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购特产
重庆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中

心建成于2014年10月18日，
以“一带一路”沿线为主的国家
馆为其特色。目前，该中心拥
有进口商品种类超4万个，涵
盖了酒水饮料、服饰箱包、家具
家居、化妆品、保健品、工艺品
等多个种类。现有特色国家
馆15个，2019年计划增设至
20个，包括意大利馆、日本馆、
韩国馆、新加坡馆等，为广大
市民提供更多质优价廉的进
口商品。

2 逛车展
为充分发挥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贸易

功能区政策优势，重庆保税港区依托“渝新欧”
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扩大来自欧洲、北美的
平行进口整车、零部件和房车进口，大力发展
平行进口汽车，并陆续引入庞大、广汇、商社、
力帆、元初等重点企业，港区从事整车进口业务
企业累计达10家，并通过举办进口汽车展示会，
以“展”促“销”。目前入驻港区的开元国际汽车
城一期，有室内展馆3000平方米，露天房车展
示、体验营地约1.3万平方米，二期即将新建室
内展馆6000平方米。自2014年10月18日开
业以来，累计销售各品牌平行进口汽车过百辆，
交易额过亿元。

3 观文化
保税文化展厅占地面积约195平

方米。展厅以“文化”“历史”为核心，以
“世界之眼”为设计主题。共分为“看
世界”“观舶来”“瞻愿景”三个篇章。

“看世界”展厅主要展现的是我
国自古以来的开放历程，以及重庆市
和港区的对外贸易发展。“观舶来”设
计了货轮船头艺术造型，船身安装
LED屏，通过轻松有趣的MG动画传
播港区保税相关常识、概念、名词。

“瞻愿景”展厅展现了我国改革开放
的成果，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未来的
国际化生活方式。

4 品红酒
进口红酒批发市场作为保税港

区最早建立的专业市场，以品质佳、
品类多、价格优著称，已逐渐成为辐
射重庆、四川、贵州等西南地区的进
口红酒集散地。

进口红酒批发市场汇集了法国、
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德国、美国、
阿根廷、智利、南非等世界优质产区
的数千种葡萄酒进行集中展示、品鉴
和交易。所有红酒产品均为原瓶原
装进口，平均价格低于市场价的
10%~30%，真正做到品质保障，质
优价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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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本报讯 （记者 杨艺）3月
31日营业结束后，百盛重庆南坪
店就要关闭了。百盛南坪店是著
名的商业集团——百盛商业集团
在重庆的最后一家店，该店关闭即
意味着百盛百货业态退出重庆。

现场
打折也难挽回人气

2月22日，百盛南坪店，卖场
内正展开大规模冬装出清活动，

“1折起”的宣传海报随处可见。
在各品牌店内，也多打出了1折到
5折的优惠。在一楼，部分品牌还
摆出花车，进行服装特价促销。不
过，虽然折扣力度不小，但前来购
物的人却屈指可数。

据多位店员透露，从前年开始
百盛南坪店就传出将关门的消息，
但一直没有关店。

而在百盛负一楼美食广场，目
前聚集了众多餐饮店。一些商家
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已接到商场方
面的关店通知，商场关店后餐饮门
店也会关闭。

回应
为何关掉南坪店？

百盛方面称，考虑到重庆当地
物业的客观环境已经不再满足百
盛未来门店的发展方向，再三考量
后，计划于2019年3月31日营业
结束后关闭重庆南坪店。

据相关人士透露，南坪店关门
也有物业资金方面的原因：该店所
属物业的重庆凯悦房地产有限公
司于2017年提交过申请破产重整
民事裁定书，以其经营不善导致资
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并已严重

资不抵债为由，向法院申请进行破
产重整。

南坪店关闭了，百盛计划全面
退出重庆？

对此，百盛方面表示，将重新
评估重庆市场的零售业态环境，结
合当地消费者特性和百盛整体发
展策略，在未来发展全新的商业项
目，为消费者带来更耳目一新的时
尚生活体验。

“百盛百货业态退出，但是，百
盛并不会放弃重庆市场，百盛集团
旗下的小型购物中心和零售概念
店可能会登陆重庆市场，目前正在
选址中。”重庆百盛相关人士介绍。

店关了，消费者的积分怎么
办？对此，工作人员称，即日起至
3月31日，南坪店会员可至门店
使用现有积分参与购物抵现活
动。3月1日后会员卡不再积分，
4月1日后，重庆百盛南坪店会员
卡内积分失效，逾期不再享受会员
积分抵现活动。

回望
在渝5家店3年内陆续关闭

百盛曾是重庆外资百货第一
店，近3年来，其5家店却陆续关
闭。

1995年，重庆万友百盛广场有
限公司（大坪店）开业。这是继百盛
进驻北京后在中国的第二家店，也
是最早进入重庆的外资百货店。

在渝发展期间，百盛共开设了
5家门店，分别是大坪店、万象城
店、财富中心店、万州店和南坪
店。从2016年3月百盛大坪店关
闭起，3年间，百盛在渝的其他4家
门店也相继关闭。

百盛3月底关闭在渝最后一店
“重庆外资百货第一店”声称不会放弃重庆市场

2月22日，“一带一路”国家特色商
品贸易及文化周在重庆保税港区启动，
与此同时，重庆保税体验旅游景区
（AAAA级）正式授牌。

这是两件大事，可以让重庆保税港
区窗口功能、贸易功能、旅游功能充分
发挥，带动“一带一路”商品交易、文化
交流在重庆兴盛起来。

4万余种“一带一路”特色
商品汇聚国家馆

“一带一路”国家特色商品贸易及
文化周的主场设在位于两江新区的重
庆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中心。

昨天，重庆日报记者在该展示交易
中心发现，这里简直是不出国门购买

“一带一路”特色商品的理想窗口。
例如俄罗斯商品馆有丰富的当地

特产：红参、野生海参、亚麻籽油、鲱鱼
罐头、葵花籽油、椴树蜂蜜等应有尽
有。马桑德拉红酒更是该馆的重点产
品，坦途牌伏特加也是其一大亮点。

波兰馆则引入了波兰伏特加、啤酒
及香肠、饺子等美食。“波兰的饺子馅很
特别，有奶酪馅、水果馅等。”波兰馆相
关负责人称，在波兰，饺子多是作为餐
后甜点出现。

由于中欧班列途经这些国家，部分
特色商品通过中欧班列（重庆）运输，有
效降低了物流成本，商品价格更加亲民。

重庆保税港区负责人介绍，为呼应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交易中心围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打造了不少国家
馆，目前已建成日本商品馆、马来印象
馆、韩国馆、俄罗斯商品馆、泰国生活

馆、意大利馆、澳洲馆、澳大利亚生活体
验馆、新西兰馆-澳新生活体验中心、
肯尼亚风情馆、瑞士馆、美国馆、波兰生
活馆、斯里兰卡馆、新加坡馆等15个别
具风情的特色国家馆，拥有进口商品种
类超4万个，涵盖了酒水饮料、服饰箱
包、家具家居、化妆品、保健品、工艺品
等多个种类。

“按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保税商品
展示交易中心要兼具窗口功能、贸易功
能、旅游功能，要进一步做大做优。这
是对重庆保税港区发展的新要求。”该
负责人说，下一步，重庆保税港区将持
续优化商业布局和资源配置，逐步打造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馆为特色的展
示交易集群，力争2019年国家馆数量
达到20个。

为了解“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风土人情提供去处

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中心不仅为外
来客商打通了内陆市场渠道，也为市民
带来了外国好货，同时，这里更是了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土人情的好去
处。

例如澳大利亚生活体验馆致力于
宣传澳洲经贸文化，推广最地道的澳大
利亚本土好产品。馆内商品包含首次
亮相国内的澳大利亚本土高质量健康
产品，并将周期性举办澳大利亚文化风
情周，带来最地道的澳洲生活文化体
验。

肯尼亚馆内，摆满了栩栩如生的大
象、犀牛等非洲工艺品。

“我们引进了非洲肯尼亚的肥皂石
工艺品、黑木雕等，所有工艺品都是纯
手工打造，极具当地特色。”肯尼亚馆负
责人说。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馆的文化交流
活动，将长期持续开展。包括——

每年七月至八月，肯尼亚会在首都
内罗毕举行盛大的国际音乐节。届时，
音乐节“现场”也将搬到肯尼亚馆，是市
民欣赏、了解非洲音乐、舞蹈、服饰的绝
佳机会。

新加坡馆，也将在5月举行特卖
会，无论是新加坡国内品牌，还是国际
精品，都有优惠，一些折扣甚至高达
70%以上。

除了国家馆，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中
心还设立了进口红酒批发市场，来自全
球70余家酒庄的红酒纷纷聚集重庆。

这不仅为来自法国、西班牙、葡萄
牙、意大利、德国、美国等红酒品牌商开
拓了内陆市场，拓宽了销售渠道，还推
动了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红酒市场的规
范化运营。未来这里还将打造中西部
地区进口红酒的B2B分拨中心。

在“一带一路”国家特色商品贸易
及文化周启动当天，进口红酒批发市场
还举办了试饮活动。为了方便市民了
解红酒文化、红酒发展史，进口红酒批发
市场今后还将不定期举办红酒鉴赏会，
邀请红酒品鉴师为大家讲解红酒知识。

未来，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风情
活动将相继在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中心
开展，市民不用搭乘飞机就能领略世界
各地的风土人情。

借4A景区提升内陆开放
高地品质

昨日挂牌的重庆保税体验旅游景
区位于两江新区，该景区主要由重庆保
税商品展示交易中心、进口汽车城等区
域构成。

两江新区有关负责人称，景区挂牌

是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及对外开
放的重要举措，更是进一步实现市里提
出的“三大功能”重要载体。景区的创
立将有助于重庆市民深入体验和了解

“一带一路”，同时，吸引大量国外商家
和商品进驻，有效推动商贸文化往来互
通，促进经济健康繁荣发展，从而实现
区域经济共同发展，提升重庆打造内陆
开放高地的品质。

景区挂牌后，两江新区将从三个方
面进一步做大做优交易中心“三大功
能”：

其一，将丰富现有载体资源，持续
打造特色国家馆及食品、服饰箱包、化
妆品、母婴产品等展示交易区，同时规
划建设14万平方米的进口机床、医疗
器械以及进口水果、农产品展示交易中
心及冷冻、冷藏保税仓库，最终形成“前
店后仓”的展示交易聚集区。

其二，扩大对外交流力度，打造更
具规模和特色的区域国别馆，真正成为
立足港区展示各国经贸、文化、教育、科
技等特色的“世界之窗”。

其三，加大环境优化力度，将宜家、
奥特莱斯等成熟商业资源与保税港区
片区整体打造成“保税港商圈”。按照

“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产城融合”的思
路，让“保税港商圈”成为高端要素集聚
的“国际村”。

而在进口汽车城方面，保税港区通
过“保税+整车进口”已建成首个进口
汽车专用展示交易中心，2018年新引
进美思曼、英飒、大地、卓茂、泓嘉瑞华
等6家整车类企业，全年实现整车进口
600辆。自2016年以来，累计引进整
车近2300辆，实现货值超9亿元。景
区挂牌后，汽车专用展示交易中心将经
常举办进口汽车展示会，以“展”促

“销”，推动汽车消费文化发展。

重庆保税港区重庆保税港区
何以能成何以能成44AA风景区风景区
本报首席记者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陈钧 实习生实习生 唐璨唐璨

事实上，百盛集团的关店潮并
非是最近兴起。

2012年7月，百盛百货上海虹
桥店和贵阳金凤凰店关闭；2013
年 6 月，百盛百货贵阳鲜花店关
门；2013 年 8 月，百盛百货石家庄
店关闭；2014 年百盛百货关闭江
苏常州两家店、山东济南和北京各
一家店；2015 年关闭了天津店；
2016年全年，重庆百盛大坪店、北
京百盛太阳宫店等 6 家店关闭；
2017年5月，百盛百货郑州唯一门
店关闭；2018年，百盛百货再关闭
两家门店……

在业内人士看来，近年来，国
内频现百货关店潮，其直接原因是
业绩急剧下滑，根本原因是零售商
业模式的变革带来消费习惯和需
求的变迁。

重庆日报记者走访时发现，虽
然近年来百盛百货不断满足对消

费者体验、休闲、娱乐等方面的需
求，但总体上依然固守传统购物的
套路，主要打价格战，再加之商场
销售老款商品居多，难以赶得上周
边商场新颖时尚的商品，导致大量
客户流失。

据2月21日百盛商业集团公
布的 2018 年度业绩公告显示：
2018 年，百盛商业合计销售所得
款项总额下降 4.8%至约 151.95 亿
元，同时 2018 年百盛同一店铺销
售额同比下降2.4%。

“当前，人们更热衷于体验、休
闲、娱乐等消费，再加上电商、代购
等的冲击，以直接销售产品为主导
的传统百货经营模式已无法满足
人们的消费需求。在这样的情况
下，传统百货必然会业绩下滑，而
其物业成本和装修成本等又持续
增长，从而难以支撑其持续运营。”
业内人士分析。

百盛因何出现关店潮？
本报记者 杨艺

记者手记

2月22日，在重庆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中心，消费者在泰国馆体验橡胶床垫、枕头等商品。 记者 张锦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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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业、住宅类

序号

19009

19010

19011

土地位置

九龙坡区二郎科技新城组团A分区
A2-1-2/04号宗地

渝北区人和组团B标准分区B28-1（部
分）号宗地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K分区K-B2-4-1/
05号宗地

用途

商务用地

商业用地、
商务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土地面积
（㎡）
10455

10473

40911

总计容建筑面积
（㎡）

≤24523

≤15709.5

≤102277.5

最大建筑密度

按规划要求

≤60%

≤40%

绿地率

按规划要求

≥17.5%

≥30%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25471

3048

52244

备注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2019-5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商业40年、办公40年、住宅50年、工业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2月23日12：00－2019年3月15日12：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将择日采取招标拍卖方
式确定受让方；公告时间内有1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受让者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要求和相关资料并进行报名，联系电话：023-63628117，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联系人：王先生。 出让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

19012

19013

二、工业类

序号

G19011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2、序号G19011一宗地以网上交易方式出让。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K分区K-B2-3-1/
07号宗地

沙坪坝区中梁山组团B分区B2-2-1/
05号宗地

土地位置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I标准分区I66-01-
2/04号宗地

二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交通枢
纽用地

用途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39850.8

34334

产业类别

/

≤99627

≤85835

土地面积
（㎡）
65961

≤40%

≤35%

可建面积(㎡）
或容积率

≤1.5

≥30%

≥30%

投资强度（万元/公顷）

/

50890

57235

产出要求（万元/公顷）

/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6339

备注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沙坪坝区环境保护局关于西永组团I
标准分区I66-01-2/04号地块环保要求的复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