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0月22日～28日 责编 李金雨 美编 李庆琦

A08 封底报道

与一般的商品交易会所
不同，自有品牌大会是一场零
售商与制造商、品牌商“门对
门”的切磋。

10月18日，在自有品牌
大会现场，300多家国内制造
商、品牌商的展厅，被操着各
省口音的商企买手拥入。乳
制品、果干、食用油、爆米花、
锅巴、纸品、纺织品……各种
各样的消费品琳琅满目，有序
陈列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5楼
展馆。买手们对商品不断地
采样、询价、比较，与卖方沟通
出样、出货或OEM（贴牌生
产）合作方案，一笔笔生意就
是这样产生的。中国连锁经
营协会（以下简称中连协）创
始会长郭戈平、首都经贸大学
教授陈立平等业界知名专家，
也出现在当日活动现场。

自有品牌又称商店品牌，
它是零售业专有名词。它的
运营机制，是零售企业从设
计、原料、生产到经销全程控
制的产品，由零售企业指定的
供应商生产，贴有零售的企业
品牌，在自己的卖场进行销
售。当前，国内消费市场知名
自有品牌玩家，有沃尔玛、宜
家、家乐福、屈臣氏、小米、良
品铺子、名创优品、每日优鲜、
京东等。

蚂蚁商联是什么？
这是3年前，一批国内中

小商企在郑州发起诞生的自
愿连锁组织。初期，仅有合肥
乐城、巩义金好来、福建冠超
市等11家公司。之所以取名

“蚂蚁”，是初创该机构的大多
数企业年交易规模不足10亿
元，与大型制造企业缺乏平等

对话的机会。该组织成立后，
设定了打造中国自有品牌研发
中心的目标，集合力量实现联
合采购，使成本最优化；组织管
理咨询和专业培训，共享行业
大数据分析，促进企业发展经
验交流，实现全方位合作与多
边共赢。

截至10月 17日，贺州泰
兴超市、克拉玛依和家乐商贸、
普洱天生祥商业、张家口宣化
超市、南阳多尔玛等9家商企
在郑州一同宣布加入蚂蚁商
联，这使得该机构成员企业扩
充至59家，覆盖国内28个省
（市、区）、聚合门店数量超过
5000家。

蚂蚁商联轮值董事长、巩
义金好来董事长吴金宏介绍，
当前，该组织成员企业的年业
绩规模约715亿元，年采购规
模合计超过了600亿元。除成
员企业联合采购商品外，已开
拓“我得”“饕厨”“极货”等多个
自有品牌商品，涵盖了包装食
品、厨房用品、生活用品、酒水、
两性健康等，其自有品牌商品
在上年度已销售过亿。

“59家中小商企=超 600
亿元采购规模”，这对国内任一
消费品制造商都是诱惑。而
这，更是这群“小个子”商企集
群召唤全国自有品牌大会的底
气所在。

这一中国零售业“聚沙成
塔、蚂蚁成军”的经典案例，获得
了郭戈平的高度评价，“蚂蚁商
联针就自有品牌模式的探索与
实战，在国内零售业处于领先地
位。有力推动了中连协成员企
业对该领域的学习与进步”。

被电商“啃”到刺痛
自有品牌价值被重新发现

自有品牌在当下的中国零
售业发展有多迅猛？

在当日峰会上，郭戈平
介绍，2019年，中国超市连
锁百强销售商品的总规模
约9792亿元。其中，自有
品 牌 商 品 销 售 占 比 约
4.1%。尤其是年销售超百
亿的超市企业，自有品牌商
品 销 售 占 比 已 提 高 至
6.1%，外资超市中占比提
高至11%。

这一趋势同样被全球
知名商业机构AC尼尔森
所关注。9月18日，尼尔森
发布的《自有品牌市场洞察
报告》称，自有品牌在中国
零售市场销售占比仍旧偏
低。但根据近年来监测数
据综合来看，自有品牌正在
中国市场呈现波动态势。
中国消费者对于自有品牌
有较高的购买渗透率（商超
购物者约71%，便利店购物
者约64%），这成为自有品
牌发展的充分条件。

但需要说明的是，自有
品牌战略是地道舶来品，过
往20年在国内零售业经历
了一段U字形蛰伏。

2000年前后，自有品
牌模式被沃尔玛、家乐福、
乐购、SPAR、IGA等跨国商
企或合作组织引入国内。

“宜家不造椅子却卖宜家牌
椅子；家乐福不产电池却卖
家乐福牌电池”，这成为国
内商企纷纷效仿的样本。

此后十年，国内商企对
自有品牌的驾驭未有多大
建树。相反，它成了部分商
企实施价格战的“炮灰”，以
低价低质而深受市场诟
病，甚至连家乐福等外资超
市也都放下了既有优势，专
心致志圈地开店。

原 因 直 观 且 清 晰 ：
2013年之前，实体商企是
零售市场的绝对霸主，它们

跑马圈地、“坐食”割据市场红
利。彼时，自有品牌这门零售业
的“选修课”，由于其存在相对高
阶且复杂的专业技术壁垒和数
据库需求，这与国内商企擅长的

“二房东”模式相悖，自然不受待
见。

2013年后，电商群雄崛起，
实体商企的供应链、商品货源、
营销套路被电商学了个“干净”，
国内网购消费爆炸，实体商企被
逼另谋生路。于是，自有品牌战
略再被各类商企捡起。

2015年，国内零售企业纷纷
重拾自有品牌战刀，以求解决与
电商平台竞争的商品结构差异
化、价格控制力和利润。

但这绝非一蹴而。很多商
企决定重新启动自有品牌战略
时，仍有诸多担心。如省内某知
名超市高管回忆称，压根不会，
完全是被逼的。在快消品领域，
电商与实体商家的竞争差别不
是采购成本，而是引流方式与补
贴套路。“同样是卖洗发水，实体
超市卖一瓶、挣一瓶的利润，电
商却靠做补贴、送券消费，引导
顾客去买服装、家电、纺织品等
高毛利商品。于是，这场竞争的
初始点就不是公平的。”

能驾驭自有品牌战略的国
内商企，又获得了什么？

来自蚂蚁商联的“2019年度
机构运营报告”披露，其自有品牌
商品经营的毛利润率在35%~
45%。而超市企业由传统渠道采
购快消品的经营毛利润率约10%
~15%。不难发现，自有品牌商品
的利润率是常规商品的2倍以上。

自有品牌VS大品牌
拼的是大数据后台资源

本届自有品牌大会折射出
了中国商企哪些新动作和新趋
势？

这从现场展出的商品一目
了然：从炒勺、炒锅、油盐酱醋到
火锅底料，从爆米花、辣条、风干
牛肉到进口生鲜及水产，从拖
鞋、抽纸、护肤品到安全套……
总之，中国商企在自有品牌商品
开发的维度、尺度和想象力，打
破了常人的想象空间。

不过，相较欧洲、美国等发
达国家市场，国内零售市场实践
自有品牌战略的综合时间毕竟
较短。如尼尔森在其报告中称，
当前，自有品牌在欧洲快消品市
场的销售额份额已超过30%，在
北美市场亦接近 20%。2019
年，中国商企驾驭的自有品牌已
在大踏步地前进，但在快消品消
费大盘中的占比仅为1.1%。

“基于自身企业的品牌商
誉，中国商企说服消费者深入接
受自有品牌商品，需要时间，更
需要智慧。”尼尔森对中国商企

实施自有品牌战略的长短板，
研究得颇为透彻。短板，是中
国商企需解决实战时间、技术
资源与供应链禀赋的积累，如
商品设计、买手团队、对消费
预判、质量品控等；长板，则是
中国发达、完备且丰富的制造
产业链，为零售商寻找自有品
牌合作厂商提供了便利与价
格优势。同时，国内迅速扩张
的小型厂商与品牌，代表着中
国市场对于小众多元品牌的
接纳，这为自有品牌在中国的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那么问题来了，自有品牌
何以与修炼成熟的行业大牌
相抗争呢？

在江苏创纪云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叶为民看来，
商企创造自有品牌体系，是为
了创造性解决消费者的商品

“痛点”。中国幅员辽阔，消费
地区差异与个性化需求差异
尤其明显，相比大型制造商，
零售商深耕市场与消费者实
时互动，对区域市场消费者需
求的理解更为透彻。因此，基
于局部消费者需求创造出的
个性化产品，是零售商与制造
商产生自有品牌合作的基础。

叶为民分析，中国商企开
启自有品牌战略共经历了三个
发展时期。在1.0时期，是低价
低质，偏重于价格战；2.0时期，
是找到核心用户，提供与其消
费所匹配的解决方案或服务方
案。在即将跨入的3.0时期，商
企是建立独有文化IP与品牌
生态圈，以开放的方式吸纳更
多合作伙伴加入。“与大品牌商
品竞争，零售企业最核心的资
源禀赋不是门店，而是消费数
据。借力于中国大数据产业的
蓬勃，像小米一样营造品牌IP
和消费价值，构建了一个完整
的生态圈。”

此言不虚。打通、聚拢蚂
蚁商联数据资源，使之形成数
字化工具，正是吴金宏在过往
三年不断解决的挑战。如他
介绍，目前，商联内部打通数
据的成员企业为30家，仍有
成员数据安全性存疑。

他的想法是，通过大数据
分析为成员企业在零售经
营和商品采购、开发上提供数
据支持；通过大数据的技术运
用，为成员企业在零售各个环
节上提供技术支持；以蚂蚁大
数据为基础，打造属于蚂蚁商
联营销工具、客户管理、商品
流通的集中式共享系统解决
方案。“没有数据互通，商联就
是个粗放的商品联合采购组
织。有了数据资源互通，蚂蚁
商联才能真正驾驭自有品牌
商品开发，才是真正意义的中
国版自愿连锁组织。”

59家零售企业涉4000多家门店，在郑州零供对接

中小商企加持自有品牌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杨霄 实习生 董芳芳 刘鑫 文 记者 马腾飞 摄影

借自有品牌战略与抱团发展，中国零售业的“小个子”选手已成势，打出一轮逆袭的小高潮。
10月17日，在郑州举行的2020第四届全国自有品牌大会暨蚂蚁商业联盟年会（以下简称自有品牌大会），是由蚂蚁商联主办。

该机构的实质，是59家中小商企所组成的联合采购体，涉及国内28个省（市、区）、4000多家门店。接连3日，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展
厅与论坛现场人流如织，以中粮系为代表的国内制造商、品牌商及硬件服务商，与数十家商企的买手紧密切磋、互动，相当热闹。

这群“小个子”选手的自有品牌战略，究竟玩出了何种花样？他们又靠什么黏合在一起，成为国内零售业的新势力？

年采购规模超600亿
零供两端在郑州深度拥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