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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放首届中国（泸州）西南商品博览会

三

（泸 ）

千年商都 醉美泸州

四 走进中国（泸州）西南商贸城



商博会简介



主办单位函件



组织机构



展区规划图



媒媒体推广



主题活动



泸州购是西南地区最大以实体商铺为基础的电商平台，是西南商

贸城官方网上商城 网站定位为依托实体市场 服务实体市场 以诚信贸城官方网上商城。网站定位为依托实体市场，服务实体市场，以诚信

为根本，将近万网上商铺与实体商铺一一对应绑定，为采购商和经营户

提供可控、可信、可溯源的交易保障。

泸州购为市场经营户和川滇黔渝结合部采购商提供具有实体市场

特色的电子商务服务 经营户可通过平台进行商铺管理 商品展示 在特色的电子商务服务，经营户可通过平台进行商铺管理、商品展示、在

线交易、商业交流等操作；采购商可通过泸州购浏览3D实景商铺、发

布采购需求、投诉商铺信用，并可享受价格诚信、品质诚信、服务诚信

三大采购保障。
会 近万个商铺，超百万种商品——买相因，就上泸州购！展会主题



博会盛首届商博会盛况



博会盛首届商博会盛况



博会盛首届商博会盛况



博会盛首届商博会盛况



博会盛首届商博会盛况



博会盛首届商博会盛况



泸州

泸州是中国著名的酒城，位于四川省
东南部 地处长江和沱江交汇处 素东南部，地处长江和沱江交汇处，素
有“江城、山城、港城”的美誉，是四川
省南向开放的“桥头堡”，成渝合作的“前
沿地” 是西南出海“大通道”沿地”，是西南出海“大通道”。



泸州旅游资源丰富，得天独厚。境内自
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拥有以名
酒文化、生态文化、红色文化、历史文酒文化、生态文化、红色文化、历史文
化为代表的四大文化旅游资源体系。



千年商都 ，醉美泸州

泸州，四川首批特大城市、

川滇黔渝结合部区域性中心

城市。世界级白酒产业基地 ， 泸城市。世界级白酒产业基地,

地处中国白酒金三角核心，

是中国著名的酒城，出产闻

名遐尔的名酒泸州老窖和郎名遐尔的名酒泸州老窖和郎

酒。泸州历史悠久，古称

“江阳”，别名江城、酒城为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并先后

获得过国家卫生城市、国家

森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联合国改善人居环境最

佳范例奖（迪拜奖）等荣誉，

有四川省第一大港口和第三 泸州市东邻重庆市，南界贵州省、云南省，西连宜宾市，北接自贡市、
内江市 距省会成都市267公里 截止2013年5月 全市户籍总人口

大航空港。成渝经济区重要

的商贸物流中心，长江上游

重要的港口城市。

内江市。距省会成都市267公里。 截止2013年5月，全市户籍总人口
509.66万人， 2012年泸州市中心城区城市常住人口突破100万，成功
完成了“双百目标”（中心城区常住人口一百万，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
一百平方公里），成为大城市。 2013年泸州市地区生产总值（GDP）
1140 5亿元 比上年增长11 2% 全省排名第8位重要的港口城市。 1140.5亿元，比上年增长11.2%，全省排名第8位。



泸州区位泸

泸州市东邻重庆市，南界贵

州省、云南省，西连宜宾市，

北接自贡市、内江市。泸州历

来是川、滇、黔、渝四省（市）

结合部的经济枢纽，今日泸州结合部的经济枢纽，今日泸州

更具水陆空立体交通区位优势，

成为长江“黄金水道”和西南出

海南通道上的璀璨亮点 是国海南通道上的璀璨亮点，是国

家交通部确定的二级枢纽站和

长江主枢纽港城市。



泸州交通网络泸州交通网络

泸州是四川唯一与云南、贵州、

重庆接壤的城市，是川滇黔渝

结合部现代商贸物流中心城市。结合部现代商贸物流中心城市。

泸州是国家公路枢纽城市之一。

按照《全国物流园区发展规

划》 泸州市被列为国家 级划》，泸州市被列为国家二级

物流园区布局城市。四川省仅

有成都市列入国家一级物流园

区布局城市，泸州、绵阳、达

州列入国家二级物流园区布局

城市，泸州成为川南唯一入围城市，泸州成为川南唯 入围

的城市。



泸州商圈泸

提档升级
龙马潭商圈

提档升级

政府主导

水井沟商圈

政府主导

大山坪商圈

重塑商圈



中国（泸州）西南商贸城 160万㎡西南首席专业商贸综合体（泸 ）

走进西南商贸城

中国（泸州）西南商贸城项目占地1300亩，总建筑面积160万㎡。整个项目汇集：男装鞋业、副

食、酒店用品、女装、休闲牛仔/海宁皮革、五金机电、家具家饰、陶瓷灯饰、装饰建材、电器橱

柜、基础建材、餐饮、办公商务中心、现代仓储物流中心、商业步行街、美食文化广场等多种业

态，总体规划设计科学、合理，经营理念先进。是川南、滇东、黔北、渝西规模最大、档次最高、

交通便捷、品类最齐、配套最完善的一站式综合商贸平台。



四川省南向综合交通枢纽，四通八达，

走进西南商贸城

中国（泸州）西南商贸城距离泸州港15公里，距离蓝田国际机场仅15公里，紧靠泸州客运中

心站、泸州公交枢纽站、泸州高铁总站。随着成自泸高速、宜泸高速、泸渝高速、川黔高速、

泸赤高速、成渝六大高速的全面贯通，泸州两小时可通达川南、滇东、黔北、渝西地区。



西南商贸城区位图

走进西南商贸城

中国（泸州）西南商贸城坐落于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蜀泸大道88号，雄踞泸

州城市北大门，紧邻泸州客运中心站、泸州公交枢纽总站、泸州高铁总站、泸

州教科城、泸州白酒总部基地、泸州大剧院、泸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等项目。



发展商：宇华控股集团

浙江宇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

华控股）成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经过三十

多年的发展 已成为 家涵盖商业地产 纺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一家涵盖商业地产、纺

织服装、高新高科、酒店餐饮、矿山资源、

园林绿化和对外投资等领域的多元化大型企

业集团，旗下现有二十多家子公司，资产规

模近百亿元（人民币，下同），年营业额超

过五十亿元，现有员工1000多人。

在商业地产领域，宇华控股积累了雄厚

的行业资源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形成了一套的行业资源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 套

特有的开发与运营模式。独立或合作开发了

“绍兴611”城市综合体、中国轻纺城联合市场、

广州珠江国际纺织城、中国轻纺城柯北贸易

中心 中国（泸州）西南商贸城等多个大型

走进西南商贸城

中心、中国（泸州）西南商贸城等多个大型

商业项目，累计开发面积近500万平方米。

尤其是2010年首次进入四川，仅用1年时间，

完成投资20亿元，建成50万平方米的中国

（泸州）西南商贸城项目一期，在建设速度、

品牌招商与运营管理方面创造了中国商业地

产领域多项奇迹，国家有关部委、四川省委

省政府领导多次亲临现场，对西南商贸城的

建设与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



西南商贸城招商中心

走进西南商贸城



西南商贸城客服中心

走进西南商贸城



西南商贸城业态规划总图西南商贸城业态规划总图

商业街
电子商务
孵化园一期已运营专业市

场集群（服装鞋包、
酒店用品 小商品

商业街 商业街

茶叶、滋补品市场 副食日化市场 仓储物流

基础建材市场
高尚住宅区

精品市场

酒店用品、小商品、
家居建材、五金机
电、副食）

走进西南商贸城

基础建材市场

高尚住宅区

精品市场



期专业市场一期专业市场

走进西南商贸城



鼎级商业配套优势

银行银行
走进西南商贸城



鼎级商业配套优势

餐饮

美食街

仓储物流

走进西南商贸城

仓储物流

便利超市便利超市



鼎级商业配套优势

安保

工商行政管理 巴士服务

走进西南商贸城

巴士服务

电信



二期商业街

走进西南商贸城



商业街半鸟瞰图

走进西南商贸城



商业街透视图

走进西南商贸城



二期专业市场

走进西南商贸城



二期专业市场二期专业市场

走进西南商贸城



二期物流中心二期物流中心

走进西南商贸城



配套住宅小区配套住宅小区

走进西南商贸城



政府鼎力支持 政策保驾护航政府鼎力支持，政策保驾护航
2010年四川省重大项目
四川省十大商品交易批发市场

政府不再批建同类市场

不再批建同类市场，避免重复建设，确保商户安心经营。

政府培育市场，五年商户税收优惠

政府专门出台扶持政策：进驻中国（泸州）西南商贸城的经营户将享受

走进西南商贸城

五年自行报税，未到起征点免税。

入场经营户，享受龙马潭城区居民待遇

政府专门出台文件：对所有进场商户，在社会保障（包括但不限于子女
就学、医疗）等方面给予龙马潭区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就学、医疗）等方面给予龙马潭区城镇居民同等待遇。



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莅临西南商贸城视察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莅临西南商贸城视察

走进西南商贸城



原四川省委副书记 省长莅临西南商贸城视察原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莅临西南商贸城视察

走进西南商贸城



泸州市委书记蒋辅义莅临西南商贸城指导工作泸州市委书记蒋辅义莅临西南商贸城指导工作

走进西南商贸城



原泸州市委书记刘国强莅临西南商贸城指导工作原泸州市委书记刘国强莅临西南商贸城指导工作

走进西南商贸城



泸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刘强莅临西南商贸城指导工作泸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刘强莅临西南商贸城指导工作

走进西南商贸城



专业团队、专业服务、百年市场

走进西南商贸城

举办展会：每年定期举办一届中国（泸州）西南商品博览会、迎春购物
节，组织商家举办大型商品展销会，吸引客户采购。

产销对接：帮助客户参加与上游厂商的产销对接，扩大商户货源
走出去： 组织商户组团参加国内大型行业展贸活动、品牌发布活动、

把握时尚趋势 强化市场影响力把握时尚趋势、强化市场影响力



六大平台铸就批发市场升级新靓点

走进西南商贸城

泸州购是西南地区最大以实体商铺为基础的电商

平台，是西南商贸城官方网上商城。网站免费为

商贸城经营商户实现线上、线下交易，为采购商

和经营户提供可控、可信、可溯源的交易保障。



立足商户需求，创新市场经营模式，西南商贸城助推商户大发展， ，

走进西南商贸城



 成立西南商贸城商会：

西南商贸城是广大商户自己的市场，市场内的事务，商户也有权参与。西南西南商贸城是广大商户自己的市场，市场内的事务，商户也有权参与。西南

商贸城组建了商会，让商户们互动沟通，及时了解行业信息、共商生意和市

场发展的大计。

走进西南商贸城

 把握电子商务商机
构建西南商贸城网上大市场：
电子商务规模庞大 商机无限 西南商贸城不仅是西南最大的实体交易市场 同时也建立了电子商务规模庞大，商机无限。西南商贸城不仅是西南最大的实体交易市场，同时也建立了

西南地区最大的网络交易平台“泸州购”，为商户搭建网上展示、咨询、交易支付、管理的

高效平台。通过网络扩大市场宣传范围，实现晚上交易，拓宽商户的生意机会，打造市场商

户实体与网络销售双重生意，24小时不打烊。



 市场促销永不停步，每个节假日就是采购节：市场促销永不停步，每个节假日就是采购节

西南商贸城围绕国家法定节假日，如劳动节、国庆节、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举

办丰富多样的采购节，不仅商户有优惠打折活动，西南商贸城作为管理方也直接参

与促销活动，采取即买即送、买年货中大奖、买建材送电器等活动，大大提升市场与促销活动，采取即买即送、买年货中大奖、买建材送电器等活动，大大提升市场

人气，占领西南消费大市场。

 定期组织市场商户到上游市场及商品原产地考察：

与众多原产地厂家、国内知名品牌简历合作关系、定期组织市场商户与厂家或者品

牌的总代理进行对接，为市场商户寻求更多的进货渠道，更适合的商业机会，提升

市场产品竞争力。

 建立人才招聘和培训中心：

市场将设立专门的人才招聘中心，为广大经营户招聘营业人员、业务拓展人员服务，并

走进西南商贸城

设立培训中心、培训各类商品及营销的有关知识，为市场内商户提高经营水平服务。

建立市场商户质量信誉管理体系 打造市场质量名片 建立市场商户质量信誉管理体系，打造市场质量名片：

建立市场质量管理体系，为市场经营户建立质量信誉档案，由市场进行统一推广，针对

质量信誉厂家及经营户予以一定额外奖励；杜绝市场内以次充好，扰乱市场正常经营秩

序现象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