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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新合作公司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经营发展新思路
受经济整体下行的影响，国内商业环
境不断恶化，过去的一年，超市经营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在困难和重压
之下， 兖州新合作公司管理班子坚定信
念，深入研判，精心谋划，匠心布局，积极
探索新形势下创新发展的经营思路。 2016
年，公司销售和利润同比双增长，实现企
业经营稳步发展。

一、危机中实施抄底战略
近年来，尽管电商势头强劲，居民购
买力略有下降，但“只有倒闭的企业，没有
倒闭的行业”，我们坚信，实体商业在未来
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人们生活的载体。因
此，公司利用去年以来商业地产哀鸿遍野
的时机，开展了“抄底”行动。 对租约到期
临期的物业， 向供应商展开减租降租行
动； 在新兴市场区域和商业稳定区域，加
大网点的考察和谈判。 经过不懈努力，先
后有六家门店实现租金下调，下调幅度有
的高达 20％以上。 2016 年，新开业 8 家门
店，都经过严格审慎的选址过程，且租金
价格远远低于周边商铺，预计 4 家能实现
当年赢利，成为“困难年景下的高产田”。
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加大开店步伐，不仅
给公司带来经济效益的提升，也给当地政
府提振经济树立了信心，去年中秋节和国
庆节期间，兖州区委书记、区长分别到公
司进行考察慰问，公司成为区政府重点关
注企业。

二、超市实施“
精品化”发展方向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 超市的市场
进入门槛越来越低，几个人、十几万元，

摆上货就可开个普通超市， 这些低端超
市充分利用税收漏洞和监管漏洞， 主打
低价牌，拉低毛利率，扰乱市场环境。 如
何摆脱这种“地鼠”般的骚扰和破坏，公
司领导班子对超市行业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和学习，也通过对胖东来、香江百货、
濮阳绿城、 河南金好来等超市的参观学
习，确定了“超市精品化”的发展方向。 通
过提升环境， 诸如进行店面的形象设计
和提升装修档次等， 稳固了中高端顾客
的忠诚度；通过提升商品结构，提高差异
化程度和毛利空间。 曲师大店装修改造
后，面积 1500 平方的标超店，日销售均
超过 5 万元，毛利平均每天达 1 万元。 邹
城昌平店装修改造后， 日销售同比增长
40％，超市配套店铺出租率 100％，实现
了无租金经营。 目前，兖州、邹城、曲阜，
除新开店采用新标准新形象外， 一些老
店也局部或整体进行了装修改造， 全年
累计改造提升投入约 200 万元。

三、百货由“联营”走向
“自营”
一直以来，兖州新合作精品百货楼走
的是国内百货业主打的经营模式——
—联
营制路子。 近年来，联营制且行且难，2015
年，借百货楼装修调整之际，公司决定扩
大鞋、服自营。 2016 年，百货楼销售鞋服
自营占比达 40％，而利润占比高达 60％，
真正实现了“品牌抓销售、自营抓利润”的
战略要求。 尝到自营的甜头后，公司进一
步探索扩大自营业务项目。曲阜百意店投
资 80 万元，建成了儿童娱乐城，仅四个月
就收回了成本；物流中心全面实施自营战
略，包括品牌代理、市场直采、基地包田、
尾货包仓等，一年来，物流中心共买断、代

理了 16 个品牌、115 种单品，营业额比去
年同期增长 50％，毛利率达 30％以上。

四、充分发挥品牌价值
兖州新合作作为当地一家老资历的
商业企业，其知名度和美誉度早已成为当
地百姓心目中的品牌。 近年来，公司充分
利用品牌效应，发掘无形价值。 一是依托
品牌龙头价值， 争取政府补贴和扶持资
金。去年，借助供销系统企业优势，先后获
得“百意购”、“大集到家” 等投资性补贴
200 多万元。 二是强强联合。 与山东太阳
纸业合作入驻兖州新城，太阳纸业公司提
供硬件设施、 两年免房租等优惠政策，公
司投入仅 500 万元， 就成功撬动了 2000
多万元的投入规模，开设了 1.2 万平方米
的现代化精品卖场。三是吸引其他超市店
铺加盟变身“百意酷铺”,快速完成供销大
集发展战略。 在开发“酷铺”过程中，由于
品牌陌生，前期发展困难，后来注入“百
意”副品牌，得到了市场响应。短短几个月
时间， 在兖州城区改造加盟酷铺二十余
家，顺利推动完成了工作项目。 四是利用
品牌虹吸效应，通过活动赞助，吸纳社会
支持。 2016 年，公司举行了“加 1 元抽电
动车”大型促销活动，电动车厂家赞助，百
家门店宣传， 顾客购物加一元参与抽奖。
公司组织兖州曲阜邹城三县市互动宣传，
扩大了影响。 活动结束，公司零投入，却收
入了几万元的“加一元”资金。

五、创新营销活动
多年来，公司本着“有节过节，无节造
节”的原则，一年 365 天，实现“天天有活

动， 日日有人气”。 除了传统的“一年五
节”，公司穿插组织“踏青节、水果节、养生
节、酸奶节、布鞋节、夏凉节、饮料节、干果
节、保暖节”等各种促销活动。 充分利用互
联网微信传播手段，如开展“点赞 58 个加
9.9 元可领取青花瓷八件套碗一套” 的活
动。营销活动更注重了活动的体验性和参
与性，如去年的端午节和“六一”儿童节相
隔较近，从 5 月 23 日到 6 月 11 日，公司
组织开展了以“少年学传统，浓浓端午情”
为主题的系列活动，通过“儿童读经典”、
“少年学国礼”、“家和万事兴·包粽子”、
“划龙舟逛卖场”等精典趣味活动，吸引了
全市少年儿童和广大市民的参与，无形中
锁定了大批忠实顾客。

六、坚持
“赢利”是
指导工作的唯一标准
一是坚决关停并转一切常亏店。对于
长期亏损较大且没有明显提升的门店，坚
决关闭。 对于长期未赢利门店，采取费用
包干等办法，确保不再亏损，如仍无法扭
亏的， 采取人员调整乃至转让合作等方
式，实现赢利。 对效益较好但日渐变差的
门店，及时进行综合分析改进，业绩仍无
改观的， 果断进行人员及经营方向调整。
去年共关闭亏损门店 5 家，直接减少门店
损失 33 万元；完成 8 家门店包干考核，降
低门店损失 25 万元。 二是加大堆头费、端
架费、渠道费的收缴工作力度，落实外租、
联营客户的费用缴纳。 比如，非独立外租
的客户增收公共照明费、物业费，严格收
取联营客户的称纸、包装袋、电费等耗材
费，养成店长精打细算的习惯。
（根据该公司工作总结整理编辑）

D 店长感言
从业十年来，我感觉从未像去年这样
艰难过。
我所在的门店在一个城区人口不足
8 万人的小县城， 城里 8000 平米以上的
超市就有四家，集中分布在一条商业主街
上，竞争情况可想而知。 今年 7 月份，在距
离我们店约 200 多米的地方，又新开了一
家 10000 多平米的精品配置综超，新店的
开业， 对原有几家超市来说是很大的冲
击，小县城前所未有地上演了你死我活的
价格战。我们知道，价格战是血淋淋的，最
后的结果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可大家似
乎都没有更好的办法，貌似进入的了一个
死胡同，在下一盘已进入死局的棋。 那段
时间， 面对门店销量不断地大幅下滑，我
曾一度迷茫慌乱，无计可施。 可总不能这
样坐以待毙吧，冷静思考后，我带领门店
同事积极行动，主要围绕狠抓店内基础工
作、向优秀同行借鉴学习、团队扎实开展
培训这三方面展开工作，销售和客流渐渐
稳中有升，团队的信心也大大增强。
先说说我们狠抓店内的基础工作
吧。 在一个店工作久了，就有一种“久在
其中不闻其臭”的感觉，往往不能及时发
现问题，久而久之，会导致对一些基础工
作的懈怠和滞后。 我跟大家说：“其实超
市的工作都是一些点滴、琐碎的小事儿，
能把这些小事儿每天重复做好， 就是一
件了不起的事儿！ ” 我们对上货、补货、
卫生、排面、仪容仪表、客户服务等基础

在激烈的竞争中奋力坚守
■河南新合作 何娜
工作展开了扎实的梳理。 尤其对卫生做
了高标准和严要求，当时，我们的管理人
员和员工个个蹲在地上一块一块拭擦地
砖，无论货架下还是地堆下都不放过，真
正的做到了 360 度无死角。 员工私下都
在议论店长是不是疯了？ 恰是这个近乎
疯了的举动受到了顾客的好评：“新合作
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 这么干净这么明
亮？ ”听到有顾客这样说的时候，我热泪
盈眶。 顾客是最公正的， 你在哪里努力
了，她就会及时发现，且毫不吝啬主动激
励你。 其实，我们只是做了一些我们本该
做的事儿， 给我们忠诚的顾客提供一个
干净、明亮、舒心的购物环境。
其次，就是向优秀同行学习，向竞争
对手学习。 每天安排完店里的工作，我们
几个管理人员就会各自分工到竞争门店
做市调学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从对
手那里我们学到了很多。目前超市行业无
非是拼客流，而增加客流的手段，重中之
重无非是生鲜。于是生鲜成了打商战的重
要战场，简单粗暴的价格战已经无法满足
当前的消费形势， 顾客需要更多元化、更
新鲜的商品和促销。于是我们大胆地选择
了避其锋芒，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方法，

换个不一样的促销方式， 用不一样的商
品，这样用差异化经营尽量避免重复的价
格战。每半个月我们就会去趟胖东来或大
张学习， 这两家品牌在河南零售业都是
“一哥”的位置，我们虽然不能通过学习达
到突飞猛进效果，但是每一次的学习都会
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或者是从商品上或
者是从现场的管理方面，都会有不一样的
火花产生，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在经营中学
习，在学习中经营，不断地提升成长。
最后，说一下人的问题，每次说到这
个问题我都会发自内心地感激我的团队，
感激我们店里的每一个员工，俗话说，“一
个好汉三个帮。 ”很幸运，我有一个团结、
敬业的完美团队，我们是同事、朋友、亲人
和战友。 我们店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门
店”， 是大家所有人的付出才成就了门店
的业绩和我个人的成绩，我很感激这几年
来团队中每个人的各司其职和努力坚守。
我们就像一架在高速运转的机器一样，经
不起任何一颗螺丝钉的松动，在以后的日
子里，愿我们怀抱着美好的希望和必胜的
决心，一如既往地奋力坚守，努力的从小
事儿做起， 点亮我们彼此的事业道路，让
我们的人生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