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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冲击+水土不服

洋超市举步维艰

本报记者 任磊磊

万达百货撤柜之后，乐天玛特
在我省将关闭四家超市，加上去年
已经关闭的乐天东营店，目前乐天
玛特几乎是败走山东。那么，乐天缘
何在山东举步维艰？

短命的宿命

2008年6月，乐天玛特才通过收
购万客隆曲线进入中国市场。而此
时，家乐福、沃尔玛等外资零售巨头
已经进入中国十余年。乐天玛特在
我省的扩张之路一直很不顺利，甚
至可以用短命来形容。

2009年3月份，乐天集团在中国
独立投资的第一家乐天玛特超市在
青岛城阳宝龙广场正式开业。在苦
苦支撑了2年后，2011年被迫关门。
东营乐天玛特西城店于2011年10月
开业，2014年关闭。2015年，乐天玛
特青岛两店、潍坊一店、威海威高店
均宣布停业。经营时间最长的店，也
没超过6年时间。

2009年10月，乐天玛特收购江
苏南通时代零售，在华门店数量提
升至100家；之后，乐天玛特提出要
在2018年在华门店数量达到300家
的计划。但截至2013年底，乐天玛特
在华门店数为110家，乐天玛特在华
扩张之路非常艰难。

没有本土化

北京昭邑零售商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首席顾问刘晖认为，乐天玛特
的失利，自身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据
了解，在乐天玛特内部大部分关键
部门的负责人仍由韩国人担任，这
导致经营策略很难与中国国情接
轨。“中国市场不同于发达国家稳定
的消费市场，消费变数很多、热点频
出，洋商超品牌启用本国负责人管
理中国店面，在应对中国特色的市
场方面往往力不从心。”

记者了解到，在山东最早开业
的乐天玛特（城阳店）城阳当地，至
今还有老员工私下讨论：“乐天玛特
就是被偷垮的。”据说，当时有员工
成批偷超市货物。虽然时过境迁，这
一情况已经很难核实，但这从一个
侧面反映出，韩国人将其国内的管
理手段和理念照搬到中国后，水土
不服。

虽然，乐天玛特曾在2012年提
出未来将把80%的海外投资用于中
国，并提出了“彻底本土化、活用本
地人”的原则。但是，2012年中国的
零售业已经驶入慢车道，乐天玛特
错失了快速布局的时机。

而来势汹汹的网购，打了所有
实体商超一个措手不及。就在很多
人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实体商超一
夜之间沦为“试衣间”、“餐饮街”、

“菜市场”。网购的兴起，也迫使洋品
牌入驻网上商城。今年年初，韩国大
型超市易买得和乐天玛特宣布进驻
淘宝天猫国际商城，在商城上各自
开设了专用卖场。

突围：深耕三四线城市

刘晖认为，洋商超品牌未来可
以考虑开发新城区市场和多业态模
式。

他说，按照商业上的标准，一个
1万平方米的卖场，对应的商圈半径
大概在3-4公里，可支撑的人口8万
左右。目前中国的新城区发展很快，
但是商超布局却没跟上。比如省城
济南东部新城区的人口密度已经很
高，但是周边商超仍不够发达，很多
老百姓仍需开车采购。

另外，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
提高，三四线城市、县城的消费水平
也日益提高。洋超市的利润点将逐
渐下潜到这些城市。“目前，山东省
内的大城市商超日趋饱和，连万达
百货这样在城市核心商圈，又具有
实力的大公司都已经很难维持了。”

洋商超品牌，也应探索多业态
发展之路。“在山东很多本土商超都
推出了自营的便利店、社区超市等，
但是洋商超在这一块做得远远不
够。未来，深耕社区超市，或可以成
为洋品牌突围的法宝。”

连连关关四四店店，，乐乐天天败败走走山山东东
不中不韩没特色，省内仅剩两家店

近两天，威海市民的朋友圈都被“乐天玛特威高店停业促销”刷屏。与朋友圈的热闹一样，威海乐天
玛特威高店7月8日、9日也被市民围了个水泄不通。“多种商品半价”吸粉不少，不少市民“8日、9日没排
上队，10号接着排”。其实，韩资背景的乐天玛特关掉的不仅是威海一家店，潍坊店、青岛的两家店也宣
布歇业，目前该连锁超市在山东仅剩两个店面。

本报记者 冯琳 赵松刚 杨玉龙 段学虎 姜宁

“7月底停业”，顾客疯抢打折商品

7月7日，乐天超市潍坊
店、威海威高店、青岛的两家
店宣布将在“7月底停业”。商
场内的商品打折出售，超市内
商品遭到抢购。

8日，在乐天潍坊店，记者
看到一楼的“优惠商品专区”正
在销售部分清仓商品，大多商
品以五折对外销售，部分商品
低至三折，遭到不少市民抢购。

9日下午，在威海的乐天

玛特威高店，因爆满暂时不接
待顾客。商场保安正维持秩
序，他们说，“店内人太多，等
出来一批后，再放下一批顾客
进超市。”同时，提醒正在排队
的市民“最好明天早晨8点再
来排”。张女士说，听说里面好
多商品半价，8日下午来排队
没排上，今天又没排上，明天
还会来。像张女士一样的“促
销粉”不在少数，还有部分市

民说要“天天来排队”。结束购
物的王女士从超市一个狭窄
出口挤出来，说“里面许多商
品都是半价，非常划算，只是
余量不多了”。

宣布歇业后，青岛的两家
店也遭到抢购。货物遭抢购，
是生意兴隆的表象，在这几天
里，是四家乐天超市最后的狂
欢。

四家店都确定了陆续关

门的措施，以解决会员积分、
购物卡等问题。据乐天发布的
消息，目前会员已停止累积积
分，现有的积分可在超市停业
前兑换，按照满450分直抵3元
现金使用。购物卡停止销售，
已购买的乐天购物卡可在停
业前购物使用。如果市民需退
卡，可在超市停止营业之前到
购买购物卡的店铺办理退款
手续。

韩方曾专门到东营店为员工“打气”

乐天玛特是世界500强企
业韩国乐天集团旗下的子公
司。2011年，乐天玛特开始进
入东营，当年在东城、西城连
开两家门店。据业内人士说，
乐天玛特在东营的运营似乎
并不顺利。2014年3月份乐天
玛特西城店突然宣布撤出，只
维持了不到两年半的时间。

目前东营东城尚有一家
乐天玛特超市，6月9日、10日
两天，该超市部分商品大幅降
价促销，也使得该超市“要关
门”的消息在当地居民中传
播。不过，11日该超市的降价
促销商品已经恢复原价。

该商场相关负责人介绍，
韩国方面近期曾来到东营，为
工作人员“打气”，并强调“从

来没有说过要关门，也不会关
门停业”。该负责人说，近期山
东多地的乐天玛特商场都因
经营不善关闭，但东城店经营
状态良好，并不存在关门的情
况，“前两天的促销是集团的
统一行动，处理一些积压产
品。”

7月9日，记者再次来到东
城的乐天超市，在超市三楼，
记者见到不少货架已空置，但
整个商场井然有序。记者从商
场管理方获悉，东营东城的乐
天玛特分管公司由乐天山东
分公司划归乐天江苏分公司，
目前该店出现一些货柜调整
的问题，是因为需要将一些原
来山东分公司的货退回青岛，
这几天即将调整完成。

洋超市“念不好经”，本土超市“遍地开花”

对于乐天玛特威高店的
“突然离场”，威海市民虽表遗
憾但却“有迹可循”。“超市特
色不是很明显”、“韩国味不
够”、“生意不瘟不火”等成为
部分市民对乐天玛特威高店
的评价。

不仅是威海的店面，乐天
入驻潍坊市场后，表现也一直
不佳，营业额在潍坊各大商超
中排在倒数位置，其倒闭的消
息曾多次在网上流传，之前还
有过大规模裁员。

最近宣布歇业的“洋超
市”不只有乐天一家。2 0 1 4

年10月份，全球三大零售企
业之一英国零售商乐购超市
败走潍坊、济南、青岛，并逐
渐撤出山东；2 0 1 5年初，隶
属日本综合零售及服务企业
集团的永旺超市潍坊店宣布
停业。在很多人看来，“洋超
市 ”巨 擘 在 潍 坊“ 念 不 好
经”，无法与潍坊本土的消费
习惯相适应，是导致闭店的
主要原因，而潍坊本土的佳
乐 家 等 超 市 则 一 直 表 现 良
好，抢占了大部分的客流和
市场份额。

威海也是如此，山东大学

（威海）商学院市场营销系副
教授许先分析，威海家家悦集
团门店“遍地开花”，已成为威
海人默认的本土品牌，外地超
市想在威海做大做强有一定
难度。

许先说，在威海对韩贸易
有优势的大背景下，更需要真
正有“韩味”的商家。乐天玛特
威高店的定位还是与本土超
市较为接近，韩国味不是特别
明显，韩国商品不是超市主
打，所以没有抓住中韩贸易区
这个大背景成功转型，在对抗
本土品牌方面败下阵来。

对于乐购、乐天等“洋超
市”败走青岛，一位商超行业
内人士坦言，水土不服、缺乏
亮点是外资超市败走的主要
原因。“大润发以低价吸引市
民，所以能让很多市民来购
买日用百货；佳世客和麦凯
乐 主 打 高 端 商 品 和 进 口 商
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高
端消费者的商超需求，也属
于自己的亮点。很多洋超市
缺乏自己的经营亮点，作为
外来户的他们，在销售、进货
渠道方面与国内超市比有天
生的劣势。”

乐天玛特潍坊店，在6月份时空出很多货柜，已经有关店迹象。 本报记者 赵松刚 摄

9日下午，威海乐天玛特威高店因爆满暂时停止接待顾客，不
少市民仍在等待。 本报记者 冯琳 摄


	A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