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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互联网与传统零售终端融合的一种新模式——
—友宝
■集团人力资源部 钟梅
天猫与淘宝“双十一”促销，
2011 年销售额为 53 亿元，2012
年为 191 亿元，2013 年为 350.19
亿。 对于 2014 年天猫与淘宝“双
十一”的销售额，有专业人士预
测可能达到 600 亿元。 从这组数
据可以看出，以电子商务为代表
的线上新经济模式已经逐渐成
长、成熟起来，大有吃掉传统线
下零售模式之势。
依我看来，线下实体“末日
论”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因为
电商只是一种应用平台， 它脱
离不了传统商业的支撑。 目前
还没有任何国家有电商完全扼
杀传统商业的先例， 反而是传
统商业在哺育电商的发展。 未
来的趋势与其称作电子商务战
胜传统商业， 不如称作传统商
业包括零售业在内的“互联网
化革命”，两者的完美融合才是
大势所趋。
2012 年 6 月，中国连锁经营

协会发布的《传统零售商开展网
络零售研究报告(2012)》显示，截
至 6 月下旬， 已有 59 家中国连
锁百强企业开展了网购业务，经
营超过 70 家的网店。
家乐福早在 2006 年就开始
了电子商务的尝试。 而它的老对
手， 起步较晚的沃尔玛， 也于
2012 年收购了“1 号店”，算是对
电商的最大布局。 2012 年苏宁
易购宣布， 北京 87 家门店成为
其快递点和自主取货点，以加速
线上苏宁易购与传统线下苏宁
门店的融合。
以零售经营为其业务主体
的新合作公司，未来发展中涉足
电子商务领域必将是大势所趋。
无论是新合作广盛园的“万特
网”、新合作常客隆的“家易乐”，
还是泰山新合作公司的微信平
台商品推介活动，都充分体现了
各个公司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时
势造英雄，传统商业的互联网化

“革命”迫在眉睫，把握住这次机
遇，加速“线上”渠道的布局，相
信我们新合作将会迎来发展新
高峰。
在此，我谈谈一种互联网与
传统零售终端融合的新模
式——
—友宝， 以此抛砖引玉，引
发一些我们对互联网与传统零
售终端融合的思考。
几个月前，一位朋友说他要
去一个自动售卖机前抢午饭，我
感觉挺新奇，因为身边没有这样
的服务。后来才得知，这种自动
售卖机来自一家叫友宝的公司。
其经营思路是将互联网电子商
务结合应用到自动售货机这一
传统领域中，它的业务主要由两
部分组成：线下的售货机管理与
物流配送和线上的互联网技术
研发与应用。
据了解， 友宝是微信 O2O
模 式（从 线 上“Online” 到 线 下
“Offline”)的首批合作伙伴之一。

用户无需使用现金，可以直接通
过微信支付（预先绑定用户的某
一张银行卡）从友宝的智能售货
机购买商品。 截至 2013 年年底，
友宝自主研发的售货机出货量
达到 18000 台，主要布设在写字
楼、地铁附近。
对于用户来讲，除了可以使
用微信支付在友宝购买商品外，
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的友宝
iOS 和 Android 客户端， 完成搜
索附近友宝自动售卖机位置、浏
览商品、完成下单、通过取货编
号或二维码领取商品，免去了排
队和准备零钱的苦恼。
对于商家来说， 互联网化
的自动售货机相比传统售货机
拥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一是友
宝通过网络可以实时监控每一
台售货机的运行情况， 以便物
流员随时调整供货量。 二是友
宝的销售数据以及消费者信息
可 以直 接 从后 台 快 速 获 得 ， 这

为后期的互动营销活动打下了
基础。 目前我看到的活动包括
优惠券领取、有奖游戏、抽奖活
动、积分换购等。
值得一提的是友宝还创新
性的研发了便利柜和盒饭柜。 这
种柜门式售货机的优势是不必
再考虑商品的尺寸是否适应传
统售货机的货道，可售商品的品
类大大的增加了。 用户使用友宝
客户端完成购买流程，经过验证
后柜门会自动开锁，用户取走商
品。 相比传统的售货机动辄数万
元的成本，这种售货柜硬件成本
相对低得多。
深耕传统领域， 友宝的
O2O 模式是通过互联网化思维
对传统行业进行改造，这种基于
自身优势的革命并不容易被复
制。 从线下出发，再结合互联网
理念进行线上创新，友宝完成了
它的华丽转身。 这是否能给我们
带来一些启发呢？

步步高公司 2013 年上半年生产经营及所享受政策扶持情况简述
■撰稿:北京新合作物流公司 庞伟 温丝 米宏凯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
公司 （证券代码 002251）1995 年
在湘潭市成立，公司立足于中小
城市，以密集式开店、双业态、跨
区域的发展模式，目前已在湖南、
江西两省拥有 100 多家超市门
店，经营超市、百货、电器三大业
务板块。 公司连续多年被中国连
锁经营协会评为“全国连锁百强
企业”和“
全国超市百强企业”。

下图：

一、步步高公司 2013 年上
半年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上半年的综合毛利率
为 21.70%，同比上升 0.70 个百分
点，主要原因系公司通过深入推
进品类管理，完善商品结构，对供
应商实行分级管理， 持续推进供

2013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
业 收 入 57.81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5.56%；实现营业利润 3.12 亿元，
利润总额 3.21 亿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4 亿元，分
别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24.36% 、
24.34%、21.28%，增幅明显的主要
原因得益于内部管理能力和外
部发展能力的双重提升。 通过对
组织架构的调整，采用事业部运
作模式，提高了经营效率；通过供
应链的上移及管理的细化，降低
运营成本，提高了盈利能力。
2013 年上半年， 公司各分
产品营业收入占主营收入的比
例见下图：

应链上移以降低采购成本。

二、 步步高公司获得的政
府扶持资金情况

业人员再就业税收优惠及其他
相关政策的补充通知》； 财政部、
国 家 税务 总局“财 税 [2005]186
号”《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
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等有关
政策文件，步步高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报告期内在企业所得税、
营业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
费附加等税种方面享有不同程
度的税收优惠政策。
此外，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财税字[1999]290 号”《技术
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
税暂行办法》 的规定， 步步高公
司因技改项目有国产设备投资而

享受“
项目所需国产设备投资的
40%可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设备
购置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
得税中抵免”的税收优惠。
步步高公司享有的税收优惠
是以企业所得税减免为主。 在
2010 年度、2011 年度及 2012 年
度, 步步高公司所得税实际税负率
（所得税费用 / 利润总额） 分别为
27.19%、23.69%及 23.34%。 下属子
公司汇通物流符合财税[2012]13
号《关于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
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的通
知》，根据岳地税通[2013]004 号享
受减免土地使用税301729.80 元。

2013 年上半年收到的政府扶持资金明细表 （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元）

（元）

社保补贴

366,638.28

413,493.82

政府纳税奖励

2,603,846.94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

3,000,000.00

备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国务院关于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发〔2008〕5 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湘政发〔2008〕20 号）精神和《湖南省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实施办法》，对公司及
各子公司安置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并交纳社保费用给予的补贴。

产业扶持资金
品牌促进体系
建设项目资金
现代农产品综合试点项目
湘农产品现代流通
综合试点项目

7,296,232.57 系各公司所在地财政部门给予的纳税奖励。
系根据湘财外指[2012]131 号文件，湖南省财政厅拨付的 "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 " 的补助资金。
5,321,827.00

根据中共长沙市岳麓区委员会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岳发[2010]10 号），长沙
市岳麓区财政局给予的产业扶持奖励。

3,000,000.00 根据湘财建指[2012]438 号文件，确认品牌促进体系建设项目补贴收入。
2,800,000.00 根据湘财建指[2012]27 号文件，湘潭市财政局给予公司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专项补贴资金 280 万元。
1,200,000.00 根据湘财建指[2012]280 号文件，确认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补贴收入。

冷链物流引导资金

350,000.00

根据潭财企[2012]16 号文件，湘潭市财政局给予公司 2012 年度现代物流专项引导资金项目补助经费。

第三产业引导资金

50,000.00

根据潭发改三产[2012]570 号文件，湘潭市财政局给予公司的第三产业引导补贴资金。

递延收益转入

1,848,635.43

其他

分产品毛利率对比情况见

1、2013 年上半年收到的政
府扶持资金明细表 （金额单位：
元）
（见表 1）
2、步步高公司享受的税收优
惠政策及相关批文
由于接纳下岗失业人员， 根
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税
发 [2002]208 号”《关于下岗失业
人员再就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
的通知》； 财政部、 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及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2003]192 号” 《关于促进下岗失

指导:谭新华

合计

主要系韶山市农业局下拨给子公司韶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专项资金，公司确认为递延收益，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计入本期的营业外收入。

620,000.900 系公司及子公司所在地政府给予的岗位补贴等零星补贴收入。
5,970,485.22 22,900,188.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