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壮壮和她的健康档案

话新鲜
享创新
逆增长

近几年，
中国乳制品

行业发展迅速，新
老企业竞争激烈。随着

“十三五”规划的开展实
行，经历了困难和瓶颈的乳企，

开始向转型阶段过渡，而高品质鲜
奶成为中国乳企新的发展方向和新的

增长点。在“十三五”规划开年的关键一年
里，由中国奶业协会主办，本土龙头企业新希望

乳业承办的第四届“中国好鲜奶”新鲜盛典暨高峰论
坛将于2016年4月12日在成都举行。
“中国好鲜奶”新鲜盛典作为全国城市乳企每年的盛会，

必将掀起整个乳制品行业及社会对于鲜奶品类的关注。借此机
会，我们将在此次盛会前，与市民朋友一起共话新鲜，了解现代鲜奶生

产企业的产业创新模式，揭秘新鲜生产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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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买宜家
进入倒计时

19年19家店 宜家中国“第一”员工说宜家龟速扩张之路

总有话说
当很多个“第一”同时叠加到朱昌来身

上时，让人不得不肃然起敬，而见到她本人
却只是那个一身干练职业装，随时面带微笑
的可亲的宜家人。3月24日上午，宜家在中国
的第19家店——宜家成华商场正式开业，这
位宜家“第一”员工接受了成都商报的专访，
聊起了宜家的19年“龟速”扩张之路。

成都商报记者 钟洁

1996年宜家进入中国首店落户上海，她是宜家在中国招聘的第一名本地员工

2003年，她成为宜家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店长
现在她已经成为宜家在中国区的NO.1——第一位中国籍零售业务总裁

成都商报：落户10年，成都才开了第二家店，宜家的
开店速度是不是太慢了？

朱昌来：2016年是宜家进入中国内地的第19个年头，
加上上周宜家成华商场的正式开业，宜家在19年里只开出
19家门店；而对于成都而言，更是在相隔10年后才迎来了
位于城北的宜家成华商场，与城南的高新商场隔空相望。
成都人认为宜家的第二家商场来得太慢了，都在问宜家的
发展是不是太“龟速”？

坦率地说，此前的“慢”是为了熟悉中国市场。从2012年
起，宜家就开始“加速跑”，在华的开店速度变为一年3家，对二
线城市的市场发掘正在深入。1998年，宜家在内地开出第一家
店；从此时起到2011年，开店速度平均为每年1家；从2012年开
始略为加速，每年开3家店。宜家中国的加速拓展，虽然看起来
仍然比较慢，但对于全部自行买地、兴建，并且单店面积在3.5
万平方米以上的宜家来说，已经算得上是“狂飙猛进”了。

成都商报：为什么与国外的宜家相比，中国的
商场都要更大一些，新开的成华商场更是拥有660
个就餐位的超级大餐厅，这是宜家的中国特色吗？

朱昌来：的确，成华商场的餐厅比高新商场
大了很多，660个就餐位可以满足更多顾客的用
餐需要。宜家在中国市场的餐厅面积远远大于欧
美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宜家全球最大的110个商
场里，中国占了8个。

据我们统计，2015财年，宜家中国餐厅销售了
600万份经典的瑞典肉丸和1200万支冰淇淋，接待
了3100万位顾客。这意味着，每年来宜家商场的消
费者中，有将近一半的人会在宜家餐厅消费。宜家
中国显然觉得这还不够。去年11月（2016财年的第
三个月），宜家对所有商场里的餐厅做了又一次改
造，增设了为大量人流准备的自助餐盘回收带，并
为新开设的商场留出100~200个餐厅座位。宜家甚
至像重视家居的本地化解决方案一样，开始为餐
厅的消费者在瑞典食物之外提供本地菜。在中国，
宜家餐厅正开始分华东、中西部地区、华南、北部
地区提供特色菜品，在成都能吃到钵钵鸡、辣子
鸡、干锅排骨，甚至还有夏天的烧烤大餐，这些都
使宜家的餐厅更具成都味儿。

成都商报：备受业界
关注的“宜家+购物中心”
的宜家蔡聚购物中心是
宜家的全新商业模式么？
什么时候能开到成都来？

成都商报：我们好久可以在网上直接下
单购买宜家的产品？

朱昌来：在互联网购物习惯的冲击下，粉
丝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什么时候可以在网上购
买宜家的产品。现在我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
宜家的电商已经进入倒计时。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早在2008年，宜家创
始人英格瓦就驳回了一份开创网络家居销售
渠道的提议，他认为网上可以做卖买，但会减
少到店的客人，降低客人对家居用品的购物
体验。宜家中国在2015财年有非常精彩的表
现，销售增长超过18%，同比市场销售增长
10%，从而达到创纪录的105亿人民币销售
额，而这些优绩的数据并不依靠电商。但是电
子商务的巨大浪潮，也将给宜家带来一场巨
变，全球同步的宜家很看好中国市场，也希望
可以通过多渠道，如线上线下结合，带给消费
者更多的体验。电子商务也是我们在紧锣密
鼓筹备中的项目，并且看好中国在电子商务
方面的前途，但为了消费者获得更好的体
验，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朱昌来：2014年，宜家集团在无锡开
了首家宜家购物中心——无锡蔡聚·云林
和，这是宜家在中国开出的首个商业综合
体。虽然宜家集团一直低调，但相继在北
京、武汉等地开出的“荟聚购物中心”都吸
引了业界的强烈关注。宜家购物中心是宜
家集团打造的商业地产项目，是由宜家家
居和其他零售合作伙伴共同打造的商圈，
在购物中心里也能感受到与宜家家居一
样的色彩、欢乐、舒适、随意和亲近。“宜家
家居+购物中心”的商业模式将带来1+
1＞2的人群聚集效应，宜家家居为宜家购
物中心吸引远程客流，宜家购物中心则为
宜家家居带来100％的客流增长，两者互
利互补。对消费者来说，则享受到更方便
更舒适的购物体验。

如果说在北京、武汉、无锡的宜家购
物中心只是市场测试的话，那么接下来
的几年里，宜家购物中心有望在中国全
面开花结果，西部第一店开在哪儿？秘密
即将揭晓。

壮壮是一头春节后出生在新希望
洪雅牧场的荷斯坦奶牛，虽然一出生
她就有了一串数字编码和唯一的二维
码来认定身份，但是牧场小张还是给
她取了个阳刚味十足的名字。“壮壮是
我工作以来接生的第 100 头小牛，所
以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小张抚摸着
壮壮的头笑着说。

一级牧场带来一级奶源

从畜牧专业毕业后小张就来到了
新希望乳业位于全国百强生态县洪雅
县的自有牧场。小张的家在农村，早些
年，村里也有散户养奶牛，挤了牛奶送
到奶企去。“但散养的牛奶品质确实得
不到保证，和现代化的牧场根本无法
相比。”小张介绍说，自己工作的示范
牧场在2006年就通过GAP一级认证，
是最早一批通过认证的牧场。GAP是
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国家良好
农业规范）的缩写，通过这个认证可不
简单，需要应用现代农业知识，科学规
范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在保证农产
品质量安全的同时，促进环境、经济和
社会可持续发展。

通过认证难，保持认证水平更难。

牧场的各环节每年都要接受北京华思
联认证专家的复评，认证专家现场检
查时都对示范牧场自推广 GAP 认证
以来的变化提出了高度的赞赏。2011
年9月示范牧场还通过国家级标准化
示范奶牛场的验收工作；2012年元月
被国家相关部门正式授予“国家级标
准化示范奶牛场”称号，并挂牌。说起
这些小张特别自豪。

牧场创新拥抱“互联网+”

“有了条件、技术都这么好的牧
场，奶牛们的生活都很惬意。”除了照
顾新出生的小奶牛，小张近期的工作
还增添了新内容——给壮壮这样的小
奶牛建立健康档案，这是牧场的创新
举措。“奶牛的一举一动、工人的每一
项工作都可追溯！”新希望生态牧业有
限公司的焦博士在谈到牧场的创新时
激动地说，目前牧场正在使用的“牧场
智能化管理平台”就为牧场管理提供
了“互联网+”的范本。

据焦博士介绍，这套智能化管理
平台全面涵盖了牧场管理的方方面
面，从饲养、繁殖、兽医、产奶信息到
健康档案，将每一头奶牛的日常都记

录在案。“通过这个平台，你可以知道
牧场内的任何一头奶牛每天吃的什
么饲料、什么时候配种、什么时候生
产、什么时候被哪位工人接种了什么
疫苗、什么时候产了多少奶，甚至包
括某一阶段的体重和健康状况。”焦
博士表示有了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智
能化管理平台，不仅大大提高了牧场
的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为生产考核
提供依据，更重要的是为消费者提供
了更有质量、可追溯的优质奶源，这
也是新希望乳业在创新牧场方面不
断努力的成果。

2014年，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
好就曾“高调”描绘了通过“互联网养
牛”让消费者成为“都市牧场主”的愿
景。2014 年 11 月下旬，随着在澳洲建
立首个万头奶牛牧场项目的推进，新
希望乳业宣布推出第二代产品“云牧
场-澳大利亚”，并开启全球产业布局
和产品升级。“用移动互联去改变传统
乳业，这就是创新。”新希望乳业控股
总裁席刚也表示，希望通过运用现代
的传播技术，把传统行业更好地与现
在的社会人文融合，让乳业销售更加
轻松幽默地和消费者一起玩耍，而不
是简单的乳品买卖。 （李晶）

瑞典王国驻中国大使
罗睿德先生讲话

受法院委托， 本公司将于 2016年 4月 15日 10：00起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以网络竞价方式公开
举行拍卖会。现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1、成都市新津县五津镇武阳中路 121号武阳公寓 1栋 1单元
6层 1号住宅，建筑面积 131.01m2，参考价 36万元，保证金 3 万元。 2、成都市新津县邓双镇芝芝路
56号芝芝城市花园 15栋 5单元 2层 3号住宅，建筑面积 121.42m2。 参考价 28万元，保证金 3万元。
3、川 AM1662重型半挂牵引车、川 A6604挂重型仓栅式半挂车。 参考价 9.68万元，保证金 1万元。

二、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标的 1、2在标的现场展示；标的 3在在双流县彭镇柑梓树
汇茗轩茶楼展示。 三、竞买登记手续的办理:竞买人应于 2016年 4月 14日 16:00前（以到账为准）将
保证金交至法院指定账户，并于同日 17:00前凭有效证件及保证金收据到成都市高新区天泰路 120号
交易所大厦 1楼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竞买报名手续。 四、特别说明:1、标的按现状拍卖，拍卖标的
瑕疵由竞买人自行考察、了解，拍卖人及委托法院不承担标的瑕疵担保责任。 2、标的涉及的所有欠交
税、费、产权过户涉及的买卖双方相关税、费等其他费用以及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并
办理。3、其他涉及标的当事人和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于拍卖日到现场。如有意
购买上述标的，须按上述规定交纳保证金，办理竞买报名手续，并于拍卖当日参加竞买，否则视为弃权。

本公告可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及 www.swuee.com查询。
公司地址： 成都市武侯区高升桥路 9 号罗浮广场 708 室 联系电话：028-85065567��

15982086639黄女士 交易所联系电话：028-69863183�陈老师 法院监督电话：028-82556038��
82651803������工商监督电话：028-86523456������������四川旗标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 3月 31日

拍卖公告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85559418专修移空调87772265

便民服务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搬家公司
●玉龙87326666低价86259642优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张师傅搬家160元起85254162

二手货交换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高价收二手物资13980534602

二手车买卖
●单位急购2台货车13088071080

律师服务

工商行业咨询
●帐税审计工商13308040907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 事

●郭小鹿残疾证2002917号遗失
●双流县绿色避风塘甜品店税务
登记证副本（510122198301190� �
04801）遗失作废

●成都市武侯区五味香快餐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10107�
3212959)、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510781197508317235)、发票领购
本、公章、财务章遗失作废
●成都市海安劳保用品有限责任
公司发票领购簿遗失 (税号：
510124740338429),声明作废
●金牛区鑫力量金属材料经营部
营业执照正副本 (510106601333�
565)及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10241
97810224529)遗失作废

房屋租售
●火车南站英联国际520平精装
咖啡厅招租15828569252

●商用楼3580元/平13551086301
●二楼商用房850平13547935630

酒楼·茶楼转让
●市中心宾馆转让13882145972
●转东门1千平茶楼18628135377

餐馆转让
●一品大街火锅550租83401298
●精装商务快餐转18682550208
●200平火锅转通气13258133699
●温江黄金地段650平火锅天然气
低租金急转13981734599

店 铺
●九里堤商铺出租13320987039
●转南门美容院13398178698

厂房租售
●温江海峡科技园厂房3000-5000
平出租水电齐13076000278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东三环汽修4千平13096373365
●双流食品厂转让18030721618

招 商

●8千人优质办学场地合作或招

租，电话：13980632817

●南延线尾苗圃转13908022252

互联网时代下的创新牧场

宜家成都成华商场餐厅

宜家中国零售总裁朱昌来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