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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爆的活动现场

兖州新合作公司董事长王连臣在督导工作

J 经营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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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大集摩托车宣传队

兖州新合作借势“供销大集”上线
“双十一”销售业绩骄人
■兖州新合作电商公司 靳聪

“二十年来仅此一次!”这绝对不是
一句空洞的广告语，借势总部“供销大集”
上线，兖州新合作公司拿出 300 万元现金
的贴补，实实在在给了“新合作百意”所在
的兖州、曲阜、邹城、徐州丰县四地父老乡
亲最大的让利！活动期间，登陆“供销大
集”平台，线上 85 元购买 100 元百意储值
卡， 同类储值卡线下卖场 8.8 折销售，服
装百货类商品买 100 赠 30， 加上供应商
提供的大力度优惠，吸引了大批消费者前
来消费。11 月 8 日至 15 日“双十一”活动
期间，一周的销售同比增长 46%，取得了
娇人的销售业绩。

上下互动是基础
供销大集控股公司常务副总裁武利民
亲自调度，派专人驻守兖州新合作公司指导

活动开展的准备工作。兖州新合作公司董事
“
双十一”活动专题
长王连臣多次主持召开
会议，解决活动中的各项问题，他每天巡逻
在各部门督战，对后进部门进行严格督促。

百姓一算账实惠，马上就买，没有怀疑。 为
满足不会网购会员的需求，我们在各卖场
现场连上网线，装上电脑，为排队的顾客
代购，现场气氛火爆热烈。

组织有力是保障

宣传到位是关键

团队成员秉承吃苦耐劳的优秀传统
和良好的执行力，加班加点攻坚克难。 利
用会议和微信活动群上下协调， 有序组
织，“同一个声音、同一个步调、同一个目
标”，使得活动井然有序开展。

11 月 7 日确定活动方案，11 月 11 日
要把活动推向高潮。 面对时间紧，活动方
式新，如何能让更多消费者尽快知晓活动
情况， 我们在宣传方面出了一些新招：一
是前期给员工下达每人发展 5 名会员的
任务指标，使得活动迅速升温，快速铺开；
二是短信、微信、宣传单、布幅、广告屏等
各种宣传方式齐上阵，形成强大的宣传氛
围； 三是组织 30 人电动车宣传队， 悬挂
“供销大集”彩旗，深入社区、农村市场进
行宣传，效果奇佳。

信誉和会员是保证
“信任是黄金”，兖州新合作公司在当
地累积 20 年的信誉和拥有 30 万会员基
础是活动成功的保证。不需要做太多地宣
传解释，只要是“老百意”推出的活动，老

线下活动是推动力
线下门店同步开展了全年力度最大的
促销活动， 超市类商品全场 8.8 折， 百货
类商品全场“买 100 赠 30”。 面对线上线
下史无前例的双重优惠， 消费者自然心动
不已。 为了满足更多顾客需求， 又在 11
月 16 日开展“内购节”， 延续“双十一”
线下活动内容， 把活动推向高潮。

真心为民是真理
“
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口碑”，
“
老模式
新模式，老百姓认可的才是好模式”，活动
成功的根本还是老百姓得到了真金白银的
实惠。 当然， 大集上线的借力， 供销社为
民服务的宗旨， 以及全系统上下一心的共
识， 更是我们这次活动成功的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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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合作常客隆进军汽车后市场
近日， 江苏新合作常客隆超市连锁有
限公司宣布进军汽车后服务市场， 该公司
旗下的 4 家常客隆·福仕嘉汽车服务连锁
店于同一天在江苏常熟开业。 江苏新合作
常客隆连锁超市有限公司董事长包乾申表
示， 新合作常客隆公司将零售连锁的先进
理念运用到汽车服务领域， 计划通过三到
五年时间， 在常熟城乡拓展网络 50 多家，
并逐步向常熟市外拓展，为市民带来真货、
真价、真情的 4S+ 服务体验，同时将旗下家
易乐生鲜直投、 自助售货机结合到常客隆
福仕嘉门店， 使之成为社区的综合服务中
心，把方便和实惠送到市民的家门口。

跨界寻求新的增长点
11 月 28 日，在江苏常熟市老街居民
小区集中的静海路上，一场高规格但很简
朴的开业仪式在常客隆·福仕嘉汽车服务
连锁店门口举行，中国供销合作集团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康玉国、常熟市副市长朱亚
辉等参加了仪式。 当天，和静海路这家汽
车服务连锁店同时开业的还有另外三家
分布在常熟市区的常客隆·福仕嘉汽车服
务连锁店。
常客隆·福仕嘉汽车服务店是由江苏
新合作常客隆连锁超市有限公司和宁波
福仕嘉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打造
的汽车服务连锁品牌，由双方合资的江苏
常客隆福仕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责运
营，提供汽车维修保养、钣金喷漆、美容改

装、零部件销售、救援、二手车质量鉴定评
估延保等汽车服务，确保硬件产品质量形
成全过程控制的同时，对服务质量形成全
过程的规范、控制、监督和改进。
福仕嘉汽车服务店的服务范围锁定
在社区的车主，一般来说，汽车保有量达
到 2 千辆车的社区就可以支撑一个店面
的运营，因此，福仕嘉在同一个城市会开
很多门店。 由于网点多，服务更加细致周
到，并且价格也更加便宜合理。
据介绍，首家福仕嘉汽车服务店去年
2 月在宁波开业， 目前， 宁波市已经有 8
家连锁店，近期，上海将有两家门店开业。
与众不同的是， 新开业的常客隆·福
仕嘉汽车服务门店的招牌上同时印有常
客隆连锁超市以及常客隆旗下电商平台
家易乐的标志，每个门店边上都单独辟出
一块空间，其中设有自动售货机、家易乐
的电子货柜、电子购物屏等。 在位于常熟
郊区的常客隆·福仕嘉汽车钣金喷漆车
间，同样能够看到这些标志和陈设，而这
个钣金喷漆车间旁的汽车配件店里所有
的汽车配件也同时在家易乐的线上平台
销售。线上线下 O2O 服务是常客隆·福仕
嘉下一步的发展计划。
常客隆·福仕嘉是商超业态加汽车后
服务新模式，这样的服务模式在国内汽车
后服务领域尚属首家，这也是基于市场的
实际需要探索出来的一种新型连锁服务
模式。

“我们计划通过三到五年时间， 在常
熟城乡拓展网络 50 多家， 并逐步向常熟
市外拓展。 ”包乾申表示，常客隆将零售连
锁的先进理念应用到汽车服务领域，为常
熟市民带来真货、真价、真情的 4S+ 服务
体验， 同时将常客隆的家易乐生鲜直投、
自助售货机结合到常客隆福仕嘉门店，使
它成为社区的综合服务中心，把方便和实
惠送到市民的家门口。
中国供销合作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康玉国说，近二十年来，新合作常客隆
一直坚持创新、不断进取，从发展连锁超
市，到电子商务，到购物中心，再到今天和
宁波福仕嘉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共同打造汽车后市场服务品牌，这些举措
都是和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密不可分
的， 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供销合作社惠农、
利农、便农的服务宗旨。

汽车后服务市场空间广阔
福仕嘉汽车服务店被称作“家门口的
的汽车 4S+ 服务”，在常客隆·福仕嘉开业
的前一天晚上，常熟市政府特地举办了一
场晚宴来答谢社会各界来宾。常熟市政府
之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看中了这种社区
汽车后服务模式未来广阔的市场需求和
发展空间。
所谓汽车后服务市场， 是指汽车配件
及用品的经销以及直接为这些产品的使用
所提供的服务。 国内汽车年消费量自 2009

年开始有了迅猛发展，2015 年中国汽车保
有量已经近 1.4 亿辆。菁葵汽车后市场研究
院的研究表明， 随着中国汽车保有量的不
断增加以及家庭用车数量的快速增长，汽
车后市场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 市场规模
约 6000 亿元，预计到 2020 年将达到 17000
亿元的规模。数据显示，2013 年至 2015 年，
中国汽车后市场按年均复合增长率或已达
到 19%，售后服务增长则或已达到 25%，未
来预计汽车后市场在整个中国汽车市场中
所占的份额将超过 60%， 汽车市场的利润
也有移向后市场的趋势。
在广阔的市场前景的吸引下，近年来，
不断有新的势力进入汽车后市场， 其中包
括连锁跨行业、机构资本、电商、保险公司
等。“
2014 年中国汽车后市场热度空前，四
股势力推动产业整合和模式创新。 ”青葵研
究院在其发布的 2014 年中国汽车后市场
发展调查报告中指出， 由于汽车后服务连
锁店需求旺盛， 吸引连锁人才跨行业输送
经验，资本力量大大推动市场发展整合，而
电商则推动汽车服务模式创新，与此同时，
保险公司出手，发动汽车保养免费之战。
随着新势力的介入，价格高昂、服务
半径长的 4S 体系进一步受到威胁， 从免
费洗车到免费保养，汽车后市场保养价格
将进一步下降，小型独立售后企业生存更
加艰难，而汽车后市场连锁企业找准时机
寻求合作，将有更多机会扩大市场份额。
（中国商报 张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