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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入驻邢台
第三产业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朴实的厚重的邢台人

10时左右， 阳光照进了她
的办公室， 桌子上摆放着文件
和很多的书籍。

2009年， 冯硕第一次来邢
台，当时，她只知道邢台有个郭
守敬是一名科学家。

冯硕是中文系毕业， 相对
于商业的运营， 她似乎对文化
更为感兴趣。 在经营北国商城
邢台店的空闲时间， 她游历了
玉泉禅寺、 抗大纪念馆、 开元
寺、 邢窑陶瓷、 清风楼古城墙

等， 深深感受到了邢台悠久的
历史文化。

“我们石家庄过来的员工
有十几人，现在 3000 多名员工
都是邢台人，这些人很朴实，学
习能力非常强。 ”冯硕说。

厕所纸篓的纸不能超过三
分之二、员工上班只允许站立、
地面上不允许有纸屑……这些
严格卫生要求打造了“最干净”
的商场。 冯硕说：“员工接受这
些制度很快， 也形成了独特的
北国文化。 ”

邢台人的品牌认知度

在考察投资之前， 冯硕就
了解到邢台市人口比较少，
GDP 总量在全省排名比较靠
后，做高端品牌的北国，在这里
能够成功吗？

“当时，给这些国际品牌的
老总们介绍邢台时很尴尬。 ”冯
硕说，“他们都不知道邢台，只
能介绍在北京往南，有保定、石
家庄，再往南就是邢台了。 ”

北国商城建成后， 这些品
牌商家带着疑问入驻。 一年后，
周大福、周生生、蔻驰等品牌年
销售额超千万。 北国商城的日
销售额最高时由最初的几十
万、几百万达到了上千万。

“销售情况比一般的中
等城市都高，这充分说明邢
台人对品牌具有非常高的
认知度，消费能力也很强。”
她说。

做 720万人口的生意

在冯硕的眼里， 她的市场
不仅仅是市区。“我们面对的是
720万人口的消费，做得是大邢
台市场。 ”她说。

交通便利为冯硕的大邢台
战略创造了条件。 邢衡高速通
车、 京港澳高速邢台段修复完
毕、加上邢临高速，在交通上辐
射了整个邢台地区。

“我是新河人，以前都去石
家庄消费，现在，邢台也有北

国了，交通很便利，不用再走
那么远。 ”在北国商场消费的
张先生说。 据了解，邢衡高速
通车前，巨鹿、新河等居民都
到石家庄消费，现在也来邢台
消费。

邢台一直在发展，也给冯
硕的经营带来了信心。 她说：

“邢台的企业相当多， 而且，居
民也有消费能力， 发展也会带
来消费升级。 ”

输出的是生活方式

近两年来， 本市兴建了多
个大型城市综合体， 市民的选
择也更多了。

即使这样， 冯硕认为本市
的第三产业仍然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北京市第三产业占到国
民经济的 70%， 河北省第三产
业占到国民经济的 41.1%，邢
台的第三产业占到国民经济的
30%，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
冯硕说。

在她的眼里， 大型商场能
够提升市民的生活质量。 在北
国商城， 不仅能够购买到合适
的商品，还能够吃饭、看电影和
健身。 这样带给市民的不仅仅
是消费， 还是一种全新的生活
方式。

“商品交易传递出生活的
美学，饮食健身和娱乐能够愉
悦人们的心情。 ”冯硕说。

� � 2015 年 1 月 8
日上午 10 时，牛城
晚报记者在北国商
城 11 层见到了冯
硕女士， 她是邢台
北国商城常务副总
经理。 初到邢台，她
只知道郭守敬，现
在， 她深深被这里
的邢窑文化、 太行
山文化所吸引，她
对邢台的评价是

“人杰地灵”。

笪本报记者 米京涛 文/图

来邢台有“奔头儿”

来邢台前， 蒋治国只知道
这个城市发生过地震， 他之所
以来这里， 是因为这里有他的
事业。

蒋治国瘦瘦高高，看起来
弱不禁风，但是，却是一个行

伍出身之人。 2003 年转业到哈
药集团， 成了一名普通工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大闸
蟹在冀南地区缺少一个经销
商。 他觉得自己的理想来了，
就毅然辞掉工作， 来到 2000
公里外一个陌生的城市。

“当时，来这里靠的是一
股奔劲儿！ ”他说，“部队让我
练就了雷厉风行、不怕困难的

性格， 才有到这个城市的勇
气。 ”

顺利入驻邢台

来到邢台后，蒋治国发现，
邢台这座城市远不及哈尔滨一
线城市发达， 当时， 人们的月
平均工资只有 1500 元，38 元
一只的大闸蟹能卖出去吗？

“刚来的时候，工商、税务
等登记都很顺利， 节约了时
间。 ”蒋治国说。他感觉在邢台
的生活节凑比较慢， 但是，办
事效率却很高。

邢台规模比哈尔滨小多
了， 城市规模小也有小的好
处。“在哈尔滨一天能办完一
件事情， 在这里一天能办完好
几件事情。 ”他说。

蒋治国经营的大闸蟹入驻
邢台的时候， 正赶上农历八月
十五，销售赶上好的时节，当年
就站稳了脚跟。

邢台人很好客

在邢台大闸蟹文化馆里，
墙上挂着多幅本地书法家的字
画， 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帛书名
家张鹤龄写的“蟹”字。

“在帛书里面没有蟹字，这
是张老师专门创造出来的。 ”蒋
治国说。

现在， 蒋治国的朋友遍布

邢台各个行业， 虽然操一口浓
重的东北口音， 但是蒋治国早
已经融入了邢台。

“我觉得，邢台人很好客，
有很强的包容性 。 ” 蒋治国
说。 蒋治国的朋友们，往往
经过几次交往就能成为知
心朋友，给他的生意提供各种
帮助。

2008 年，餐桌上的大闸蟹
属于奢侈品，而今大闸蟹已成
了市民餐桌上的家常菜。

全家扎根邢台

“除了天气不太好，其它的
都挺好，我不回去了。 ”蒋治国
说。

他已经扎根邢台，9 岁的
儿子在胜利小学上学，妻子辞
掉哈尔滨市委宣传部的工作
来帮他打理生意。“我的事业，
我的人脉， 我的亲人都在这
里，我已经离不开邢台这个地
方。 ”他说。

他经营的大闸蟹开始承
担起社会责任，作为邢台市爱
心协会会员，曾经代表邢台企
业到雅安慰问灾民。

蒋治国对邢台悠久的历
史赞不绝口 ：“邢台在历史
上也是千年古都，盛唐的发
源地是隆尧 ，当年塔林里面
的碑塔比少林寺还要多，这
些碑塔都毁掉了，真是太可
惜了。 ”

东北人邢台卖蟹
这是座开放包容的宜商城市

� � 蒋治国是一
个瘦瘦高高的哈尔
滨人，2008 年来到
邢台， 他觉得邢台
这个开放包容的城
市， 成就了他的事
业。

笪本报记者 米京涛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