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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人业绩助推品牌价值提升

2014 年 12 月份，对于省副食而
言注定是收获的季节:省副食在 2014
年度茅台经销商大会上赢得“优秀经
销商奖”和“茅台王子酒市场建设奖
冠军”两项大奖；2014年度五粮液经
销商大会上，摘得 2014 年度五粮液
集团颁出的年度最高奖——“杰出经
销商奖”；并蝉联剑南春酒厂 2014年
度颁发优秀经销商奖和汾酒集团颁
发的2014年度精诚合作奖……

其 中 ，省 副 食 摘 得 的 第 一 个
大奖是茅台酒厂颁发的最高荣誉
奖——2014 优秀经销商奖。据了
解，这个奖项全国一共有 11 个，由
此足见其分量之重。另一个奖项
是，2014 年茅台王子酒市场建设奖
冠军。也就是说，在全国众多经销
商队伍中，省副食在茅台王子酒的
销售上拔得头筹。

对于酒业市场来说，2014 年是
一个极不平凡的一年，行业深度调
整，消费能力下降，市场竞争残酷，
许多酒业经营者陷入迷茫。然而，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省副食却
独辟蹊径，发挥优势，沉着应战，再
创辉煌。2014 年，省副食整体销售
收入与 2013 年同比增长了 41.08%，

并在 2014 年实现了单月销售超亿
元的可喜成绩，成了 2014 年酒业市
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据省副食总经办负责人介绍，
酒的考核年度一般是从当年的 3 月
初到第二年的 2 月底为一个完整年
份，因此有些酒企习惯把颁奖时间
放在成都举行的春季糖酒会上。到
那时，省副食拿到的奖项将会更多。

在如此形势下，取得如此骄人的
成绩。这样看来，省副食能获得那么
多荣誉，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了。

就连王庆云本人也感慨地说，
在酒业市场普遍遇冷的大环境下，
省副食能取得这样的业绩、荣誉和
地位，确实很难得。

正是由于省副食 60 年的务实
发 展 ，在 2014 年 9 月 份 举 行 的

“2014 华樽杯第六届中国酒类品牌
价值评议”中，省副食品牌价值达
25.59 亿元，在全国酒类流通行业中
获得第六名，并再次蝉联河南酒类
流通行业品牌价值第一名，并且被
评为中国酒商快速成长型企业。

加快调整发挥优势抓机遇

2014 年，酒业市场进入深度调
整期，许多酒业人士叫苦不迭，丧
失信心的有，关门转行的也有。同

样的市场环境，省副食销售收入不
仅没有下降，反而呈现逆势上升的
可喜局面，令人刮目相看。

在省副食 2014 年年初举行的
股东大会上，王庆云就带领大家认
真分析了市场形势，认为在高风险
的市场大局中，有困难，有挑战，但
也有机遇并存。

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了省副食
独有的企业优势：首先是自身具备
抗风险的能力和实力；其次是与诸
多酒厂建立了几十年风雨同舟的
良好合作关系；第三是省副食“酒
真价实”的经营理念有口皆碑；最
后一点是锻炼和成长起了一大批
骨干，这就是省副食的财富。

在此基础上，省副食也明确了
2014 年的发展思路：以高端名酒销
售为主，增加大众酒的引进、开发、
经营；以优势资源扩大合作，调整
原来与厂家的纯粹经销商关系为
同呼吸共命运的合作共赢关系，将
市场做深做细。

2014 年，省副食在做好茅、五、
剑、泸、汾、洋等名酒的基础上，为了
更贴近老百姓，他们及时调整产品
策略，制定了有竞争力的价格体系，
新增加了一些价位低但保证质量的
大众酒产品，比如新增的鸭溪窖酒
就实现了大众酒的良好开局，还有
茅台王子酒、泸州头曲、银剑南酒和
喜结缘酒等大众产品，紧扣市场价
位，都取得了较好的销售效果。

王庆云说，2014 年是酒业市场
充满变局的一年，困难是一定有的，
但省副食坚持发挥资源优势，稳扎
稳打，创新发展，依靠规范化、标准
化管理，充分发挥团队的力量，在困
境中展现新实力，寻求新机遇，并最
终取得了良好的收获。

创新发展赢得市场新突破

2013 年，省副食迈出了名酒连
锁品牌豫副酒源的扩张步伐，为了
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市场地位，2014
年被省副食确立为平台建设年。
而在平台建设上的创新发展，在市
场拓展中的创新经营，成为省副食
赢得市场新突破的动力源泉。

李莉介绍，2014 年是酒业深度

调整期，有困难就有挑战，有挑战就
有机遇。在“同心、同向、共赢、共
享”理念的指引下，省副食迎难而
上，勇于拓展市场，加强了员工队伍
的建设，增加了店面平台数量，并且
不惜重金与咨询公司合作。

为了更好地打造豫副酒源这
个新的连锁平台，省副食与深圳逸
马咨询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让
他们用专业的眼光对豫副酒源的
品牌建设、发展规划等全面进行系
统化规划和梳理。

豫副酒源培训学院的成立也
是一大创举。据李莉介绍，2014 年
是省副食培训力度最大的一年，为
了提升员工素质和工作技能，他们
不仅频繁组织部门经理以上的员
工到高校参与企业管理总裁班的
培训学习，还利用豫副酒源培训学
校对全体员工进行培训。

与此同时，省副食为了平台建
设更完善，还为一些重要岗位引进
了大量中高端人才，目前已经在相
关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豫副酒源这个连锁平台得以
完善和巩固的同时，省副食在商超渠
道建设方面也有较大投入。据悉，今
年省副食商超渠道的销售已经取得
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和突破。同时全
新发展的豫副茶缘也将会为拓展省
副食的销售渠道发挥关键作用。

还有，省副食在 2014 年还积极
与地产社团、餐饮社团等组织联
姻，用创新的思维谋发展，并最终
实现了多方共赢的良好效果。

周到服务提升核心竞争力

说到 2014 年的市场竞争，李莉
用了这样两个词语来形容：“惨烈”、

“拼刺刀”。但是，省副食的全体员
工对未来更加充满了希望，服务更
好了，顾客的满意度也更高了。

通过系统的培训，销售人员对
顾客的服务更规范更专业更到位
了，积极、细致、周到、认真成了员工
们追求的服务目标。比如在省副食
今年重点开拓的喜庆用酒市场，销
售人员不仅仅是停留在把酒卖出去
的简单初级服务，而是服务到喜庆
活动的现场，跟踪服务到餐桌。

“打造半小时黄金购酒圈”是省
副食追求的服务目标，目的是竭诚
为消费者提供“方便、快捷”的购酒
服务。随着豫副酒源连锁店数量的
不断增多，顾客在下单后半个小时
之内喝到酒也就自然变成了现实。

服务无止境。随着市场竞争
的进一步加剧及消费者需求的多
样化，服务必将成为未来争夺市场
份额的核心竞争力。谁的服务周
到，谁就拥有更多的客户群体。对
此，省副食全体员工已深谙此理。

市场就是战场。前方市场打
拼固然重要，但后方的物资供给服
务也不可忽视。企业能为员工提
供贴心服务，也是提升士气和信心
的重要保障。

据介绍，凡员工遇到婚丧嫁娶及
生病等重大事情，省副食都会送上慰
问金、抚恤金，不仅减轻员工的负担，
而且增强了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同时，他们还给员工过集体生
日，让员工之间的氛围更加和谐与融
洽。在这方面，省副食已经形成了一
种传统，并将一直坚持下去。

务实口碑赢得消费者信赖

成立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省副
食，肩负着保障食品安全供给的重
任。尤其是 2005 年改制以后，以名
酒经营为主业的省副食发展速度
更加迅猛，步伐更加稳健，现已成

为河南省糖酒行业规模最大、信誉
最高、实力最强的龙头企业之一，
茅台、五粮液、剑南春、泸州老窖等
名酒的单项销售均居全国同行前
列，销售网络遍布全省。

企业实力和美誉决定影响力，企
业获了大奖，企业员工自然喜上眉
梢。当一系列奖项到省副食以后，公
司上下都兴奋不已，干劲倍增。

省副食一位总经办职员表示，
虽然省副食年年都能捧回好多荣
誉，但大家对这些荣誉仍然非常珍
惜，毕竟这些荣誉的取得是来之不
易的。而每当将获得荣誉的消息公
布给大家以后，大家都非常高兴，感
觉自己付出的劳动是值得的。

不仅如此，一些忠实消费者闻听
省副食获奖的消息后，也表现出了自
己的喜悦之情。“因工作需要，没少在
省副食买酒。我现在是省副食的银
卡客户，他们获奖越多，说明他们越
值得信赖，我也对他们越有信心。下
一步，我要努力升级为他们的金卡客
户。”市民秦先生语重心长地说。

老郑州人邢先生说，他一直关
注着省副食的发展，省副食已经有
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每
走一步都非常坚实，是一个很值得
人尊重的企业。他们为啥能做到
这一步，很值得媒体好好研究研
究。“现在他们又开了豫副酒源名
酒连锁，更加方便了消费者，我感
觉很有前途。”邢先生说。

逆 势 飞 扬 一 路 向 前
——河南省副食品有限公司 2014 年创新发展侧记（一）

本报记者 申明贵

1 月 22 日，河南省副食
品有限公司（简称“省副食”）

“逆势飞扬 一路向前”新闻
媒体座谈会在省副食四楼会
议室举行，会上省副食董事
长兼总经理王庆云、副总经
理彭希安、副总经理兼河南
豫副酒源商贸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莉及副总经理兼豫副茶
缘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方
就公司 2014 年的经营发展
及逆势增长情况向省会的主
流新闻媒体作了工作通报。

2014 年，省副食整体销
售收入与 2013 年同比增长
了 41.08%，并实现了单月销
售超亿元的可喜成绩。同时
来自《河南日报》、《大河报》、
河南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也就
省副食在 2014 年逆势取得
的不俗成绩谈了自己的看
法，并且都对省副食、豫副酒
源、豫副茶缘等未来的发展
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会议气
氛热烈，大家畅所欲言，纷纷
表示对 2015 年省副食给予
厚望，祝愿再创佳绩。

核心提示

2014 年度国酒茅台全国经销商大会上，董事长王庆云作为全国经
销商代表，与茅台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刘自力签订合同后亲切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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