丘古城
的保护建设倍受市民的关注。 2013年，我市
启动古城砖城内棚户区改造，行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迁出古城；完成《商丘古城文化旅游产
业园区概念规划》和《商丘古城旅游区归德府
城修建性详细规划》。三年出形象，五年树品
牌，八年成业态。到 2020年，初步建成东到
神火大道、西到商周高速公路、南到连霍高速
公路、北到北海路，面积达 42平方公里的商
丘古城文化旅游产业园区，使文化旅游产业成
为全市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综合收入达到
80亿元以上，把商丘古城建设成厚重历史与
现代文明交相辉映、文化内涵与经济发展相互
融合、人文生态与自然环境协调统一的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成为更加有魅力的古城。古城的
保护性建设，正是我市商务中心区和特色商业
区发展的一个缩影。

夏邑县商务中心区与产业集聚区、老城商
业区、天龙湖景观区，在区位上体现了融合发
展。该县一方面从服务千家万户生活着眼，筹
建以百货超市为主体的融休闲、娱乐、购物为
一体的城市综合体；另一方面围绕服装纺织这
个主导产业，积极规划专业市场，发育工业物
流，涵盖了专业市场、工业物流、商务服务、
技术研发等主要领域，这些功能的构建为夏邑
的发展插上新的翅膀。民权县特色商业区按照

“以人为本、突出特色、相对集聚、集约高
效”的布局原则，举全县之力着力打造充满活
力的特色商业区，并依托民权县浓厚的红酒文
化底蕴，以红酒文化为元素，全力打造葡萄酒
酿造、销售及葡萄酒文化宣传等功能为一体的
综合性商业街区。宁陵县在推动特色商业区建
设中，鼓励和动员外围服装经营户进入商业
街，形成品牌效应，现已入住服装经营户 200
多户，逐步形成了规模经营。目前，昆仑路特

色商业街已完成投资9亿元，总建筑面积18万
平方米，“一横、两纵、五街” 布局规划初具
雏形。

提到梁园区特色商业区，不得不提高铁新
城的建设，两者密不可分，因为这里涉及很多
棚户区居民。为了让这些居民安居乐业，在高
铁征收工作开展之时，梁园区便加快建设安置
居民的高铁新城和安置商户的高铁商城。在高
铁商城建设中，梁园区本着“以站促城，以城
强贸”的高铁建设理念，即以高铁站建设推进
高铁新城居民入住，又以高铁新城入住后的人
气托举高铁商城繁荣，两城”毗邻，对角相
望，产城融合，相得益彰。如今，梁园区的

“三大城市商业圈、四大专业市场”处处是繁
忙的建设景象和热闹的交易场面。

产业联合

为物流产业发展插上翅膀

在顺丰物流公司的GPS监控中心，每台
车辆的行驶路线、具体方位、行驶速度一目了
然。打开顺丰物流网，入网的会员鼠标一点就
能轻松找到配货信息。目前，顺丰物流网用户
已达上百家。这是豫东综合物流产业集聚区现
代化管理和服务的一个缩影。

豫东综合物流产业集聚区是全省规划发展
的 180 个产业集聚区之一，是河南省“十二
五”规划中重点建设的三大物流集聚区之一，
也是商丘市规划建设中的 11个产业集聚区中
唯一一个物流集聚区和市级集聚区，是商丘
市 “一个中心一个枢纽三个基地”发展定位
中三个基地之一，是“一体两翼”发展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在园区看到，园区管委会、政务服务
大厅、信息中心使园区实现了“一站式办
公”、“一体化管理”。 豫东综合物流集聚区以
冷链物流、建材为主导产业，布局仓储区、配
送及物流加工区，区域分拨中心，集装箱散装
中心，陆港口岸，物流装备制造区，农产品、
建材分拣、加工、分拨区，医药、化工物流
区，食品冷链物流中心，综合服务区等九大功
能区，为现代物流业的空间集聚和规模化发展
奠定良好基础。

“十二五”期间， 我市切实把发展作为第
一要务，按照“升级改造现有大型专业市场、
加快建设在建商贸物流项目、大力发展电子商
务和三方物流”的建设思路，突出培育主导产
业，全面打造豫鲁苏皖四省交界最大的商贸物
流中心、仓储物流中心、冷链物流中心、区域
分拨中心，物流产业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向百
亿级强劲迈进，形成了以商丘农产品中心批发
市场、光彩大市场、中原佳海国际商贸城、白
云世贸商城、商丘亿丰国际商业博览城为主的
商贸、物流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依托商丘农产
品冷链物流项目引领作用，规划建设了豫鲁苏
皖接合部最大的冷链物流基地，三全食品、双
汇仓储等企业已经签约入驻；抢抓阿里巴巴产
业带发展机遇，培育网购物品集散分拨中心，
建设了豫东国际食品城，集线上线下展销、物
流配送于一体。

我市按照省委、省政府“建设大交通、发
展大物流、形成大产业、促进大发展”的战略
方针，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着力发展三方物
流、电子商务等现代物流业，呈现出良好的发
展态势。

同时，我市还对已有的商丘农产品中心批
发市场、光彩大市场、白云副食品批发市场进
行适度拓展和完善提升，建立以农副产品及食
品加工、农副产品加工装备、冷链物流装备等
关联产业延伸配套，商贸、信息、金融等现代
服务业协调发展的现代产业基地，实现企业和
项目空间上的集中布局、产业的集聚和集群发
展，基本完成集聚区现代物流业、加工业、商
贸流通业三大产业体系架构建设工程，培育发
展成为商丘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新业突起

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城市繁华的“服务业贡献”中，电子商
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当属最活跃的板
块，它们凭借高附加值的产业优势，驱动服务
业又好又快发展。

“十二五”期间，我市金融生态环境不断
改善，吸引了郑州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
等众多金融机构，功能突出、结构合理的金
融服务体系逐渐形成，各类金融业务服务不
断创新。

随着通信、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广泛
应用，我市服务业新业态、新领域、新热点迅
速形成，传统经营户纷纷触网转型， 除淘
宝、天猫等龙头网络零售平台外，代运营、快
递仓储等电商服务业也十分发达，传统的生产
生活方式正在悄悄发生着改变，释放新的消费
潜能。

科迪集团是商丘本土传统企业，通过阿
里巴巴商丘产业带组织线上活动，提高了网络
销售额，产品销售范围从周边几省扩展到了
30多个省份。目前，线上营销为科迪集团带
来产品销售额超过 4900万元。河南香雪海家
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传统家电企业，通过积
极开展电商营销模式，年销售额 3.2亿多元，
电商销售额就达 3500万元。永生堂饮品、河
南若男佳人服饰、睢县中宇马具服装等一大批
传统中小企业，电商交易额占总营业额比重逐

年上升。据统计，今年1至10月，全市电子商
务交易总额达37.7亿元，其中网络零售交易总
额为17.8亿元。截至目前，我市在阿里巴巴注
册企业和个体 1300多家，在商务部门申报实
名备案及电商认定的300余家，通过河南省商
务厅认定电商企业74家。

电子商务尽管是我市现代服务业的后起之
秀，但却有着惊人的爆发力。2014年，我市
出台了《商丘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
展的实施意见》（商政〔2014〕 41号），加快
了电子商务示范创建，培育市级电子商务示范
企业15家，其中省级5家，睢县被商务部确定
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同时，我市积
极引进电商项目，引进了义乌伐拓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美巢互联科技有限公司等一批大型电
子商务项目；建设了梁园区众创电商产业园、
睢阳区商丘电商产业园、睢县中原鞋都电商
园、虞城小五金电子商务中心、民权电商产业
园、宁陵电商物流园等一批各具特色的电商产
业园。

回望这五年，有数字的惊喜，有市场的跌
宕，有砥砺前行的坚定，更有改写历史的辉
煌。展望“十三五”，我市将突出重点领域，
以重点产业的突破带动全局发展。重点在
现代物流业、商贸流通业、信息服务业、
文化旅游业、金融业、商贸服务业实现突
破；在健康服务业、养老和家庭服务业、教育
培训、房地产业等重点产业实现重大进展，形
成发展优势。

（题图：道北高铁站建设如火如荼。）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傅 青 摄

治理改造后的商丘火车站，整体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乘客出行更便捷。

位于建设路与凯旋路交叉口东北角的高铁商城即将竣工。据了解，高铁商城是配合高铁拆迁
建设、进行商业安置的重点项目。总占地170亩，总建筑面积43万平方米，分5号地和6号地
（现高铁临时广场）。高铁商城建成后，年营业额将在30亿元以上，创造税收3000万元以上，可
带动周边群众就业15000人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