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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反转恐待明年

随着渠道转型的深入，公司2014年业绩

能否实现反转，为市场所关注。 2014年一季

度，好想你营业收入三年来首次实现正增长，

同时，在销售费用同比增长99.09%，再创历

史新高的情况下， 净利仅有5.14%的同比下

滑。有迹象显示，好想你渠道转型的效果正在

慢慢显现， 好想你的业绩反转或许会超出市

场预期。

由于专卖店渠道占营收比重仍然较大，公

司2013年依然受到礼品市场滑坡的冲击，只

是凭借商超渠道和电商渠道分别高达

229.85%和128.34%的销售增长率，公司2013

年营业收入依然取得了1.28%的同比增长。 不

过， 公司销售费用同比增加了6486.83万元

（2013扣非后净利6273.93万元）， 加之对净

利贡献较大的专卖店占比下降， 公司2013年

扣非后净利同比下滑32.53%。

从2014年1-5月情况来看，礼品市场滑坡

比去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好想你部分专卖店仍

处于深度调整中。以好想你全国销售占比最大

的专卖店郑州市黄河路店为例， 今年1-5月，

其销售额同比下降了45.36%。 从单月情况来

看，相比于去年，前5个月销售曲线也更为平

滑。 “现在主要是礼盒装产品很不好卖，比如

说枣博士，现在卖得就较以前差多了。 虽然简

装卖得还不错，主推的即食枣上来之后卖得也

可以，但因客单量跟礼品装差距很大，这一块

现在还很难弥补礼品装下降的缺失。 ” 店长陈

蓓蕾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不过，从中国证券报记者在郑州调研的总

体情况来看，靠近商圈的几家专卖店，比如建

业路店，其1-5月份销售额与去年持平甚至略

有增长，受礼品市场滑坡的影响可能并没有想

象中那么大。而且，随着店面升级工作的进行，

部分专卖店单店盈利能力有望在一定程度上

得到提升。 公司2013年年报称， 截至2013年

末，公司已完成升级店面近200家，升级后店

面业绩提升5%-30%。 王文杰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我们去年升级店面的数量占总体店

面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0%， 今年计划达到

40%，明年80%。 ”

另外，好想你在省外重点市场的打造也取

得了不错的效果。好想你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石

红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我们现在有直营

店12家，加盟店11家，店面只比去年增加了1

家，但1-5月份的销售额同比增长78%。 而且，

我们现在在很多区域还没有覆盖，下半年将继

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新开店计划在50-60

家，全年销售收入预计翻番。 ”

对于业绩大幅提升的原因， 石红伟指

出， 一方面是去年12月开始投放广告后，品

牌知名度得到了很大提升，客流量有了很大

的增长；另一方面，总公司从人力、物力、财

力方面加大了对上海分公司的支持，“去年

下半年我们搬到现在的办公地点后扩充了

团队，之前，整个上海分公司就三个人，现在

光业务部门就七八个人，整个上海团队有二

三十个人。 ”

相比于专卖店，公司商超和电商渠道目前

的销售占比虽然分别只有15.76%和7.66%，但

却成为了公司新的增长极。

公司2013年年报显示，截至2013年底，商

超渠道进入乐购、大润发、大商、世纪联华、沃

尔玛、 家乐福等大型国际、 国内连锁KA卖场

1550家，同时聚焦上海样板市场，取得了很好

的业绩。 报告期内， 商超渠道实现销售收入

13603万元，同比增长229.85%。董珺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今年1-5月份，商超渠道的销售

额同比翻了一番。

上海市场商超渠道的增长则更为迅猛。侯

亮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我们是从2013年开

始发力的，目前卖场、标超、便利店三个渠道已

经进场了4016家店，上海的200店卖场已经全

部进场，标超这一块也已经全部进店，便利店

也已经进场了2300多家。 仅今年1-5月份，我

们的销售额便已超过了去年全年，同比增长高

达350%。 ”

但是，由于商超渠道费用支出浩大，其盈

利状况不甚理想，特别是好想你现在倾力打造

的卖场渠道。 以家乐福为例，其每家店的进场

费用大约为一万元， 每个标签的费用在1500

元左右，同时还有返点，再加上货架费用、特殊

陈列费用、人员费用、促销费用……侯亮介绍，

“这样算下来，销售公司方面在卖场渠道要亏

损几个点。 而标超和便利店渠道由于费用较

少，能盈利十多个点。 但由于目前卖场渠道占

了整个商超渠道销售收入的70%，所以总体算

下来，销售公司方面在商超渠道仍然要亏损几

个点。 ”

电商方面，2013年年报显示，公司相继在

天猫、京东、1号店等主流B2C平台建立电商官

方旗舰店，结合分销，通过双十一、聚划算、年

货大街等一系列的营销活动，打造了红枣行业

电商全网渠道，铸造了电商市场第一品牌。 报

告期内，电商渠道实现销售收入6613万元，同

比增长128.34%。 刘朝阳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2014年1-5月， 电商渠道销售收入同比增

长接近100%。“同时，电商渠道未来会增加更

多的坚果产品，用以吸引流量，从而扩大红枣

产品的销量和盈利能力。 ”

不过， 行业分析人士不像公司这么乐观。

“总体上看， 考虑到今年的销售费用仍然较

大，好想你的业绩反转恐怕要推迟到明年。 ”

刘刚表示。

销售费用居高不下

好想你 大众化转身艰难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昔日以高档礼品示人的好想你枣，如今更多地以健康零食的形象出现在消费者面前。 产

品重新定位后的好想你公司，能否撬动休闲食品万亿市场，突破成长瓶颈，渠道的转型成为关

键中的关键。

2012年，确定了由商务礼品向大众休闲食品转型后，好想你的销售渠道随之由单一的专

卖店转型为专卖店、商超、电商三大渠道。不过，产品转型和渠道转型如何推进，产品和渠道又

该如何匹配，转型之中的好想你仍然在仔细拿捏。更为重要的是，专卖店、商超、电商三大渠道

短期内如何实现渠道隔离，避免内部竞争，长期又如何实现渠道融合，发挥协同效应，显然是

对好想你更大的挑战。

2014年，好想你渠道转型进入深水期。 尽管在专卖店渠道加大调整的同时，商超和电商

渠道保持了高速增长，但销售费用成倍增长，好想你在2014年能否实现业绩反转，公司管理

层、一线销售员工、行业分析师仍然有不同的判断。

渠道转型蜕变

“向大家推荐一种全家都能吃的健康零

食———好想你枣。 ” 从去年12月7日开始，上海

市的电视、楼宇、公交、地铁等各个渠道开始被

以“健康零食”为主题的好想你枣广告轰炸。 广

告片中的主角是好想你转型后新推出的500g、

260g、60g三种规格的白色包装即食无核枣，这

三款新品成为好想你渠道转型后， 特别是专卖

店渠道的主推产品和商超渠道的主打产品。

“上市以前，我们的竞争对手很少。那时候，

公司依靠市场的自然增长， 就能取得业绩的快

速增长。 但是，2010年，公司的主要原料采购基

地新疆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红枣产量降低，品质

下降，红枣采购成本大幅提升，产品售价也有所

提高， 令2011年公司营收和净利都受到不小影

响。 到了2012年，红枣又实现大丰收，各种专卖

店纷纷出现， 专卖店渠道的竞争由蓝海转为红

海。 这是公司转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董秘

石聚领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郑州市调研也发现，除

了好想你的专卖店之外， 各种品牌的红枣专卖

店随处可见。 在公司大本营新郑市，振兴北路与

迎宾大道交叉口的一条不足一百米的路段上，

更是集中了6家红枣批发店， 有店主告诉记者，

“我们新郑这边红枣品牌起码有几十个。 ”

同时， 曾经帮助公司实现快速扩张和成功

上市的专卖店加盟模式本身也开始遭受成长的

烦恼。西南证券指出，公司2011年之所以出现关

店率提升、半数经销商不赚钱等现象，原因之一

是产品品质问题及价格大幅提升， 但这只是诱

发因素。 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公司加盟店数量急

剧扩张，边际效用下降，单店营利能力下降，对

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痛定思变，2012年上半年，好想你聘请了特

劳特咨询公司对公司进行重新定位，确立了由生

产主导型企业向市场主导型企业的转型，并兵分

两路，一方面对产品进行重新定位，由商务礼品

向大众休闲食品转型，另一方面由单一的专卖店

渠道向专卖店、商超、电商三大渠道转型。

渠道转型成为公司能否实现产品转型乃至

整个企业转型的关键中的关键。 好想你自2012

年10月份成立了商超部， 开始启动进入商超系

统，并重点开发郑州、上海、武汉、北京四个样板

城市。 同时，公司在2011年底就成立了电子商

务部门，2013年2月更正式成立子公司———郑

州树上粮仓商贸有限公司， 负责整个电商渠道

的运营。

中国证券报记者先后在郑州和上海走访了

10家（9家直营店1家加盟店）和5家（4家直营

店1家加盟店）专卖店后发现，500g白色包装的

即食无核枣无一例外地摆放在了专卖店进门的

显要位置。 与500g白色包装的即食无核枣成为

专卖店的主推产品相应的是， 眼下的好想你专

卖店正由商务礼品消费为主向家庭个人消费转

型。 “转型后，我们专卖店的单品数量从300个

十大系列减少到100个四大系列后， 产品的组

合也在进行优化。 以前的话，礼品消费占大头，

但现在家庭和个人消费的比重在逐步提升。 ”

好想你专卖店渠道负责人王文杰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

与专卖店渠道的逐步蜕变不同， 商超渠道

则是一个全新的好想你。 由于是新开拓的渠道，

在消费人群上更多针对白领女性， 一开始即食

无核枣系列产品便成为了商超渠道的主流。 商

超部总监董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与专卖店

多达100个的单品数量不同，商超渠道的单品数

量在10-12款（包括必选和备选产品），而260g

和60g两款即食无核枣产品更占据了商超渠道

全国销售额的40%。

上海商超分部总经理侯亮介绍，在上海，这

两款产品的占比更是高达60%。 中国证券报记

者在上海调研了15家大型卖场发现， 为推广白

色包装即食无核枣， 好想你普遍采用了“color�

blocking” 的陈列方式进行推广，在花花绿绿的

休闲食品货架上，1.2m×2.0m的白色货架陈列

十分显眼， 而260g和60g两款产品占据了一半

的陈列。

与商超渠道与专卖店渠道的差异相比，电

商渠道和专卖店渠道的差别理论上应该更大。

但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 在占据电商渠道70%

销售收入的淘宝商城里， 好想你主力产品是一

款98元的1050g一级金枣情阿克苏枣子。 淘宝

搜索统计专家的统计显示，5月份， 在好想你淘

宝旗舰店31个单品中，1050克一级金枣情阿克

苏枣子的销售量达到了25075袋，遥遥领先于其

他单品。 而在专卖店渠道， 销量最大的也是

1000g特级健康情即食枣。

从电商渠道总体的产品结构上来说，120g

和500g的包装还是占据多数。 与专卖店渠道

30-50岁的主流消费人群相比，电商渠道的主流

消费人群的年龄结构为18-39岁。“针对这个特

点， 我们2013年的时候在对客户人群分析的基

础上进行了七维度营销， 也就是把我们的客户

划分为七个不同的人群， 设置七个不同的人物

角色，比如枣妈妈、枣美美、枣吃吃等。 通过这种

定位，我们把大包装进行零食化，推出的就是健

康零食。” 好想你电商总经理刘朝阳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

但是，与产品向大众化转型相比，好想你商

超和电商渠道产品的价格体系却依然没有 “大

众化” 。多位券商和基金研究员在接受中国证券

报记者采访时均指出了这一点。“好想你从礼品

向大众休闲食品的转型是没问题的，但是，在新

的渠道开拓上，特别是商超渠道，很大程度是移

植了专卖店的价格体系， 虽然商超渠道的定位

是高端白领女士，但我觉得260g39.8元、60g9.8

元这个价位还是太高了。”某上海券商食品饮料

行业研究员刘刚指出，“去年好想你在上海的商

超渠道促销力度非常大，260g规格的即食枣一

度只卖二十多块钱，当时消费者非常多，但是，

促销活动结束、260g即食枣重新回到39.8元的

价位后，一下子流失了很大一批顾客。 所以，在

‘价’ 和‘量’ 之间，在消费人群的定位上，好想

你恐怕还需要好好权衡。 ”

在对上海商超渠道的草根调研过程中，多

位促销员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很多顾客

试吃过后，都觉得好吃，但一看价格，还是觉得

太贵了。 ”

不过， 长期跟踪好想你的雪球用户石城春

韵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好想你价格高也有成

本的原因在里面，比如，一斤原枣去核后就只剩

八两了，这就增加了即食去核枣的成本；另一方

面，好想你的枣大部分是灰枣，而其他厂家大多

都用和田骏枣， 灰枣的收购价格就比和田骏枣

贵了一倍。 ”

中国品牌专家万力教授也表示，“出于打造

品牌的需要，好想你要保证一个非常好的品质，

它的价格不会太低，否则，它完全可以通过降低

成本达到快销的目的， 但这对公司的品牌和长

远利益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

融合与隔离困境

为了避免相互竞争，好想你对专卖店、商超

和电商三大渠道进行了产品隔离。 原则上，三大

渠道的产品互不重合， 在包装和规格上均有所

差异。 虽然专卖店和商超均有白色包装的即食

无核枣，但专卖店的包装是500g规格的，商超则

是260g和60g规格的。

不过，渠道隔离的原则在实际执行中却面

临着不小的难度。 在北京的草根调研过程中，

中国证券报记者便在月坛南街的好想你北京

旗舰店见到了本属于商超渠道的260g即食无

核枣。

公司大本营郑州市场则更为无序。 中国证

券报记者发现， 专卖店渠道虽然安守本分，但

商超渠道除了商超特有的10款产品以外，几乎

将专卖店渠道的产品复制了过来。 在郑州的丹

尼斯、家乐福等10家卖场，记者不但见到了在

专卖店渠道畅销的健康情系列产品，甚至还见

到了价格高昂、专属于专卖店渠道的枣博士系

列产品。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可能是郑州市场

的特点决定的。 因为郑州市场是好想你全国最

为成熟的市场，好想你在郑州又是一种特产，所

以大包装和礼品装在商超渠道也卖得非常好。

另外，商超渠道在郑州市场做得比较早，当初也

没有像现在这样进行渠道隔离， 现在要把专卖

店的产品从商超渠道清理出去， 达到完全的隔

离，既不现实，也没必要。 ” 刘刚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

另外， 公司表示要达到“相同产品相同定

价，相似产品相似定价” ，但目前仍然难以执行

到位。 在郑州，商超渠道对专卖店渠道的影响不

言而喻。 以专卖店最为畅销的1000g特级健康

情即食枣为例， 在郑州专卖店的统一零售价为

158元/袋，而在商超渠道，由于店庆、促销等方

面的原因， 出现了128元/袋、164元/袋、168元/

袋等价格不一的现象。

与线下相比， 电商与线下的专卖店和商超

的渠道隔离执行得要更为到位一些。 不过，电商

渠道却又受到了网上假货的侵蚀， 甚至好想你

电商成立的初衷便是为了打击网上的假货。 由

于网上假冒的更多是专卖店渠道的产品， 这又

对线下的专卖店造成了巨大冲击。

据淘宝搜索统计专家的统计，在红枣销售

的淡季5月份， 假冒好想你的淘宝店铺多达

446家， 合计销售量435912袋， 实际销售额

1226.13万元。 而据公司2013年年报， 好想你

电商渠道2013年销售收入也只有6613万元。

从品种上看，好想你专卖店最为畅销的1000g

特级健康情即食枣在淘宝上的假冒产品也最

多，成交价多在20-30元/袋，其对专卖店的冲

击可想而知。

即使在各渠道内部，特别是专卖店渠道，由

于统一价格短时间内难以执行到位， 渠道内部

之间的竞争也是未来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虽

然公司表示专卖店渠道河南省内市场统一零售

价，河南省外市场统一零售价，但是，以专卖店

主推的500g即食枣为例，在上海专卖店的统一

零售价为78元/袋，在北京专卖店的统一零售价

则是98元/袋，可见河南省外市场统一零售价政

策并没有完全执行到位。 刘刚告诉中国证券报

记者，“好想你的直营店能够执行统一零售价，

但加盟店在统一零售价方面却不可避免地存在

执行不到位的问题，在很多加盟店，实际上是可

以砍价的。 ”

好想你董秘石聚领表示：“从短期来看，我

们需要对渠道进行隔离。 但从长远来看，三大渠

道肯定是要融合到一块的。 ”

在郑州市场， 虽然专卖店和商超在渠道隔

离方面不甚理想，但从中国证券报记者6月中旬

对郑州市10家专卖店和10家商超的调研情况来

看，两大渠道相同产品的生产日期均集中在5月

底和6月初，说明在郑州这一成熟市场上，渠道

的不同并没有对产品的销售造成太大影响，大

包装产品在商超渠道同样销售良好。 这也从另

一个侧面反映出线下两大渠道融合的可能性。

“我们上海这边之所以没有上大包装的产

品，一方面是由商超的特点决定的，另一方面，

在上海市场， 好想你还不像在郑州市场上品牌

知名度有那么高， 没到一样的产品在哪卖都一

样的地步。 但随着品牌知名度的提高和客户黏

性的增强， 过两年我们也会考虑上大包装的产

品。 ”侯亮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与线下的产品融合相比， 好想你线上和线

下融合的想象空间则更大。 公司表示，2014年，

公司计划实施4次O2O，分别是三八、520、中秋、

双十一， 现在正在进行的活动 “520大胆表白

爱， 抢宝马MINI” ， 从5月初将一直持续到7月

底。 依托好想你500多家专卖店，开展线上线下

联动，进行一场好想你品牌级营销活动，公司计

划扩充电商渠道的品类，比如木本粮系列产品，

重点推进江浙沪地区全面O2O的实现。

好想你遍布全国的2000多家专卖店，在

网点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在好想你对未来线

下专卖店的定位中，专卖店除了体验、销售和

服务功能外， 很重要的一个功能便是在O2O

的模式中承担配送的功能。 “比如在省外市

场，如果在一个城市有一个旗舰店的话，那么

它就等于一个集中的终端商， 客户在这里下

单，然后同城快递，而且当日下单当日到达。 ”

刘朝阳介绍。

不过，要打通线上与线下，好想你仍然有

很多现实的问题需要去解决。 刘朝阳表示，

“要实现O2O，首先要打通后台的系统，只有

后台打通了，前台才能打通。 这方面我们正在

做研发。 ”

销售费用居高不下

好想你 大众化转身艰难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昔日以高档礼品示人的好想你枣，如今更多地以健康零食的形象出现在消费者面前。 产品重新定位后的好想你公司，能否撬动休闲食品万亿市场，突破成长瓶颈，渠道的转型成为关键中的关键。

2012年，确定了由商务礼品向大众休闲食品转型后，好想你的销售渠道随之由单一的专卖店转型为专卖店、商超、电商三大渠道。不过，产品转型和渠道转型如何推进，产品和渠道又该如何匹配，转型

之中的好想你仍然在仔细拿捏。 更为重要的是，专卖店、商超、电商三大渠道短期内如何实现渠道隔离，避免内部竞争，长期又如何实现渠道融合，发挥协同效应，显然是对好想你更大的挑战。

2014年，好想你渠道转型进入深水期。 尽管在专卖店渠道加大调整的同时，商超和电商渠道保持了高速增长，但销售费用成倍增长，好想你在2014年能否实现业绩反转，公司管理层、一线销售员工、

行业分析师仍然有不同的判断。

渠道转型蜕变

“向大家推荐一种全家都能吃的健康零食———好想你枣。” 从去年12月7日开始，上海市的电视、楼宇、公交、地铁等各个渠道开始被以“健康零食”为主题的好想你枣广告轰炸。广告片中的主角是

好想你转型后新推出的500g、260g、60g三种规格的白色包装即食无核枣，这三款新品成为好想你渠道转型后，特别是专卖店渠道的主推产品和商超渠道的主打产品。

“上市以前，我们的竞争对手很少。那时候，公司依靠市场的自然增长，就能取得业绩的快速增长。但是，2010年，公司的主要原料采购基地新疆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红枣产量降低，品质下降，红枣采购

成本大幅提升，产品售价也有所提高，令2011年公司营收和净利都受到不小影响。到了2012年，红枣又实现大丰收，各种专卖店纷纷出现，专卖店渠道的竞争由蓝海转为红海。这是公司转型的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 ”董秘石聚领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郑州市调研也发现，除了好想你的专卖店之外，各种品牌的红枣专卖店随处可见。 在公司大本营新郑市，振兴北路与迎宾大道交叉口的一条不足一百米的路段上，更是集中了6家红

枣批发店，有店主告诉记者，“我们新郑这边红枣品牌起码有几十个。 ”

同时，曾经帮助公司实现快速扩张和成功上市的专卖店加盟模式本身也开始遭受成长的烦恼。 西南证券指出，公司2011年之所以出现关店率提升、半数经销商不赚钱等现象，原因之一是产品品质问

题及价格大幅提升，但这只是诱发因素。 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公司加盟店数量急剧扩张，边际效用下降，单店营利能力下降，对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痛定思变，2012年上半年，好想你聘请了特劳特咨询公司对公司进行重新定位，确立了由生产主导型企业向市场主导型企业的转型，并兵分两路，一方面对产品进行重新定位，由商务礼品向大众休闲食

品转型，另一方面由单一的专卖店渠道向专卖店、商超、电商三大渠道转型。

渠道转型成为公司能否实现产品转型乃至整个企业转型的关键中的关键。好想你自2012年10月份成立了商超部，开始启动进入商超系统，并重点开发郑州、上海、武汉、北京四个样板城市。同时，公

司在2011年底就成立了电子商务部门，2013年2月更正式成立子公司———郑州树上粮仓商贸有限公司，负责整个电商渠道的运营。

中国证券报记者先后在郑州和上海走访了10家（9家直营店1家加盟店）和5家（4家直营店1家加盟店）专卖店后发现，500g白色包装的即食无核枣无一例外地摆放在了专卖店进门的显要位置。 与

500g白色包装的即食无核枣成为专卖店的主推产品相应的是，眼下的好想你专卖店正由商务礼品消费为主向家庭个人消费转型。 “转型后，我们专卖店的单品数量从300个十大系列减少到100个四大

系列后，产品的组合也在进行优化。 以前的话，礼品消费占大头，但现在家庭和个人消费的比重在逐步提升。 ” 好想你专卖店渠道负责人王文杰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与专卖店渠道的逐步蜕变不同，商超渠道则是一个全新的好想你。 由于是新开拓的渠道，在消费人群上更多针对白领女性，一开始即食无核枣系列产品便成为了商超渠道的主流。 商超部总监董珺告

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与专卖店多达100个的单品数量不同，商超渠道的单品数量在10-12款（包括必选和备选产品），而260g和60g两款即食无核枣产品更占据了商超渠道全国销售额的40%。

上海商超分部总经理侯亮介绍，在上海，这两款产品的占比更是高达60%。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上海调研了15家大型卖场发现，为推广白色包装即食无核枣，好想你普遍采用了“color� blocking” 的陈

列方式进行推广，在花花绿绿的休闲食品货架上，1.2m×2.0m的白色货架陈列十分显眼，而260g和60g两款产品占据了一半的陈列。

与商超渠道与专卖店渠道的差异相比，电商渠道和专卖店渠道的差别理论上应该更大。 但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在占据电商渠道70%销售收入的淘宝商城里，好想你主力产品是一款98元的1050g一

级金枣情阿克苏枣子。淘宝搜索统计专家的统计显示，5月份，在好想你淘宝旗舰店31个单品中，1050克一级金枣情阿克苏枣子的销售量达到了25075袋，遥遥领先于其他单品。而在专卖店渠道，销量最大

的也是1000g特级健康情即食枣。

从电商渠道总体的产品结构上来说，120g和500g的包装还是占据多数。 与专卖店渠道30-50岁的主流消费人群相比，电商渠道的主流消费人群的年龄结构为18-39岁。“针对这个特点，我们2013年

的时候在对客户人群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七维度营销，也就是把我们的客户划分为七个不同的人群，设置七个不同的人物角色，比如枣妈妈、枣美美、枣吃吃等。 通过这种定位，我们把大包装进行零食化，

推出的就是健康零食。 ” 好想你电商总经理刘朝阳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但是，与产品向大众化转型相比，好想你商超和电商渠道产品的价格体系却依然没有“大众化” 。多位券商和基金研究员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均指出了这一点。“好想你从礼品向大众休闲食

品的转型是没问题的，但是，在新的渠道开拓上，特别是商超渠道，很大程度是移植了专卖店的价格体系，虽然商超渠道的定位是高端白领女士，但我觉得260g39.8元、60g9.8元这个价位还是太高了。 ”某

上海券商食品饮料行业研究员刘刚指出，“去年好想你在上海的商超渠道促销力度非常大，260g规格的即食枣一度只卖二十多块钱，当时消费者非常多，但是，促销活动结束、260g即食枣重新回到39.8元

的价位后，一下子流失了很大一批顾客。 所以，在‘价’和‘量’之间，在消费人群的定位上，好想你恐怕还需要好好权衡。 ”

在对上海商超渠道的草根调研过程中，多位促销员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很多顾客试吃过后，都觉得好吃，但一看价格，还是觉得太贵了。 ”

不过，长期跟踪好想你的雪球用户石城春韵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好想你价格高也有成本的原因在里面，比如，一斤原枣去核后就只剩八两了，这就增加了即食去核枣的成本；另一方面，好想你的枣

大部分是灰枣，而其他厂家大多都用和田骏枣，灰枣的收购价格就比和田骏枣贵了一倍。 ”

中国品牌专家万力教授也表示，“出于打造品牌的需要，好想你要保证一个非常好的品质，它的价格不会太低，否则，它完全可以通过降低成本达到快销的目的，但这对公司的品牌和长远利益是一个

巨大的伤害。 ”

融合与隔离困境

为了避免相互竞争，好想你对专卖店、商超和电商三大渠道进行了产品隔离。 原则上，三大渠道的产品互不重合，在包装和规格上均有所差异。 虽然专卖店和商超均有白色包装的即食无核枣，但

专卖店的包装是500g规格的，商超则是260g和60g规格的。

不过，渠道隔离的原则在实际执行中却面临着不小的难度。 在北京的草根调研过程中，中国证券报记者便在月坛南街的好想你北京旗舰店见到了本属于商超渠道的260g即食无核枣。

公司大本营郑州市场则更为无序。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专卖店渠道虽然安守本分，但商超渠道除了商超特有的10款产品以外，几乎将专卖店渠道的产品复制了过来。在郑州的丹尼斯、家乐福等

10家卖场，记者不但见到了在专卖店渠道畅销的健康情系列产品，甚至还见到了价格高昂、专属于专卖店渠道的枣博士系列产品。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郑州市场的特点决定的。 因为郑州市场是好想你全国最为成熟的市场，好想你在郑州又是一种特产，所以大包装和礼品装在商超渠道也卖得非常好。 另外，商超渠道

在郑州市场做得比较早，当初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进行渠道隔离，现在要把专卖店的产品从商超渠道清理出去，达到完全的隔离，既不现实，也没必要。 ” 刘刚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另外，公司表示要达到“相同产品相同定价，相似产品相似定价” ，但目前仍然难以执行到位。在郑州，商超渠道对专卖店渠道的影响不言而喻。以专卖店最为畅销的1000g特级健康情即食枣为例，在

郑州专卖店的统一零售价为158元/袋，而在商超渠道，由于店庆、促销等方面的原因，出现了128元/袋、164元/袋、168元/袋等价格不一的现象。

与线下相比，电商与线下的专卖店和商超的渠道隔离执行得要更为到位一些。 不过，电商渠道却又受到了网上假货的侵蚀，甚至好想你电商成立的初衷便是为了打击网上的假货。 由于网上假冒的更

多是专卖店渠道的产品，这又对线下的专卖店造成了巨大冲击。

据淘宝搜索统计专家的统计，在红枣销售的淡季5月份，假冒好想你的淘宝店铺多达446家，合计销售量435912袋，实际销售额1226.13万元。 而据公司2013年年报，好想你电商渠道2013年销

售收入也只有6613万元。 从品种上看，好想你专卖店最为畅销的1000g特级健康情即食枣在淘宝上的假冒产品也最多，成交价多在20-30元/袋，其对专卖店的冲击可想而知。

即使在各渠道内部，特别是专卖店渠道，由于统一价格短时间内难以执行到位，渠道内部之间的竞争也是未来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虽然公司表示专卖店渠道河南省内市场统一零售价，河南省外

市场统一零售价，但是，以专卖店主推的500g即食枣为例，在上海专卖店的统一零售价为78元/袋，在北京专卖店的统一零售价则是98元/袋，可见河南省外市场统一零售价政策并没有完全执行到位。刘

刚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好想你的直营店能够执行统一零售价，但加盟店在统一零售价方面却不可避免地存在执行不到位的问题，在很多加盟店，实际上是可以砍价的。 ”

好想你董秘石聚领表示：“从短期来看，我们需要对渠道进行隔离。 但从长远来看，三大渠道肯定是要融合到一块的。 ”

在郑州市场，虽然专卖店和商超在渠道隔离方面不甚理想，但从中国证券报记者6月中旬对郑州市10家专卖店和10家商超的调研情况来看，两大渠道相同产品的生产日期均集中在5月底和6月初，说

明在郑州这一成熟市场上，渠道的不同并没有对产品的销售造成太大影响，大包装产品在商超渠道同样销售良好。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线下两大渠道融合的可能性。

“我们上海这边之所以没有上大包装的产品，一方面是由商超的特点决定的，另一方面，在上海市场，好想你还不像在郑州市场上品牌知名度有那么高，没到一样的产品在哪卖都一样的地步。 但随着

品牌知名度的提高和客户黏性的增强，过两年我们也会考虑上大包装的产品。 ” 侯亮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与线下的产品融合相比，好想你线上和线下融合的想象空间则更大。 公司表示，2014年，公司计划实施4次O2O，分别是三八、520、中秋、双十一，现在正在进行的活动“520大胆表白爱，抢宝马MI-

NI” ，从5月初将一直持续到7月底。依托好想你500多家专卖店，开展线上线下联动，进行一场好想你品牌级营销活动，公司计划扩充电商渠道的品类，比如木本粮系列产品，重点推进江浙沪地区全面O2O

的实现。

好想你遍布全国的2000多家专卖店，在网点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 在好想你对未来线下专卖店的定位中，专卖店除了体验、销售和服务功能外，很重要的一个功能便是在O2O的模式中承担

配送的功能。 “比如在省外市场，如果在一个城市有一个旗舰店的话，那么它就等于一个集中的终端商，客户在这里下单，然后同城快递，而且当日下单当日到达。 ” 刘朝阳介绍。

不过，要打通线上与线下，好想你仍然有很多现实的问题需要去解决。 刘朝阳表示，“要实现O2O，首先要打通后台的系统，只有后台打通了，前台才能打通。 这方面我们正在做研发。 ”

业绩反转恐待明年

随着渠道转型的深入，公司2014年业绩能否实现反转，为市场所关注。 2014年一季度，好想你营业收入三年来首次实现正增长，同时，在销售费用同比增长99.09%，再创历史新高的情况下，

净利仅有5.14%的同比下滑。 有迹象显示，好想你渠道转型的效果正在慢慢显现，好想你的业绩反转或许会超出市场预期。

由于专卖店渠道占营收比重仍然较大，公司2013年依然受到礼品市场滑坡的冲击，只是凭借商超渠道和电商渠道分别高达229.85%和128.34%的销售增长率，公司2013年营业收入依然取得了1.28%

的同比增长。 不过，公司销售费用同比增加了6486.83万元（2013扣非后净利6273.93万元），加之对净利贡献较大的专卖店占比下降，公司2013年扣非后净利同比下滑32.53%。

从2014年1-5月情况来看，礼品市场滑坡比去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好想你部分专卖店仍处于深度调整中。以好想你全国销售占比最大的专卖店郑州市黄河路店为例，今年1-5月，其销售额同比下降了

45.36%。 从单月情况来看，相比于去年，前5个月销售曲线也更为平滑。“现在主要是礼盒装产品很不好卖，比如说枣博士，现在卖得就较以前差多了。 虽然简装卖得还不错，主推的即食枣上来之后卖得也

可以，但因客单量跟礼品装差距很大，这一块现在还很难弥补礼品装下降的缺失。 ” 店长陈蓓蕾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不过，从中国证券报记者在郑州调研的总体情况来看，靠近商圈的几家专卖店，比如建业路店，其1-5月份销售额与去年持平甚至略有增长，受礼品市场滑坡的影响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而且，随

着店面升级工作的进行，部分专卖店单店盈利能力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公司2013年年报称，截至2013年末，公司已完成升级店面近200家，升级后店面业绩提升5%-30%。王文杰告诉中国证券报

记者，“我们去年升级店面的数量占总体店面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0%，今年计划达到40%，明年80%。 ”

另外，好想你在省外重点市场的打造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好想你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石红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我们现在有直营店12家，加盟店11家，店面只比去年增加了1家，但1-5月份的销售

额同比增长78%。 而且，我们现在在很多区域还没有覆盖，下半年将继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新开店计划在50-60家，全年销售收入预计翻番。 ”

对于业绩大幅提升的原因，石红伟指出，一方面是去年12月开始投放广告后，品牌知名度得到了很大提升，客流量有了很大的增长；另一方面，总公司从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加大了对上海分

公司的支持，“去年下半年我们搬到现在的办公地点后扩充了团队，之前，整个上海分公司就三个人，现在光业务部门就七八个人，整个上海团队有二三十个人。 ”

相比于专卖店，公司商超和电商渠道目前的销售占比虽然分别只有15.76%和7.66%，但却成为了公司新的增长极。

公司2013年年报显示，截至2013年底，商超渠道进入乐购、大润发、大商、世纪联华、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国际、国内连锁KA卖场1550家，同时聚焦上海样板市场，取得了很好的业绩。 报告期内，商超

渠道实现销售收入13603万元，同比增长229.85%。 董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今年1-5月份，商超渠道的销售额同比翻了一番。

上海市场商超渠道的增长则更为迅猛。侯亮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我们是从2013年开始发力的，目前卖场、标超、便利店三个渠道已经进场了4016家店，上海的200店卖场已经全部进场，标超这一块

也已经全部进店，便利店也已经进场了2300多家。 仅今年1-5月份，我们的销售额便已超过了去年全年，同比增长高达350%。 ”

但是，由于商超渠道费用支出浩大，其盈利状况不甚理想，特别是好想你现在倾力打造的卖场渠道。以家乐福为例，其每家店的进场费用大约为一万元，每个标签的费用在1500元左右，同时还有返点，

再加上货架费用、特殊陈列费用、人员费用、促销费用……侯亮介绍，“这样算下来，销售公司方面在卖场渠道要亏损几个点。 而标超和便利店渠道由于费用较少，能盈利十多个点。 但由于目前卖场渠道占

了整个商超渠道销售收入的70%，所以总体算下来，销售公司方面在商超渠道仍然要亏损几个点。 ”

电商方面，2013年年报显示，公司相继在天猫、京东、1号店等主流B2C平台建立电商官方旗舰店，结合分销，通过双十一、聚划算、年货大街等一系列的营销活动，打造了红枣行业电商全网渠道，铸造

了电商市场第一品牌。 报告期内，电商渠道实现销售收入6613万元，同比增长128.34%。 刘朝阳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2014年1-5月，电商渠道销售收入同比增长接近100%。“同时，电商渠道未来会增加

更多的坚果产品，用以吸引流量，从而扩大红枣产品的销量和盈利能力。 ”

不过，行业分析人士不像公司这么乐观。“总体上看，考虑到今年的销售费用仍然较大，好想你的业绩反转恐怕要推迟到明年。 ”刘刚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