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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北京门店将达 850 家

苏宁要离消费者最“近”
昨天，家在北京丰台区的杨先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苏宁第 15 亿台家电的购买者，从送
货到家到拆箱、打孔、安装、调试，一个小时后，杨先生就在家中体验起了 80 寸激光电视的“影
院”效果。
北三环中路的一家苏宁小店刚刚开业，早餐煎饼获得了周围居民的热捧。 如果你懒得下楼，
无人快递车“卧龙一号”会帮你把网上下单的早点送上门。
进入北京 16 年，苏宁离消费者越来越“近”。 记者昨日获悉，2018 年，北京大区开店目标经过
三次“提速”，目前计划到年底各类业态门店将达到 850 家，刷新历史纪录。“北京市场不仅是电
商主战场，又是消费者对体验服务最重视的理性市场。 ”苏宁易购总裁侯恩龙昨日表示，“近”会给
场景互联带来巨大的市场机会。 北京是全国的风向标，苏宁要把场景化的互联推向全国。

家电冲刺 30%份额

1990年，张近东创立苏宁，
选择专营空调。2002年，苏宁挥
师北上落子京城，在北三环安贞
桥东北角开出首家门店，一开始
也是主打大家电。
近 10年的北京生活没有改
变范志军的“南京普通话”，他却
改变了北京家电市场的格局。除
作为第一任的北京大区总经理，
范志军的北京攻略是开疆辟土，
用先进的生产力，淘汰落后的生
产力，用连锁的商业模式，淘汰传
统的百货商业模式。
最早的布局是占领三环。一
时间整个三环的连锁扎堆。2005
年，苏宁结合新的城市规划，向外
延伸商业布局，产品变革也同时
进行，大量的 3C类商品引进，苏
宁快速赢得了市场。
昨日，现任苏宁零售集团副
总裁、掌舵大家电事业群的范志
军与售后服务人员一起送货上
门，为消费者杨先生将苏宁卖出
的第 15亿台家电——
—激光电视
安装调试到位。

“15亿台大家电，一路见证
了苏宁 28年征战中国零售市场
的历史。”范志军表示，苏宁目前
已牢牢占据中国家电销售第一位
置，线上线下全渠道市场份额超
过 22%。苏宁的目标，是在年内
将这一份额提升至 30%，巩固家
电主场优势。
范志军说，这首先基于苏宁
深耕家电行业 28年所建立起来
的供应链优势。与各品牌商更紧
密的深度合作、更低的库存水平、
更短的供货周期，这些确保了苏
宁家电的价格优势。
其次是渠道优势。苏宁的智
慧零售模式完整覆盖线上线下，
这是纯线上和纯线下模式都无法
比拟的。范志军表示，国内家电销
售，线下渠道占比接近七成，动辄
上万元的高端家电销售更是倚重
线下渠道，在这方面，苏宁优势尤
其明显。
范志军介绍，苏宁正通过大
开发战略，建立全国无盲区的家
电销售智慧门店网络，全面覆盖

一线城市至乡镇农村 4级市场。
7月 30日，第 1000家苏宁易购
精选店在通州区■县镇开门营
业。从去年底苏宁正式启动大开
发战略，时间仅仅过去 7个多
月，这一主要针对农村地区家电
销售的新型业态，已在全国绝大
部分省区市落地生根。
“在家电销售领域，毫不客气
地说，苏宁是最专业的。”范志军
说，回顾早期苏宁征战北京市场
的历史，苏宁最早推动 CRT电视
退市，后来又力推三门冰箱、智能
手机，市场走向和消费趋势都已
证明，苏宁对家电领域的把脉是
非常准的。
“在苏宁，我们一直强调‘服务
是我们的唯一产品’。专业、优质的
服务，是苏宁赢得市场的重要法
宝。”范志军说，今年 3月，苏宁在
家电类产品推出“30天包退、365
天包换”服务，在物流方面坚持“运
费不涨价”。7月，北京苏宁发布大
家电售后服务 6S标准。这些都是
高于行业标准的“苏宁标准”。

智慧零售的重要载体，结合各地
正在推进的“智慧社区”建设，定
位为社区居民的“共享厨房”，功
能与一般的便利店不同，首先是
要满足百姓柴米油盐尤其是对
生鲜的购物需求。
卞农说，苏宁小店的一个重
要特点是“近”，覆盖百姓生活最后
1公里甚至几百米，同时要做最懂
百姓需求的服务平台，离用户的空
间距离和心理距离都很近。
苏宁小店和传统便利店的另
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它的线上线
下融合的智慧零售模式，
“按照我
们的设想，今后苏宁小店线上线
下销售之比应该达到 2：1甚至
3：1。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交易是通
过网上下单、快速配送来完成。”

供应链建设方面，卞农介绍，
苏宁计划在未来三年孵化 20个
以上快消行业独角兽品牌，打造
100个以上销售过亿快消品牌，
加强与大快消头部品牌深度合
作，已有伊利、蒙牛、联合利华、蓝
月亮、维达、洋河、五粮液、得利
斯、展卉、纳爱斯、恒都、百威等一
线快消品牌与苏宁建立战略合作
关系。作为智慧零售的新业态，苏
宁小店将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人们
的身边。“我们要承包北京人的生
活。”据卞农透露，按照年初的规
划，苏宁小店今年将在全国开店
1500家，现在看来这一项目推进
成效显著，预计到年底超过 5000
家，其中在北京开业 600家，大
大超过之前预期。

“承包”北京人的生活

“满腔热血，一路狂奔，但是是
理智的狂奔。”卞农这样形容苏宁
小店的发展速度。如果说家电是苏
宁需要继续巩固优势地位的领域，
大快消则是苏宁正在快速攻城略
地的战场。落地半年以来开店速度
远超预期的苏宁小店，是苏宁抢占
大快消市场的重要抓手。
昨日上午，现分管大快消事
业群的苏宁零售集团副总裁卞农
与现任北京苏宁总经理郝嘉，一
同出席了北三环中路一家苏宁小
店的开业仪式。为到店顾客摊煎
饼，使用无人快递车“卧龙一号”
为网上下单的顾客送货上门，两
人切切实实体验了一把线上线下
融合的智慧快消服务。
卞农表示，苏宁小店是苏宁

苏宁零售集团副总裁范志军与海信电器营销常务副总经理王伟作为“首席服务体验官”为顾客送货。

北京苏宁历任总经理卞农、范志军、侯恩龙、郝嘉（由左至右）齐聚
长城，擂鼓开启智慧零售主场。

■链接

北京攻略——
—智慧零售
“试验田”

2002年，从南京起家的苏
宁在北京从零做起。16年后，苏
宁的“北京攻略”要超越的却是
“自己”。
昨天，北京苏宁易购的 4任北
京总经理同时现身，为苏宁的北京
战略“站台”，侯恩龙是苏宁易购总
裁，范志军现任苏宁零售集团副总
裁、卞农现任苏宁零售集团副总
裁，北京苏宁易购现任总经理郝嘉
冲锋在市场的第一线。
侯恩龙表示，“京畿重地，苏
宁不只是做第一，而是要一直做
第一。”
新的苏宁“北京攻略”是苏宁
以家电、快消等为重点的一次全
品类出击。
按照苏宁年初规划，苏宁小
店今年将在全国开店 1500家，
但半年刚过，苏宁把预计目标提
升至 5000家以上，其中在北京
开业 600家，大幅超过预期。苏
宁家电将持续发力，范志军抛出
了一个明确的市场目标：年底冲
刺 30%市场份额。快消方面，苏
宁在年初发布智慧快消战略。目

前，其已建立起覆盖全国主要社
区的智慧社区版图。
对于在京建立第二总部的传
言，侯恩龙没有直接回应。但他透
露，从集团层面来看，北京不仅是
苏宁零售体系中权重最高的大
区，苏宁文创、苏宁体育总部逐步
落地北京，苏宁金融、苏宁科技等
产业体系在京办公人员超过
1200人，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加
快智慧零售落地的重要节点，我
们启动‘北京攻略’，集团的一些
核心职能及资源也将随之向北京
倾斜。”侯恩龙说。
北京作为战略要地，将其打
造成为北京零售市场的样板工程
是“北京攻略”的要点。但是，苏宁
的目标又不仅仅局限于北京。侯
恩龙称，
“北京攻略是具有全局意
义的局部战役。”打好这一仗，拿
下更多市场份额，苏宁将全面实
现智慧零售主场的目标。
“首都的，才是全国的。”对于
苏宁而言，北京不仅是一个年销
售额超过 300亿元的“大盘子”，
更是一块智慧零售的“试验田”。

■观察

苏宁郝嘉：
淘汰纯电商的场景互联革命从北京开始

北京苏宁易购总经理郝嘉昨 间，北京苏宁小店便率先推出了
日表示，互联网的下一个十年是智 世界杯主题门店以及深夜加油
慧零售的主场，北京苏宁易购作为 站。未来，北京苏宁易购将把集鲜
智慧零售的主场，率先发起场景互 食、轻餐饮、快消品于一体的苏宁
联革命。据介绍，目前，苏宁在京拥 小店打造成为一个便民惠民的
有各类门店 273家。其中，苏宁易 “共享厨房”。
在传统大家电服务方面，北
购 77家，苏宁小店 74家，苏宁易
购广场 1家，苏宁红孩子 6家零售 京苏宁打造了金牌售后服务团
队、推出 30365服务升级计划、
云 40家，直营店 71家。
“生于此，长于此，我更加清 落地苏宁快修体验店、出台大家
楚地知道北京的消费者最需要的 电售后服务行业 6S标准等。
郝嘉介绍，“北京攻略”将在
是什么。”郝嘉说，
“依托京津冀协
同发展、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北京 价格、产品、速度、物流、服务等方
城市发展主旋律，北京苏宁易购 面都要做到极致，打造“五极秀
重点围绕环首都经济圈进行多业 场”，以进一步巩固苏宁智慧零售
态门店立体化的布局，为消费者 的北京主场地位。接下来的苏宁
818发烧购物节，将是“北京攻
打造更多场景化的体验。”
刚刚过去的世界杯赛事期 略”的一次大练兵。
本版撰文 北京晨报记者 刘映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