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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时尚名义 让世界欣赏大武汉
2014 年 ， 《 武 汉 市 振 兴
服 装 产 业 专 项 规 划 （2015 —

2020 年）》 提出到 2020 年
产 业 产 值 达 1100 亿 元 ， 规
模以上企业 220 家。

2014 年 12 月 30 日 ，

沉默三年的爆发
云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为变革而生

复星以 42.7 亿 拿 下 汉 正 街
地王，预计投资逾百亿。

2017 年 9 月 20 日 ，云
尚·武 汉 国 际 时 尚 中 心 在 知
音号上挂牌亮相。 复星汉正
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
理叶汉生介绍说： 近三年的
沉默低调， 源于对项目的慎
重思考， 它不仅是一个商业
项目， 更应该是行业的创新
者、 变革者， 所有的努力付
出，只为看到行业的问题、找
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城市发展机遇和行业
转型的历史契机，云尚·武汉
国际时尚中心以少有的全球
视野和全局高度， 践行敢为
天下先， 使命前行——
—让武
汉比肩世界时尚之都， 让世
界重新欣赏大武汉。
汉正街中央服务区效果图

百年砥砺荣光
武汉雄心崛起
曾经的武汉，被称为“东方芝加哥”；曾经的大武汉，与大
上海同享“洋气都会”的荣耀；曾经汉派服装是领军中国的风
格派系……武汉，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2013 年一带一路、复兴中国梦的世纪战略，武汉以沟通
南北、融贯东西的先天优势，成为这幅历史鸿篇中浓墨重彩
的一笔和关键节点。
2016 年，武汉从中国地理之心，进入国家经济中心，一
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扛鼎长江经济带，跻身城市发展的一
线方阵。
2017 年，长江主轴、汉正街中央服务区的战略举措，武
汉雄心崛起，志在参与全球竞争，向国际大都市迈进。
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每一步，都是历史的进步。 沉淀百
年风云，厚载曾经的荣耀与兴盛，武汉再一次以敢为天下先
的精神，挺起城市脊梁，向世界发出大武汉的时代强音。

从汉正街
进入汉正街中央服务区时代
城市区域的华丽变身，必定是从它的名字开始。 500 年
根基的汉正街，身为武汉商脉正源、地理之心，在武汉崛起的
时代契机中率先而为，规划汉正街中央服务区，筑造武汉的
“陆家嘴”。
以多福路为中心， 汉正街中央服务区覆盖陆域面积 28
平方公里，提升现代商贸、金融集聚、文化旅游、宜居生活等
城市功能，积极构筑电子商务、品牌运营、时尚设计、技术服
务等时尚发展平台，定向吸附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企业
强势进驻。
曾经名闻遐迩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 正式进入汉正街
中央服务区时代， 成为武汉与世界的接口， 名副其实地担
当“汉口之根、武汉之心、世界之窗”的战略地位，聚集最优
越的资源，在大武汉的未来，扮演着时代的形象封面。 而云
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将成为汉正街、大武汉第一张时尚
名片。

复星汉正街总经理叶汉生推介现场

从武汉三镇
进入长江主轴时代
数百年来，武汉以三镇荣耀自居，面临新的时代契机，武
汉凝聚城市最深厚的底蕴和向心力， 正式进入长江主轴时
代。
2017 年，武汉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上提出“规划优化武汉
长江主轴，打造世界级城市中轴文明景观带”。 长江主轴将围
绕“现代、繁华、生态、人文、智慧”的城市气质塑造，推进建
设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汉正街中央服务区等 7 个重点功能
区。 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武汉长江主轴将
以生态文明建设、现代都市面貌，提升武汉的国际知名度、美
誉度和竞争力，体现城市价值、引领时尚生活，向未来展现武
汉的雄姿。

从瞩目到欣赏
为城市和行业的使命担当
近三年 1000 多个日夜，无数次方案论证、推翻、重来，堆
积无数的档案稿件，几经反复的命名和定位，直至 2017 年 9
月 20 日，向世界署名云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
这个自带地王光环、投资超百亿的项目，因位居中山大
道、汉正街多福路交汇处的黄金地脉而倍受关注，因长江主
轴、汉正街中央服务区枢要地位而更加显赫。
在城市的发展方向、 行业的转型轨迹交叠的历史关口，
云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承担使命和责任： 依靠复星集团成
员企业星泓控股深度产业运营的资源和经验，激活武汉产业
底蕴，孵化符合审美趋势的武汉本土品牌、原创设计，改变武
汉只是“东部沿海地区往中西部转售商品的集散地”的局面，
让武汉比肩世界时尚之都，让世界欣赏大武汉！

57 万平方米超大体量
确立城市时尚坐标
时尚是决定城市能否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核心标签。 在
法国，时尚是 1500 亿欧元的巨大经济板块，衍生成为魅力四
射的生活方式而被世界追崇。
云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以时尚名义重新定义服装产
业，激活武汉雄厚的服装产能、人才优势，积聚行业磅礴能
量；以时尚重新定义武汉气质，打开城市的格局和视野。 未
来，让武汉屹立世界时尚；未来，也将让世界，从瞩目到欣赏
武汉。
云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以城市和时代使命， 鼎立武汉
坐标，总建筑面积约 57 万平方米，涵盖高端办公、商务交流、
产业孵化、时尚发布、商业贸易、生活娱乐等多种复合功能，
是华中首席时尚产业综合体。
其中：约 23.5 万平方米国际时尚商贸；约 8.2 万平方米
总部大厦；约 3.4 万平方米云客基地；约 5.6 万平方米时尚创
库；约 4.2 万平方米智创工场，参照国际都市综合体的规划
设计标准、硬件设施配置，将消费（经营）、工作、生活合而为
一，创造武汉具有舒适性、情景体验的时尚消费目的地，擎动
武汉时尚崛起。

云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效果图

全“星”生态模式
创建千亿级资源平台
产业集群是形成产业大发展的前提。 在现今的市场环境

和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单兵作战、混杂糅合的产业布局难以
形成规模化发展和竞争力提升。
云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以产业运营的时代趋势， 率先
践行星泓控股的 C2M 战略，创建“星荟”全产业链，融通千亿
级的资源平台。 云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立于城市与行业格
局，融通复星集团及星泓控股的商流、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
等全球化资源，集合制造商、设计师、品牌商、渠道商和采购
商等上下游端口，垂直整合产业链，完成产业聚集。
建立设计师平台，聚集原创力量；引入时尚资源、孵化品
牌；采购、生产、物流、交易等全产业环节升级；引入金融服
务、咨询服务、创意营销、人才培训等，聚合产业效应。
以 C2M 战略为指向， 以集团优势资源和产业运营实力
为基础， 云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让客户需求与生产制造无
缝连接，难以想象的低成本、高效率，在快速更迭的时尚潮流
里，为武汉时尚产业赋予资源的能量，抢得时间优势，助推武
汉时尚进取世界。

最潮地标
在世界时尚确立武汉地位
在行业的源头创造土壤，拓宽行业视野，培植、孵化武汉
时尚的世界竞争力——
—云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秉持产业运
营的情怀与远见，为武汉打开与世界对话的窗口。
约 2 万平方米国际时尚馆，以国际、时尚、多元、文化为
特色的体验中心，汇聚欧亚多国潮流元素，集流行服饰、明星
潮牌、文创、动漫、娱乐为一体，主题式、互动式商业空间，营
造创意新奇的场景体验。
天幕 T 台参照国际化专业时尚秀场标准，以原创设计为
时尚产业注入源头能量，用于举办服装新品发布会、品牌推
介会、国际时装周等，助力品牌推广，打造城市时尚新封面。

十年大计
彰显武汉时尚信心
“大、星、潮”即是云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核心标签。 作
为省、市的重点项目，云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承载汉正街改
造升级、实现大武汉时尚革新、财富聚集增值及产业理念的
升华。 使命前行，云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融合政府指导、行
业认可、商户参与的力量共振，制定十年发展战略大计：
2017 年到 2019 年，产业引入期。 云尚·武汉国际时尚中
心引进行业最高规格盛会——
—“中国服装大会”，立城市时尚
行业高度；成立“时尚 KOL 孵化器”，落实政府“一把手工程”
（招才引智——
—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为武汉时尚吸附人才
基石。
2020 年到 2022 年，产业闭合期。 立足时尚产业链基础，
引入复星全球时尚产业优质资源和时尚 KOL 人才， 搭建中
国首个 C2M 全产业链平台（星荟），实现时尚产业跨进万亿
俱乐部。
2022 年到 2026 年，产业升级期，产业平台再升级。 复星
全球时尚产业资源与 57 万平方米产业集群项目的融合，完
成 C2M 时尚生态圈的闭合与迭代，成长为世界级时尚中心。
宏图构想更需脚踏实地的步步为营，务实前行。 正如 9
月 20 日的发布会上，叶汉生总经理饱含激情地展望：云尚·
武汉国际时尚中心将以武汉为核心， 构建时尚产业链基地，
服务武汉乃至华中地区，引领武汉时尚，向中国、向世界展现
城市的魅力。
梦想很近，世界不大。 叶汉生总经理致辞的最后，在屏幕
打上坚实有力的“相信”， 这是一个项目负责人的态度和信
念。 而作为与汉正街关联、与时尚产业相关的人士，在这一
刻，在脑海里浮出两个字“期待”！
未来足够期待， 梦想才愈发璀璨——
—这是云尚·武汉国
际时尚中心，也是汉正街和大武汉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