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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想你与百草味的深度合作，迎合

了新的市场环境的需求，然而这两家企

业的创业基因，创始人共同的食品情怀，

亦是其能够互通融合的前提。

好想你创立于1992年，2011年成功

上市，用20年的时间从一个小工厂变成

如今的集团公司。

好想你创始人石聚彬的个人经历也

颇为传奇，媒体喜欢用“红枣司令”来称

呼他。他当过村主任，做过各式各样的

工作，最终还是回归于“枣”，用人生最好

的年华打造了“一颗枣的传奇”，并将它

带到全国，甚至国外。

百草味与好想你有相似却又不同之

处。

百草味创始人蔡红亮当过电器维修

学徒，做过工人，开过便利店，于2003年

创办“百草味”，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自己

的核心产品——零食、食品。2010年百

草味正式进驻天猫，开启了百草味向电

商的转型之路。2011年百草味的电商业

绩为0.23亿元，到了2015年超过15亿

元，2016年将超过25亿元，5年时间增长

了67倍。

两个同样经历曲折却又钟情于食

品的创业者，在市场环境巨变中依然

能走在行业前列，源于他们无论何时

何境对食品质量的坚持，对食品的情

怀、不断创新的智慧以及对市场风险

的把控。

如今，休闲食品由传统而粗糙的

“1.0~3.0”时代，进入了更加重视创意、服

务和互动的4.0时代，高级品牌化时代下

每家企业都在寻找新的利益增长点。作

为行业的引领者，好想你与百草味都敏

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

历经半年的磨合，他们快速整合自

己的优势，深度融合，眼光共同打量在休

闲零食的电商市场，一起探索食品4.0时

代零食的互联网营销新模式。

和人工草坪相比，天然草坪更柔软舒适，球员在踢球过程中也更容易找到“脚感”，但草坪

购进、后期维护都需要高昂的费用，一个标准天然草坪足球场投资至少需要上百万元。目前我

省的国际标准天然草坪足球场屈指可数，其中两个竟然“藏身”于黄河北岸原阳县韩董庄镇一

个名不见经传的“张大粟足球农庄”里！

在黄河滩区投资兴建如此“豪华”的足球场，农庄创建人——韩董庄镇拾区村土生土长的

滩区娃张团营是为了圆年少时心中的“足球梦想”：“我童年时没能接触现在最热爱的足球运

动，少了太多的人生乐趣，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我想让孩子们尤其是农村的孩子们，有机会享

受足球运动的快乐，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最终爱上足球运动和足球文化。”

8 月 18 日 ，好 想 你

“牵手”百草味在上海举

办“并购战略发布会”，并

斥资9.6亿资金，全面“触

电”电商平台，打通上下

游。

一个是传统食品企

业的领军者，一个是互联

网零食企业的佼佼者，好

想你不惜重金将百草味

纳入麾下，共同见证了

“中国零食电商并购第一

例”，也显示了两家企业

在未来全新的市场战略

中，提前谋划，深度融合，

共同备战的积极心态。

至此，好想你开启中

国零食黄金时代的新征

程，其布局的休闲零食电

商，将成为企业新的经济

增值点；百草味亦成为互

联网零食新一股，借好想

你的风帆，正式进入资本

市场。

好想你联姻百草味，不仅是业务和市

场的拓展，更打开了更大的格局。好想你

将从传统的红枣生产型企业成为大健康

大休闲平台型公司，这将是好想你发展史

上的重要战略转折点。

在此次发布会上，好想你和百草味共

同推出并购后协同合作的第一款产品“抱

抱果”，就是枣加核桃，枣来自好想你，核

桃来自百草味，寓意互帮互助，开启全新

的零食生态战略。

所谓新的零食生态战略，就是要打开

一个新局面，借助百草味的优秀团队和好

想你现有的资源，一起玩工厂模式，玩渠

道模式，玩互联网营销模式。“好想你+互

联网”，“百草味+资本”，一句话：就是“在

一起玩大的”。

怎么玩？石聚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要玩工厂模式，让好想你中国红枣城成为

行业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品质最优，成本

最低的生产平台，把供应链管理发挥到极

致。要玩渠道模式，升级专卖店，大力发展

电商渠道，营造购物场景，提升购物体验。

要玩互联网营销模式，运用互联网大数据，

刻画客户画像，经营粉丝经济，打造创意广

告，实时精准营销，倡导标准健康食养生活

方式，努力为消费者提供丰富品质、美味趣

味的产品体验。

而蔡红亮对未来百草味提出的产品

“短保”，用户定制再生产，以及高级品牌

化之路亦是双方在零食新生态战略中的

新战术。

“未来我们将搭建更广阔的平台，大

力引进人才，成立并购基金，不断挖掘中

国消费群投资机会，孵化更多更好的产业

项目。”石聚彬的目标是把好想你市值推

向百亿、千亿。

并购百草味只是开始，好想你的野心

亦不止于此。

关于“互联网+”时代，去年石聚彬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互联网是一个

信息传递或者是一个平台，各种信息通过

互联网，接受量大，传播量大。“我认为我

们的企业，是‘红枣+互联网’而不是‘互联

网+红枣’。”石聚彬说。

万变不离其宗，近年来在资本市场游

刃有余的好想你，依然坚持核心产品

“枣”，在做好自身产品的同时，今日并购

百草味为其增添了更多互联网的血液，明

日也将并购更多生命力旺盛的好项目。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颗枣的

野心，又开启了新的征程。

好想你与百草味创业以及产品理念

的相似，让其在互融时更加坚定，而除产

品品类之外的营销渠道和营销模式的不

同，却又让他们层层互补。

好想你定位健康高端，拥有成熟的消

费群体，而百草味作为互联网领先的食品

品牌，拥有一批年轻的消费群体。两者的

结合，将使企业真正拥有健康、时尚、快乐

的品牌内涵。

而双方差异化的产品品类亦形成鲜

明的优势互补。2016年，好想你提出了

“开创标准健康食养生活方式”的发展战

略，产品从纵向、横向两方面同时延伸，纵

向不断挖掘产品价值。战略协同后，好想

你将选择百草味16款产品进入好想你生

活家渠道，百草味也将选择好想你核心战

略产品红枣夹核桃、红枣脆片等16款产

品进入百草味的产品体系。

通过合作，两家产品在线上线下全面

打通，好想你在全国拥有1400余家门店，

及2200余家KA卖场，线下销售收入占

比近90%；百草味是互联网电商，拥有千

万线上注册会员，双方线上线下优势明

显，通过整合将形成线上线下的立体化融

合。

另外，在资源层面双方亦是相得益

彰。好想你中国红枣城已于今年3月落

成投产，其采购仓储、生产加工、物流配送

能力得到极大提升。百草味将在红枣城

建设3万立方米的生产和仓储物流中心，

可以充分利用好想你的产业链资源，节省

生产、物流等方面的成本，而好想你将能

更好地运用百草味的互联网基因、高效优

质的创业团队、线下物流配送能力等。

与此同时，我国休闲食品在电商行业

的市场发展空间巨大。数据显示，2015

年我国休闲食品零售市场规模近4000亿

元。假设电商渗透率达到20%~30%，我

国休闲食品电商规模将达到近1000亿

元。加上PC端、移动端网购市场渗透率

连年飙升，更是带动了电商零食交易的黄

金时代。而将“传统与创新”，“优质与别

致”，“资本与知本”等关键词深层互补的

两家企业，一定不会错过这样一个黄金时

代。

张团营的企业是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

多年的合作伙伴，“张大粟足球农庄”也引起

了河南建业的注意，决定联合河南奔跑之星

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把农庄支援建设成“原

阳县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训练基地”。

张团营告诉记者，9月份，他们将面向

原阳全县进行海选，按照U9和U11年龄

段，各自选出20~25个孩子组成球队，由

河南建业派出专业的少年队教练员，在足

球农庄定期进行教学和训练，发放河南建

业俱乐部足球训练装备，不收取任何训练

费用。

“在刚刚结束的奥运会上，我国包揽

乒乓金牌，跳水、举重频频折桂，女排姑娘

奋勇夺金……都让国人拍手称快！”张团

营说，反观我国的足球运动，却总难叫人

扬眉吐气，这跟足球运动的群众基础有很

大关系。

“我相信，通过在全县海选小球员，一

定能点燃原阳孩子对足球的热情，点燃他

们的足球梦想！”张团营说，农庄培训的小

球员，可以代表原阳县或者学生各自所在

学校参加各级比赛，将通过各种形式向社

会普及足球知识，吸引更多孩子认知足

球、参与足球。

张团营表示，等到时机成熟，足球农

庄会向新乡全市乃至全省海选足球小队

员，把农庄打造成足球人才的“成长摇

篮”，为河南、为国家培养储备优秀的足球

人才。

张团营，今年38岁，是韩董庄镇拾区

村土生土长的滩区娃。张团营很早就离

家到郑州打拼，经过近20年的辛苦努力，

终于有了自己的医疗机构和几家传媒公

司。事业成功之后，他便渴望给家乡做点

贡献。

去年夏天，张团营以高于市场几百元

的价格，流转了村北的59亩低产田，“高

价”雇用村里的贫困户经营管理，解决他

们的收入问题，同时准备发展现代农业，

给当地农民致富“趟路子”。

在家住了一个多月，张团营的眉头越

锁越紧，他发现村里放暑假的孩子“很无

聊”，听话点的大多在家看电视、打游戏，

调皮点的趁家长不注意偷偷去沟渠玩水，

邻村还有个孩子因此溺亡！

张团营说，现在农村经济发展很快，

乡亲们兜里都有了闲钱，可是农村体育设

施欠账越来越多，远远不能满足孩子们的

迫切需要：“我本人对此深有体会，童年时

没能接触我现在最热爱的足球运动，少了

太多的人生乐趣，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张团营认为，对农村孩子的“体育扶

贫”、“精神扶贫”，和让乡亲们多挣钱、早

致富同等重要。

为此，在农庄规划之初，张团营专门

辟出23亩作为足球场用地，并命名为“张

大粟足球农庄”。张团营说，足球场对远

近的孩子免费开放，外地的少年足球队在

此训练、比赛，仅收取少量食宿成本：“我

没想着要从球场挣钱，只是想让孩子们尤

其是农村的孩子们，有机会享受足球运动

的快乐，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最终爱上

足球运动和足球文化。”

今年6月25日，足球农庄正式开门，

目前已免费接纳了周边数百名农村孩子

参观体验，来自郑州、洛阳、天津等地的近

十个少年足球队都曾在农庄的球场上挥

洒激情。

过郑新黄河大桥往北不足5公里，在

韩董庄镇幸福渠畔的幸福路上西行约1

公里，路北赫然竖起一个8米高的白色三

角支架，上端顶着一个引人注目的硕大足

球造型——这里就是“张大粟足球农庄”。

8月27日下午，在位于农庄西北角的

标准11人制足球场上，两组少年分别身

着红、黄两色球衣，正在挥汗如雨地肆意

拼抢，场边挤满了热情的队友和观众，呐

喊助威与喝彩叫好声不绝于耳。

“在天然草坪上踢球，感觉真是太爽

了！”比赛结束后，踢进一球的9岁小球员

佳佳，兴奋地在地上打滚撒欢。佳佳说，

与人工草坪相比，天然草坪更柔软、更湿

滑，铲球时更是感觉舒服得“好像在滑

翔”。他觉得这也是他今天能进球的主要

原因。

带队的焦作立德少儿俱乐部教练张

楠说，他们已经在此训练一周了，这里的

条件在国内都属少见，要抓紧机会让孩子

们尽情享受足球的乐趣：“咱们河南也有

这样的‘豪华足球场’，实在是让我们足球

人太高兴了！”

目前，农庄有标准11人制、5人制两

个足球场。张团营告诉记者，两个足球场

采用的草皮，全部是从德国引进的国际球

场专用的高羊茅和早熟禾，仅草皮成本就

超过100万元，加上运动员盥洗室、休息

室等配套设施，足球场造价达到了200多

万元！

“草皮的光滑度和高度都有严格的标

准，每踢一场比赛，草坪就必须修养一周

左右，还要进行草皮修剪、施药施肥、打孔

疏松等后期维护，这些环节同样花销不

菲。”

张团营说，天然草坪足球场高昂的草

皮成本和后期维护费用，即使是“财大气

粗”的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也“招架不

住”，球员们平时都在人工草坪球场训练，

只有在大赛时才会使用。“从修建和使用

成本的角度来说，这两个足球场配得上

‘豪华’二字！”

未来会孵化更多好项目
转折与野心

开启零食电商的黄金时代
层层互补

相似的创业基因食品情怀
深度互融

原阳青年张团营家乡“体育扶贫”，在黄河滩区
兴建“豪华足球场”

□本报记者 马丙宇 赵同增 通讯员 李彦伟 文/图

张团营的足球梦

让孩子们享受足球乐趣
“豪华足球场”

和多挣钱、早致富同等重要
“体育扶贫”

打造足球人才的“成长摇篮”
未来梦想

在天然草坪上比赛，孩子们格外兴奋

好想你创始人石聚彬、百草味创始人蔡红亮“在一起玩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