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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我离开家乡已经很多年了。对我来
说，最能解乡愁的就是来自家乡的美味。”在
上海闯荡多年的设计师李先生是湖南湘西
人。他告诉记者：“以前，想吃上一口地道的
家乡菜太难了。现在好了，在苏宁易购中华
特色馆湘西馆里，能够轻易买到老家产的扶
贫农产品。这才是家乡的味道啊！”

如今，在苏宁易购上，已经有大量像中
华特色馆湘西馆一样的贫困地区特色产品
展销网络馆红红火火地开了起来。这些“小
馆”不仅帮身在异乡的人们解了乡愁，让更
多消费者尝到了来自远方的美味，更让贫困
地区的农民朋友走上了致富路，一举多得。

这正是苏宁易购的目标。在日前举办
的“苏宁29周年公益庆生仪式暨新十年公
益战略发布会”上，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
近东发布了苏宁乡村振兴“521计划”，中华
特色馆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计划，
未来10年苏宁易购要设立2000个类似的

“小馆”。此外，苏宁村将会扩至5000个，苏
宁易购零售云门店则会开到10万家。

“未来，苏宁将进一步发挥电商平台在
助力乡村振兴、扶贫攻坚等方面的优势，并
将其作为苏宁公益的重点所在，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贡献‘苏宁力量’。”张近东表示，苏
宁新十年公益战略将聚焦以产业富农助力
乡村振兴。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2020年
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
苏宁成立30周年的特殊日子。张近东表
示，苏宁的“521计划”正是源于新时代的感
召。根据计划，苏宁将利用自身产业资源及
优势，以苏宁村、苏宁易购中华特色馆、苏宁
易购零售云、苏宁推客等业务为载体，联合
社会力量，推动农村产业升级，促进农村服
务业发展，并为返乡以及在地农村青年创业
就业提供更多支持。

在张近东看来，苏宁要实现更长久稳健

的发展，既要建立与时代发展相匹配的战略
愿景，在“云化发展”、开放赋能等方面发力；
也要坚守公益之心，让更多人共享社会发展
成果。

基于这一理念，近年来苏宁深耕县镇市
场，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实践。截至2019年
11月，苏宁从事扶贫工作的人员超过1000
人，用于公益慈善扶贫事业的投入累计超过
17亿元。

2019年，苏宁在112个国家级贫困县
开设了116个苏宁易购扶贫实训店，解决了
5000多名贫困人员的就业难题；线上开设
约400家中华特色馆，全渠道累计助农销售
近115亿元。

“随着苏宁开放赋能生态的形成，苏宁
正逐渐从过去的‘捐赠式输血扶贫’向‘产业
型造血扶贫’转变，推动企业资源与社会发
展全面有效对接。”张近东表示，围绕新十年
公益战略，苏宁将进一步推动自身产业发

展、资源能力、业务布局与社会事业全面深
度对接。

2019年，苏宁在智慧零售建设、产业
布局等方面取得了战略性成果。随着对家
乐福中国与万达百货的收购，苏宁完成了
全场景零售布局，成为国内场景最丰富、渠
道最完善的零售企业之一。如今，苏宁
2020年发展战略也已明朗，即按照“开放
从1到N，聚合从N到1”两大业务导向，继
续推动全场景发展。

“企业回报社会的能力，是衡量企业成
就的关键因素。苏宁公益战略是苏宁集团
整体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借助产业发展，
赋能乡村振兴’帮助苏宁在企业发展与践行
社会责任之间建立了可持续的链接。”张近
东表示，未来，苏宁将依托智慧零售优势，发
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推动农村产业升
级，促进农村服务业发展，为“村强、民富、产
业旺”提供新的动力。

近年来，下沉市场成为热词，众多头部
企业携各类资源、各种模式投入到下沉市场
的开拓中。其中，苏宁凭借零售云模式成为
其中的领先者。

下沉市场的变化

前几天，位于河北雄县人民大街的苏宁
零售云门店正式开业。别看这是个新店铺，
可雄县人却一点都不陌生。因为，“佳美电
器”的牌子曾在这里挂了十几年，大多数雄
县人都到这里购买过家电。

不过，对于生意人来说，换牌子可是件
大事。在“佳美电器”里经营多年的销售商
文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坦言，自己对“佳
美”这两个字挺有感情的，不过市场环境变
了，消费者的购物习惯也变了，自己也必须

“换个思路”，加盟苏宁零售云。
苏宁零售云店也叫苏宁易购精选店。

其思路是，与已有的实体店合作，由苏宁对
县镇原有的门店进行优化升级，提供品牌形
象、供应链、货源、物流售后、IT系统等方面
的服务支持，加盟商则承担租金、装修、员工
等方面的成本。双方利用苏宁在品牌、技
术、供应链等方面的优势，以及零售商丰富
的零售经验，共同开拓下沉市场。

文川说，以前卖家电的逻辑非常简单，
“进货—销售—卖出”，本本分分赚差价就可
以了。尤其是前几年，由于下沉市场消费能
力不断增长，加上县镇里相对简单的人情社

会结构，有好口碑的老牌店铺大多生意兴
隆。不过，随着各大电商平台的兴起，县镇
市场上的传统家电零售商遇到了很大挑
战。相比于电商平台，传统门店商品品类单
一，购物体验优势不再。

“在县镇市场，价格依旧重要，但重要程
度有所下降，品牌、售后服务、选择的多元化
等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苏宁零
售云集团总裁助理刘怀力认为，如果传统门
店继续按照以往的路径经营下去，必然面临
大型电商平台的“降维打击”。

苏宁的“打法”

在苏宁看来，要打开下沉市场，类似“佳
美电器”这样有口碑傍身的老店有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是十分优质的合作伙伴。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
中国家电行业三季度报告》显示，苏宁、京东
和天猫占线上市场的92.5%，但三大企业销
量仅占整个流通渠道的44.3%，仍有一半的
市场掌握在中小型零售渠道手中。谁能率
先整合线下零售商，谁就能拿到家电下沉市
场的主动权。

基于这一思路，苏宁很快摸索出了一套

新“打法”。
刘怀力说：“推出苏宁零售云项目两年

多来，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加快推动
苏宁O2O、智慧零售的基础设施向更多传
统门店开放，促进共享，为其赋能。”

为推动实体店优势与电商优势更好结
合，苏宁实行实体加盟的“合伙人制”。

这样做给门店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
来自大平台的信任背书。“即使哪天我的店
不在了，顾客还可以要求苏宁提供售后服
务，这个吸引力太大了。”文川说。

第二个好处则来自于苏宁零售云门店
的供应链优势。对于一家独立经营的小店
来说，要实现当天下单、次日送达、上门安装
太难了，不过这对苏宁来说却非常轻松。在
退货和售后管理方面，小店也往往因为成本
问题而难以实现高品质服务。加入苏宁零
售云意味着这些问题都会变简单。

第三个好处是，苏宁零售云模式还改变
了商家的传统销售逻辑，解决了传统门店高
库存、高成本的问题。

传统销售的逻辑是“进货、下单、交钱、
出货”，成本先行，利润后至。苏宁零售云门
店则不一样，这里只陈设样机，不需要仓储
压货。加盟商虽是线下开店，库存却在网
上，进货用的也不是自家的垫资，而是买家
的钱，运营成本大幅下降。

当然，从苏宁的角度来看，要真正赋能
商家，最关键的还是不能让零售云“飘”在空
中，而要与合作伙伴“接地气”地合作。这也
是为什么苏宁零售云团队中的大多数人常
年奔波于全国各地。

文川告诉记者，他的门店开业前20多
天，苏宁团队就入驻了，在装修、店员培训等
方面给予指导，直到开业后一个月才撤出。
平时，苏宁团队也会定期到店内巡视，帮助
门店解决实际问题。

商家的“进化”

自从加盟苏宁零售云，在河北廊坊刘
宋镇苏宁零售云门店开加盟店的牛铁生
心情就特别好，因为他的小店从此贴上了

“苏宁”和“互联网”两个特别“高大上”的身
份标签。

“我本来是卖手机的，做了近20年的自
营生意。随着时代的发展，加盟零售云、拥
抱互联网势在必行。”牛铁生说。

过去两年间，牛铁生已经开了3家零
售云门店，目前正在筹备第4家。在这个
过程中，牛铁生的经营思路也在转变。比
如，如今牛铁生很少自己待在店里，主要
通过“零售云管家”等实现在线管理，而
且随时都能掌握门店的销售、样机、进
货、利润等数据。又比如，如今的店员也
得转变为具备线上线下营销能力的“新零
售人”。从线上开单、社群运营、门店数字
化管理到样机管理系统等数字化工具，店
员都得会。

以苏宁数字化项目“云货架”为例，一家
县镇传统电器销售门店面积一般为50平方
米至150平方米。由于门店面积和展示空
间的限制，展示的商品大多只有几十种。“云
货架”则不同，它可以在一块屏幕上展示数
百万种商品，甚至还可以额外提供母婴、酒
水等快消品。

“打开‘云货架’，就像带着顾客在苏宁
仓库里直接挑选商品。”牛铁生说，顾客可以
在店内下单，商品从苏宁仓库发货，线上、线
下的优势就这样轻松“握手”了。

统计显示，过去两年多来，苏宁已经在
全国范围内开了4800家零售云门店。刘怀
力直言，这一速度大大超出他的预期。不
过，“这一模式并不能盲目复制，选址、选商
十分重要”。

“选址首先要看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
一般情况下，一个镇需要有3万人以上的人
口规模。通常，一个县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镇
符合条件。不过，在一些经济特别发达的区
域，可能一个村就有足够的条件开店。”刘怀
力说：“选商则要求熟人、熟商、熟店，合作伙
伴对所处行业得有足够经验。对于很多想
加入苏宁零售云的朋友，我都会告诉他们，
要在苏宁零售云门店赚钱并不难，但加入苏
宁零售云门店却不容易，苏宁的能力、商户
的经验缺一不可。”

两年开了4800家零售云门店——

苏宁掘金下沉市场“火力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袁 勇

苏宁发布新十年公益战略，以产业富农助力乡村振兴——

这，就是家乡的味道
本报记者 蒋 波

“这是青岛啤酒的节日，也是蒙
罗维亚的节日！”这几天，利比里亚
首都蒙罗维亚“沸腾”了。在2020
新年之际，青岛啤酒节跨越1.3万
公里，来到蒙罗维亚，让异国他乡的
人们感受到了浓浓的“中国啤酒
风”。

统计显示，青岛啤酒节吸引了
上万名当地人参与其中。在蒙罗维
亚SKD体育场——中国援建的、当
地最大的体育场，人们踏着鼓点载
歌载舞，会场内外变成了欢乐的海
洋。尽管利比里亚与中国语言不
通，文化也不同，但并不妨碍当地人
对中国酒的喜爱，青岛啤酒成了大
家共通的“语言”。

利比里亚青岛啤酒节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活动期间，迷你马拉松、
足球友谊赛、商贸交流活动相继开
展，大家“跟着青岛品牌看中国”。
活动不仅吸引了蒙罗维亚当地市
民，还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还有
一些中资企业代表也来到现场，借
助青岛啤酒节的平台进行商贸推
广。

“我们知道青岛啤酒是一个国
际品牌。青岛啤酒节不仅给我们提
供了一个狂欢的机会，也将促进利
比里亚文化和旅游的发展。”在利比
里亚青岛啤酒节新闻发布会上，利
比里亚新闻、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
兰斯·巴约贡表示。

据了解，青岛啤酒是利比里亚
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二的进口啤酒，
利比里亚也是青岛啤酒在非洲最大
的市场。依托青岛啤酒在当地长达10年的业务拓展，青岛也成
为利比里亚人最“熟悉”的中国城市之一。

“早在1个月前，写有‘同一个世界、同一个节日、同一杯啤
酒’的户外展牌就出现在大街小巷，成为街头巷尾大家热议的话
题之一。”蒙罗维亚市民贝拉克告诉记者，无论是在机场、超市还
是路边的集市，许多利比里亚人看到东方面孔后，都会用“Ts-
ingtao”而非“Hello”打招呼。“还有人把青岛啤酒节谱成了音
乐呢！”

与“青岛啤酒节”这一全新词汇一同走进贝拉克和当地人生
活的，还有以商贸文化为代表的城市友好交流方式。中国驻利
比里亚特命全权大使付吉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利比里
亚举办青岛啤酒节是一个创新举动，也是促进中利友好往来的
新平台。青岛啤酒节作为国内知名的活动能够‘走出国门’来到
非洲、来到利比里亚，不仅能进一步提升青岛啤酒在当地的影响
力，还可以带动中利商贸文化交流。希望利比里亚青岛啤酒节
能够年年办，越办越好，成为中利友好往来的新名片。”

利比里亚总统事务国务部长纳撒尼尔·麦吉尔也表示：“青
岛的很多产品已经进入利比里亚市场。青岛市和蒙罗维亚市都
是港口城市，双方在多个领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相信随
着类似青岛啤酒节这样的活动广泛开展，今后两国的经济文化
交流会更加密切。”

据了解，利比里亚是“青岛啤酒节香飘丝路行”的首站。
未来，青岛啤酒节将继续秉承“开放、现代、活力、时尚”的城市
基因，通过打造以“青岛啤酒节+城市推广+商旅文化”为主题
的国际节会新模式，为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贡献
力量。

本版编辑 韩 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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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坚守食品领域20多年，将“一颗奶糖”做成一个
大产业的“老品牌”——金丝猴；一个是以烘焙起家，熟稔新
零售领域各环节的“新生代”企业家——李旸。当两者牵手，
会碰出怎样的火花？岁末年初的豫东沈丘，寒意逼人，沈丘县
豫东金丝猴清真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却是一幅热火朝天
的景象。若不是记者亲眼所见，确实很难相信，这是一家刚刚
回购还不到2年时间的企业。“金丝猴”来到河南，要从2018
年8月16日举行的“品牌回归大会”说起。当天，31岁的河
南悠氏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旸以沈丘县豫东金丝猴清真食品
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带领新的管理团队，在来自全国各地的
800名经销商面前亮相。

“未来的金丝猴将会多品牌发力。金丝猴主品牌的目标是
婚庆糖果市场，‘馋嘴猴’聚焦休闲食品，悠氏则重点关注烘
焙领域。”站在会场中心，李旸给出了自己的品牌设想。

“引入专业系统管理软件，让费用核算高效化、透明化”，
沈丘县豫东金丝猴清真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崔文中则针对之前
企业经销网络不良的情况提出了改进方案。

品牌回归会议召开后，企业又在长沙召开新品发布会。两
场会议现场订单成交金额近3亿元，加上意向订单，总金额接
近5亿元。

订单批量而至，金丝猴如何敢不抓紧时间？在不到1个月
的时间里，公司迅速组建起近200人的营销团队，其中35%来
自原金丝猴核心管理团队，65%来自其他公司的营销精英。这
个全新的团队不仅稳住了原金丝猴的经销商，还开拓了不少新
客户，公司经销网络立竿见影地稳固了。

修复经销商渠道，只是李旸执掌“老企业”后的第一步，
第二步便是拓展新零售领域。他常说，“老品牌”牵手互联网
是大势所趋，“要跟上趟，不能逆势而行”。

事实上，李旸所言还真是底气挺足。众所周知，悠氏食品
在电商平台上斩获颇丰，其成功探索对于金丝猴来说就是一个
样板。这意味着，新零售将成为新公司新营销构架中的全新板
块，单独运作。

“拥抱互联网、大数据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拓展市场渠道，
更重要的是，能够获得一手市场信息，帮助企业更精准地判断
用户需求，指导产品研发及营销工作。”李旸表示。

“金丝猴”触网拓市场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郭力铭 王佳佳

在苏宁看来，谁能率先整

合线下零售商，谁就能拿到家

电下沉市场的主动权。基于这

一思路，苏宁大力推动零售云

模式，加快苏宁O2O、智慧零

售基础设施向更多传统门店开

放，与合作伙伴开展“接地气”

的合作，促进共享，为其赋能

图为苏宁零

售云门店店员用

云货架为顾客介

绍商品。

（资料图片）

在位于河

北雄县的苏宁

零售云门店，

店员正在为顾

客介绍商品。

本报记者

袁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