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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谁能能熬熬得得过过黑黑夜夜，，就就等等得得来来黎黎明明
我省中小微企业艰难中咬牙坚持，有的通过“触网”寻找机会

济南万达百货撤柜、韩国连锁超市关闭四家店，坏消息频传

实实体体店店困困局局，，棍棍子子别别都都打打在在网网店店上上

同质化市场竞争惨烈，已是一片红海

在枣庄从事重卡销售的李亮告
诉记者，今年上半年重卡整车销售
的形势不好，车都是赔钱卖，根本不
挣钱，上半年的销量相比去年同期
保守估计下降了60%，加上重卡市场
同质化严重，可以说是竞争惨烈，已
经是一片红海。

“现在是一场消耗战，比的是谁
的资金雄厚，熬得下去，谁能熬过这
段黑暗，谁最后就能活下去，大家都
在咬紧牙关坚持。”李亮说，3月份作
为重卡传统的销售旺季却意外的成
为淡季，由于各地工程项目开工继
续减少，与去年一季度相比，各家企
业业绩无一幸免地全部下滑。

南方家具企业的大举入侵，让
济宁马氏木作有限公司这样的本地
家具企业，感受到了利润摊薄的压
力。马氏木作销售副总马明文说，近

几年房地产降温，直接影响到房地
产的下游行业家具产业，虽然公司
在当地有些知名度，但是生意依然
不好做。

“家具制造中人力成本占到一
半，现在一个木工一天的人力成本在
180—200元左右，过去仅有100元。”马
明文说，成本压力未来还有可能继续
上涨，家具行业没有绝对的壁垒，热
销的款式很容易被模仿复制，相比南
方企业在款式、成本上已无优势可
言，只能在销售模式上做文章。

马明文说，虽然成本高利润薄，
在经过商量后，公司还是决定增加
投入建设网络销售平台，提供订制
化的实木套房家具，不再单一的依
靠线下营销，希望通过“触网”后销
售方式的更新帮助企业挺过这段低
潮期。

收益普遍减缓

盼下半年行情好转

“传统产业的研发、制造、
推广投入很大，但收益却慢得
多。”山东山姆自动化设备有限
公司总经理邱洪波说，在此之
前 公 司 做 了 十 几 年 的 工 程 机
械，从去年4月开始主营工业机
器人系统应用。虽然工业机器
人行业整体向好，但现在他们
依然面临资金、销路的问题。

“山东没有像南方一些省
份一样出台工业机器人替代人
力的补贴政策，一台动辄几十
万、上百万的机械手让很多想
更新换代的企业望而却步。”邱
洪波说，政策、行业景气程度对
我们的影响更直接，制造行业
的整体不景气影响了制造业设
备的更新，很多原来想用机器
人替代人力的企业暂缓了更新
计划，暂时只能等待行业整体
向好。

济南力生体育用品有限公
司董事长刘伟告诉记者，对于
实行订单制生产销售的室外健
身器材行业来讲，政府采购一
直 占 到 器 材 销 售 总 额 最 大 份
额。由于上半年政策形势不是
很明朗，很多地区的政府采购
项目出现了调整或是延后，上
半年的订单量不是十分理想。

“月初有几批订单我们都
是连夜加班制作，上半年则很
少有这种情况。”刘伟认为，下
半年政策稳定后，销量肯定会
慢慢上来，因为未来市场对体
育用品的需求仍然是在一个日
趋增长的过程中。

互联网企业推广成本高，推广靠烧钱

“传统商业与电商相结合，再加
上移动终端的支付功能，电商平台
的快速发展是必然的。”2011年开始
建立扫铺网的赵忠东从开始的几百
家客户，发展到了如今的3万多家付
费客户。今年上半年，济南科技市
场、济南通讯城等一些批发市场的
商户，很多都入驻了他的网站。

借助移动互联快速发展的东
风，赵忠东的业务规模正在快速的
扩大。赵忠东说，把线下的商铺搬
到网上一开始让他费了不少力，随
着商家对互联网营销认知的提升，
过去免费入驻的客户居多，现在愿

意付费入驻的客户正在越来越多。
济南一家网络代购平台的负

责人蔡文成经历了平台的快速发
展，现在他开始为资金发愁。蔡文
成说，互联网平台不光在技术投资
上多，在推广方面对资金的需求也
是很大。

蔡文成告诉记者，现在获取一
个客户花费的资金越来越多，他在
用户体验和引导上花了大量的人
力和精力，很多平台都是在烧钱推
广竞争激烈，对于很多缺少资金的
互联网平台来说，快速发展的繁荣
之下是并不好过的日子。

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发布后，齐鲁晚报创客团里也激起热烈讨论。上半年，中小微企业尝尽酸甜苦辣，无一例外。在市市场形势不好的大背景下，
中小微企业在艰难中依然咬牙坚持，或转型升级，或在市场缝隙中寻找机会。

本报记者 李虎

商场开成饭店成为普遍现象

“我们今年业绩要比去年
同期下滑30%。”济南某女装
品牌区域经理菲菲表示，该品
牌在济南有四家实体店，今年
四家店的业绩与去年同期相
比下滑了近30%，如果按单店
来算的话，下滑的数据要远远
大于这一数据。

家电行业也受到了巨大
冲击。一位从事多年家电行
业的王女士表示，这几年各
大家电卖场受网店冲击非常
严重，保守估计业绩下滑超
过两成。“家电本身同质化比
较严重，而且家电行业本身
也比较成熟，价格也很透明，

所以家电销售行业利润越来
越薄。受网店冲击后，实体店
的业绩下滑就非常快。”

如今实体店的转型趋势
正在走向餐饮和体验式消
费。记者对济南各大商场做
了调查发现，单从数量上来
说，大型购物中心商业模式黄
金比例即“购物、餐饮、娱乐比
例为52：18：30”已被打破，取
而代之的是购物、餐饮、休闲

“1：1：1”的消费模式。以世茂
为例，世茂百货、餐饮、娱乐、
体验的比例约为“76：81：5：
15”。经四路万达（在万达百货
撤柜前）的比例则约为“162：

80：4：17”。世茂餐饮的数量
超过了百货的数量，而万达
则接近1：2的比例。

泉城路上的一家大型购
物中心最近又在进行调整。
据悉，该购物中心正在调整
目前的百货品类结构，改为
主打年轻时尚的品牌风格。
同时增加餐饮和体验式消费
的部分。而经四路上的万达
百货撤柜后，将其改为步行
街模式，打造成餐饮、体验式
消费一体的商业模式。有网
友打趣说，未来购物中心的
说法将消失，应改叫餐饮中
心，同时兼具购物功能。

做好转型，实体店仍大有可为

网店冲击实体店是个不
争的事实。这从数据上也能
看出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2015年前5月全国网络零
售同比增长38 . 5%，高出全
国5000家重点零售企业34个
百分点。靠“双十一”、“双十
二”这类网购狂欢节，有的电
商一天的销售额甚至超过某
些实体店一年的进账。

“但是网店并不是洪水
猛兽。”北京昭邑零售商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首席顾问刘晖
称，网店兴起也不是一年两
年了，要说冲击也不可能这
一两年就如此明显。另一个
重要原因是全国的消费环境
都不景气，“这两年全国遏制
奢侈风，也在一定程度上起
到了抑制作用。”

而在整体业绩下滑的现
状下，主打奢侈品的泉城路
贵和商厦业绩却一路上扬。6
月份的大牌折扣季，贵和的

销售业绩同比上升了30%，
其中打折季初曾创下一天百
万的销售业绩。该商厦业务
经理表示，公司业绩上扬主
要是与差异化经营有关。“我
们走的是高端品牌路线，这
和其他大型商场形成了差异
化经营。购买奢侈品的顾客
一般喜欢到店里试穿购买，
你想一件好几千甚至上万的
衣服，如果网购的话，风险要
比在实体店大多了。”

实体店不妨

下潜三四线城市
继济南万达百货撤柜之

后，韩国连锁超市巨头乐天
玛特宣布关闭我省四家店。
在泉城路上的某大型购物中
心，最近又有一批店撤柜，商
场围起了标志性的海报。实
体店难做早已是不争的事
实。如今唱衰实体店的声音
不在少数，未来实体店的路
在哪里呢？

本报记者 任磊磊
实习生 刘腾飞

万达广场里有不少专柜已
经撤柜(资料片）。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摄

崛起的创客

创客“个体户”最多

外商投资企业 农民专业
合作社

内资（非私营）
企业

个体
工商户

新登记9436户

新登记294181户
同比增长28 . 42%

新登记766户
同比增长3 . 79% 新登记2507户

同比增长6 . 95%

创客最爱的城市

济南 青岛 烟台 潍坊 临沂

创客爱“服务”
（以济南市大学生创业
孵化中心为例）

科研与技术
服务类的占25%

教育文化类的
占35%左右

信息传输软件与信息
服务类的占40%

84家
入驻企业

创办者是毕业5年内的高校毕业生、硕士以上
高端人才和留学回国人员。

咨询顾问刘晖称，实体店业绩
缓慢增长甚至下滑的新常态至少
未来5年内很难得到扭转。因此实
体店应该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探
索新的经营模式。以大型购物中心
为例，他认为未来商场应当考虑自
营品牌，踢掉中间代理商环节。“比
如说，商场直接与厂家合作，代理
当地的品牌，这样就可以把收入掌
握在自己手里。”

同时，刘晖认为，实体店应当
考虑多业态发展和下潜三四线城
市掘金。数据统计，2014年我省乡
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幅快于城
镇，乡村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高于城镇2 . 8个百分点。随着城乡
差异化的缩小，未来三四线城市的
消费能力不可小觑。

他说，目前一二线城市的商业
中心已经饱和，如果大型购物中心
能够快速占领新兴的二三线城市
人口密集区域，或可迅速打开局
面。

另外，实体店也应探索多业态
发展之路，比如社区便利店等。据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透露：2014年，
以经营超市为主的快消品百强企
业销售增长6 . 5%，门店增加5%，比
百货业高。便利店销售增长较快，
全国排名前55家的便利店门店数
增长7 . 8%。

专家建议

经济半年考

本报记者 李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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