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1 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

谈会在河南省驻马店市开幕，海内外近万客

商云集。该会除了开设“一带一路馆”，还专门

增设了中国贫困地区农产品展区。

此会由中国农业农村部、河南省政府主

办。主题为：“创新、绿色、开放、共赢”。联合国

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可持续农业机械化

中心项目官员，澳大利亚、西班牙、匈牙利、哥

伦比亚、哈萨克斯坦等 5 个国家的驻华使馆

农业官员出席会议，并参加国际交流活动。

在“中原粮仓”河南省举办的此会如今已

走过二十余载，今年更具规模与影响。承办方

驻马店市政府市长朱是西介绍，本届参会企

业近 5000 家。预计参会客商近 3 万人，其中

境外嘉宾 500 多人。

主办方称，今年的中国农谈会在丰富完

善原有活动的基础上，将举办农产品加工业

发展和品牌质量提升论坛。围绕让农产品加

工业强起来、农业品牌亮起来、农民富起来，

就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农业品

牌创建、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等内容，开展

研讨交流。

与往届不同的是，大会除了开设“一带一

路馆”，引进美国、法国、俄罗斯等 42 个国家

和港澳台地区 322 家企业参会参展。此会还

增设了新疆、云南、环京津等地区 28 个贫困

县农加工产品、扶贫成果展示及农产品推介

活动，助力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记者在展会现场注意到，参加产品专场

推介、产销对接活动的有河北省环京津 28
县、云南省迪庆州、怒江州、湖北省恩施州、湖

南省湘西州、新疆 4 地州、河南淅川县等贫困

地区代表及 100 多家采购商代表。

中国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加工局副局长潘

利兵在贫困地区产品推介活动上表示，举办

此次活动的目的是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为贫

困地区农产品及加工制品市场开拓助力加

油。 (董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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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晓霞

近日，全家 FamilyMart、德克士正式宣布

与全球热门手游《绝地求生：刺激战场》达成

年度官方合作，开创国内首例横跨零售、餐

饮、游戏多业态的全新合作模式。华润万家

也在中秋国庆节前，牵手腾讯及中华老字号

月饼品牌，将《天天爱消除》游戏中的 IP 形

象，用于双节营销以及月饼定制中。

全家新营销负责人王意文表示，此前全

家也与异业企业推出过 IP 合作，但这一次除

拉动销售外，更希望串联双方会员数据，把全

家会员的基础拉大，刺激会员消费，进一步提

高会员忠诚度。

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会员尤其是付费

会员的价值正日益受到重视。阿里在今年 8
月推全新“88VIP”会员体系，付费会员可享受

更多优惠和服务。今年 4 月，亚马逊首次公布

Prime 付费会员数量，全球用户已超 1 亿，A原
mazon Prime 会员的消费额超过非 Prime 用

户的 4.6 倍。

迎合年轻消费者
线下店牵手热门游戏

一个是国内便利店行业数一数二的品

牌，一个是西式快餐行业前三名企业，还有

一个是风靡全国的战术竞技手游……在整个

9 月份，名为“吃鸡兄弟连”的精彩大戏，将由

全家 FamilyMart、德克士、《绝地求生：刺激战

场》联合上映。活动首次串联线上线下资源，

并在全国 26 座城市的 75 家旗舰店、主题店

推出系列主题商品，全方位营造“吃鸡”氛围。

消费者除了在门店参与活动，还可在游戏内

完成任务领取全家、德克士限量版道具及优

惠券，享受游走于虚拟和现实的超凡体验。

据全家新营销负责人王意文介绍，活动

会邀请消费者一起执行任务，在全家通过购

买湃客咖啡、哈烧桶，德克士购买脆皮手枪

腿，或通过《绝地求生》完成游戏任务。“这次

除了设计优惠券，例如咖啡买一送一外，还有

很多限量虚拟游戏装备和实体游戏周边赠

品，双方各拿出好的资源一起把活动做有趣，

把市场做大，比单一品牌活动的吸引力高。”

借助热门手游创造的全新场景和优质产

品，全家 Family Mart 将进一步塑造全家在年

轻人心目中有趣、好玩的形象，提升品牌好感

度和新鲜感。德克士负责人也表示，作为备受

欢迎的脆皮炸鸡专家，德克士与《绝地求生：

刺激战场》天然具有场景的相似性。一说到

“吃鸡”，很多消费者自然容易联想到德克士。

华润万家是国内优秀的零售连锁企业集

团，《天天爱消除》是腾讯旗下的经典休闲益

智类手游。很难想到，两者会走在一起。而就

在眼下各大商场纷纷发力抢滩中秋国庆双节

旺季大促之际，华润万家一改以往风格，与腾

讯开展深度 IP 合作，并联合广州酒家、冠生

园、杏花楼、西安饭庄等中华老字号品牌，定

制圆萌讨喜的 IP 形象月饼，打造出既接地气

又清新可爱的中华老字号卖萌形象，打破年

轻人对中秋国庆及中华老字号品牌的传统刻

板印象，满足年轻消费者的情感诉求。

同时，华润万家还联合中华老字号月饼

品牌，为《天天爱消除》用户提供 IP 定制月饼

作为游戏奖品。目前，定制的中华老字号品牌

IP 形象月饼已经在华润万家广州、上海、杭

州、西安等城市大卖场陆续上架销售。

做大会员基础
比单纯拉动销售更重要

其实今年以来，全家已经先后与《热血街

舞团》和同道大叔推出过 IP 合作，并对销售

形成了有效拉动。此次与全球热门手游《绝地

求生：刺激战场》达成官方合作，王意文认为，

此举意义明显不同。“这是更深入的跨界跨业

合作，它进一步串联了双方会员数据，也推出

了共同的会员营销活动，规模比以前的合作

都大。”

据她介绍，此前的 IP 合作效果很好，但

合作主要反映在销售上，没有触动到复杂的

后台数据。而此次活动因为邀请双方消费者

共同完成任务，所以会联动到背后的消费者

行为。“以全家来说，我们希望这次的跨界营

销可以带动提升 10 个点的业绩，这对零售行

业来说非常不容易。但除了销售，我们也会评

估会员的经营状况，例如新会员的增加，会员

粘度的提高，消费金额的变化等。”

王意文表示，此次合作的三方会员由于都

很年轻，因此会有部分重合。但他们的圈子又

不完全一样，如全家大多是 90 后，而《绝地求

生》则多在 95后或 00后。“我们看到了双方会

员互补、相互扩充的可能性。”王意文表示，在

合作伙伴的选择上，全家不是从线上线下的角

度去思考，而是会考虑双方资源共同补充或增

强的可能性，以及技术和数据是否允许双方一

起拓展更大市场或更创新的合作。

随着电商的兴起，年轻人转到线上，线下

超市已被视为主妇或熟龄消费者的阵地。此

次，华润万家专门为《天天爱消除》用户提供

IP 定制月饼作为游戏奖品。很明显，也是希

望借跨界合作，将自己缺少的那部分客群资

源引流到门店。

付费会员贡献大
日益受重视

2014 年全家推出会员机制，两年后，又

推出付费的尊享会员。据王意文介绍，目前付

费会员消费贡献百分比每年都有两位数成

长。“我们希望会员都是有效的，而且常来消

费。”后台数据显示，这些付费会员除了消费

金额有稳定成长外，复购率也逐步提升。“尊

享会员的消费频次是一般消费者的 2 倍，你

就可理解付费会员的重要性了！”

今年的 8 月 8 日，阿里升级了会员系统，

根据淘气值的高低，只要支付 88 元或者 888
元就可成为 88VIP。而会员的权利不仅涉及

了淘宝、天猫，还涵盖了饿了么、优酷、虾米、

淘票票等板块，按照阿里的说法，这是有史以

来规模最大、覆盖最广，权益最丰富的一次系

统性升级。虽然要付费，但据阿里透露，88V
IP 发布后，以优酷为例，其会员数出现了猛

增。

甄会选是国内首家付费会员制电商，其

主力客群为 80 后至 95 后的经济美学家，有

鲜明的生活态度，愿意付费追求生活品质。据

甄会选总经理吕政璋介绍，从 2016 年上线以

来，甄会选的会员数和业绩年年翻倍成长。

其实，付费会员已风靡国际市场多年。

1976 年诞生的零售业大卖场 Costco 被看作

是会员制的先行者，付费订阅的流媒体视频

网站 Netflix 如今在全世界获得了 1 亿会员，

付费免广告的音频流媒体 Spotify 会员数长

期在业内排名第一。

亚马逊也把大量精力投注在吸引 Prim e
会员上。今年 4 月份，亚马逊在年度股东报告

中首次公布了其全球 AmazonPrime 会员用户

数目前超过 1 亿。Prime 会员服务收费标准最

初是 79 美元/年，不过后来由于物流成本上

涨等原因，上调至 99 美元/年或每月 12.99 美

元。“消费者情报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

Prime 用户一年在亚马逊的消费额是非

Prime 用户的 4.6 倍。此外，他们的忠诚度也

非常高，续费率高达 90%。Prime 用户已经名

副其实地成为亚马逊最重要的资产之一。

渊来源院南方都市报冤

跨界营销迎合年轻消费者
零售业盯上热门游戏

9 月 9 日，张家口市第二届旅游产业发

展大会闭幕式在张家口涿鹿县举行，来自国

家部委、省、市、县区各级政府部门领导，以

及参加冀台经贸洽谈会的来宾，约 400 人共

同出席了本次活动。本次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由中共张家口市委、张家口市人民政府主

办，大会通过深度整合张家口旅游资源，精

心打造旅游产品，积极创新旅游业态，全面

提升旅游服务，极大的带动了区域旅游的整

体升级。

闭幕式以“大好河山张家口—千古文明

涿鹿行”为主题，会上，张家口市委书记回建

向第三届张家口市旅游发展产业大会承办

县区授旗，张家口市委副书记、市长武卫东

致闭幕词并宣布第三届旅发大会启动，张家

口市委副书记刘宝岐主持闭幕式。期间，涿

鹿县委书记高薇致欢迎辞并对涿鹿旅游进

行了大力推介，全体与会嘉宾还共同观看了

大型交互式电影实景演出《涿水·鹿山》。

据了解，涿鹿县紧抓旅发大会这一绝佳

契机，不断推动全域旅游的发展。结合涿鹿

资源特色和产业定位，秉承“涿鹿故事开始

的地方”城市定位，依托“千古文明开涿鹿”

和“千里桑干富涿鹿”两张城市名片，成功打

造了桑干河旅游风景区、黄帝城低碳文旅小

镇、“轮胎王国”儿童主题乐园、涿鹿博物馆、

轩辕湖、黄帝城遗址等一系列具有深厚华夏

文化底蕴和特色的旅游景点。闭幕式期间，

与会领导和嘉宾们将到各景点实地观摩，现

场为景区把脉，并就未来发展提出宝贵建

议。

随着冬奥会的日益临近，涿鹿也将乘着

这次旅发大会的东风，树立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打造首都卫星

城、魅力新涿鹿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立体

交通体系和服务体系，让涿鹿成为华北重要

的中国传统文化研学旅游目的地和京西山

水田园生态康养度假区，持续为推动京津冀

协同发展增光添彩。 渊本报记者 王海亮冤

石墨球形、纤维粉碎、卷
材送料，多点发力

浙江力普多项粉碎技
术设备通过省级新产
品鉴定

日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粉碎

技术领航者———浙江力普粉碎设备有限

公司承担的多项省级新产品试制计划在

杭州通过省级新产品鉴定。这些新产品

技术均处国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它们

是 GCL 系列石墨粉碎球形化生产线、

GWM-1250 纤维粉碎磨、木浆纸卷材对

辊式送料机等。

GCL系列石墨粉碎球形化生产线自

主设计了一种由真空上料机、料仓和螺

旋输送机等组成石墨球化用加料系统，

可自动调节加料量，且料尘不会外溢；粉

碎球化系统由多套气流涡旋微粉机和涡

轮分级机组成，通过连续的粉碎、球形化

筛分，提高了分级精度和球化成品率；研

制的负压除尘回收系统，有效回收物料

和防止粉尘污染。

GWM-1250 纤维粉碎磨优化设计

了一种由上下两层刀片组成的转子，刀

片两端通过上中下三个刀盘固定，形成

了较多的交错排列的粉碎小室，促使物

料之间相互磨擦、撞击而粉碎（将纤维性

物料碎成细粉），提高了粉碎效率和产品

细度；产量比国内常用机械效率提高 5
倍以上，可达每小时 300耀500 公斤。

木浆纸卷材对辊式送料机自主设计

了可自动调节主从辊压力的对辊式卷材

送料结构，使木浆纸卷材送料均匀可靠，

省去了粗碎步骤，提高了粉碎效率。送料

机设有空气进口，使粉碎机进风顺利。

浙江力普咨询热线院13806745288
13606577969

传真院0575-83152666曰
力普网站院www.zjleap.com曰
E-mail:zjleap@163.Com

第十届湖南茶业
博览会开幕
构建千亿茶产业链

7 日，2018 第十届湖南茶业博览会在长

沙开幕，包括政府、企业、茶行业协会以及研

究机构等在内的数百人参加开幕式。

湖南产茶历史悠久，茶文化底蕴深厚，是

中国茶叶的重要产区。近年来，湖南高度重视

发展茶产业，相继出台了支持茶产业发展的

系列政策文件，大力推进茶叶“三品”提升、绿

色高质高效基地建设、清洁化生产线改造，逐

步构建起绿色、精细、高效的千亿茶产业链。

本届茶博会组委会副主任、湖南省农业

委员会副主任邹永霞介绍，本届茶博会共吸

引了全国 23 个省市区的 1500 多家茶叶企

业、数千名经销商以及数万种茶产品、茶文化

用品参展，囊括了众多知名品牌和名优产品，

创下历年规模之最。截至 2017 年底，该省茶

叶产量 19.7 万吨，茶叶综合产值达 713 亿元

人民币。

记者走进展厅发现，包括绿茶、红茶、黑

茶、白茶、青茶等各类茶叶产品琳琅满目，各

大茶商都将自己的主打产品摆在醒目位置。

据安化黑茶展区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其公

司是茶博会的常客，几乎从未缺席参展，黑茶

也被越来越多的普通观众所接受。

长沙市民刘伟夫妇一早就来到茶博会现

场，且两人都带着茶杯。“我们两个人其实是

因茶结缘，来逛茶博会不仅可以品尝很多新

鲜的茶，还能交到很多朋友，大家共同传播博

大精深的茶文化。”刘伟说。

宜章红茶是此次茶博会的重点推介茶。

据宜章县人民政府县长张润槐介绍，该县的

地势以山地丘陵为主，是生产优质茶叶的理

想环境。目前，该县的茶园面积为 6.2 万亩，

已带动 1.5 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正朝着上

规模、创品牌、出效益的方向迈进。

据了解，本届茶博会为期 4 天，除开幕式

外，还将举办莽山红茶推介会、茶君子文化高

峰论坛、《世界茶王》读者见面签售会、湖南中

茶系列产品发布会、中俄万里茶道歌舞表演

等十大主题活动。

本届茶博会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湖南

省供销合作总社、湖南省农业委员会等多家

单位联合主办，湖南省茶业协会、湖南省茶叶

学会等承办，旨在助推湖南千亿茶产业健康

快速发展。 (向一鹏 黄德开)

近日，苏宁易购发布了 2018 年半年度

报告。得益于线上线下的持续深度融合和与

地产商合作共赢的智慧零售大开发战略的

高速推进，上半年，苏宁易购实现商品销售

规模 1512.39 亿元(含税)，同比增长 44.5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03 亿

元。

不断提升的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背后，

离不开它抢眼的线下表现：截至 6 月 30 日，

苏宁易购各类自营及零售云加盟店面共计

5578 家，半年新增 1711 家；家电 3C 家居生

活专业店、直营店、红孩子可比门店销售收

入分别增长 5.26%、24.74%、49.08%。

8个月新开3000多家
5000家年度目标有望提前收关

据《中国商业联合会》发布的报告，上半

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9.4%，比去年同期增速放缓 1.0 个百分点。

其中，实体店零售同比增长 5.9%，比去年同

期回落 2.1 个百分点。

然而，就在消费品市场保持弱复苏态势

的语境下，苏宁智慧零售却如“开挂”一般，

逆势强劲增长。有分析称，在互联网红利早

已见顶的情况下，苏宁的高增长与其今年大

力推进的智慧零售大开发战略密不可分。

据苏宁官方的最新数据，截至 9 月 5

日，已实现新开各类门店 3000 多家，其中苏

宁小店 1400 多家(含收购迪亚天天 308 家)、
零售云店 1100 多家、直营店 400 多家、电器

店近 100 家、红孩子 30 多家，还有苏宁极

物、苏宁影城、苏宁体育等业态也得以在全

国不少城市布局。在短短 260 天时间里，一

张全国智慧零售版图已然勾勒出来。

在一至三线市场，苏宁易购广场、苏宁小

店、苏宁云店、苏宁极物、苏宁红孩子等业态

互为补充，打造多元服务场景，受到一致青

睐。以苏宁易购广场为例，818期间，西安苏宁

易购广场开业 3天，客流超过 15 万人次，同

比增长 1720%；南京徐庄苏宁易购广场开业 2
天客流超过 10万人次，同比增长 1022%。

而在四六线市场，苏宁易购直营店、零

售云店成为“流量收割利器”。根据财报，上

半年苏宁易购直营店新开 349 家，并引进母

婴、生活家居等商品，带动销售规模增长

24.74%。

截至 9 月 2 日，已新开 1146 家，覆盖全

国 27 个省，近 1000 个县镇。二季度末，零售

云整体销售规模突破 10 亿，比去年同期扩

大了 100 倍。同时，零售云还联合小米、创

维、美的等品牌打造县镇市场爆品，红米 S2
曾一度脱销。

加速落地线下，反哺线上

艾瑞《2018 年中国零售趋势半年报》指

出，线上线下融合是 2018 年中国零售业发

展的主流趋势，而双线融合的具体表现就在

于消费场景重构带来的消费体验升级和供

应链效率提升。

以苏宁小店为例，作为智慧零售线下场

景中最贴近用户的一环，苏宁小店深入全国

数以千计的居民社区，以生鲜为切入点，致

力打造成社区的“共享厨房”“共享冰箱”，满

足用户的一日三餐品质需求。同时，消费者

也可以在家中手机下单，享受 3 公里内最快

30 分钟极速配送，在空间、时间、心理上都成

为最贴近用户的线下业态。

“按照我们的设想，今后苏宁小店线上线

下销售比应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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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零售集团副总裁卞农称。生鲜、日用

是最能提升用户消费粘性的品类，而这也正

是苏宁小店、苏鲜生等业态落地 O2O服务，与

线上捆绑成为“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所在。

如今，随着智慧零售大开发战略的高速

推进，越来越多的线下业态与线上呼应，成

为“O2O 共同体”，半年报显示，2018 年上半

年苏宁易购实现线上平台商品交易规模为

883.22 亿元，同比增长 76.51%。苏宁的“两大

一小多专”各种业态，在被智慧零售赋能和

建构的同时，也在重塑智慧零售的线上线下

版图。 渊中新网冤

湖南茶博会开幕式现场。 向一鹏 摄

中国第 21 届中国农加工洽谈会各地展馆内，客
商涌动。

苏宁智慧零售大开发加速落地打造“双线共同体”

张家口市第二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闭幕式
在涿鹿隆重举行

第 21 届中国农加工
洽谈会河南开幕
力推贫困地区农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