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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论坛
相较于新合作集团的其他出资企业
而言，张家口新合作公司显得并不那么出
众，资产总额仅有 3.53 亿元，总营业面积
5 万多平方米,现有员工 300 多人，直营年
销售额约 3 亿元。 然而，就这么一家小公
司，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零售业环境中，心
无旁骛，稳扎稳打，苦练内功，扎实发展，
实现了公司平稳健康发展。 就此，记者专
门采访了张家口新合作公司董事长王振
—
峰——
记者：王总，在新合作十多年来的发
展过程中，张家口新合作公司一直坚强地
屹立于浪头， 并保持着勃勃的发展生机，
请问公司这些年来能够保持健康平稳发
展的秘诀是什么？
王总：张家口新合作公司 2004 年成立
的时候， 仅有的资产是供销社改制时职工
买断拿回的 30 万元现金。 当时，我们贷款
买下国华商场， 靠几十个人经营一家东风
鞋业城，逐步发展经营超市，到 2006 年公
司增资扩股， 股本增加到 100 万， 到 2007
年新合作集团参与注资时， 净资产已达
1100 万。在此基础上，新合作集团分两次注
资后，我们开始买地，盖卖场大楼，建配送
中心，开连锁超市，规模和实力得到了快速
发展。 也就是说，历经 12 年半的时间，我们
这个企业从 30 万元起家，到现在的净资产
总量 3 个多亿，注册资金 4200 万。
张家口新合作公司这些年保持稳健
发展，靠的就是工作细致扎实。具体来说，
一是决策不能拍脑门，学习别人的经验学
精髓，不学表象。 比如你看人家开了 2 万
平米的卖场， 那我也要开 2 万平米的，不
要这样去赶，去学；我们要研究人家为什
么开 2 万平米而不是 3 万平米的，或者是
1 万平米的，那肯定是跟其位置、人口、消
费等等有关系的。 又比如，人家建设那种
很大很现代化的配送中心，我们虽然觉得
很好，但是支撑大型现代化的配送需要很
多与之配套的东西，最直接的就是其使用
量是不是和投入成本相符，也就是说投入
必须跟产出相配套，否则，就是资源浪费。
1997 年，我们当时开东风鞋业城，学的是
本省某县供销社的一家专卖店模式，到现
在我们经营鞋城 19 年了， 而那家专卖店
早就关门了。 那时候我们每年去人家那
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当然后来发现了他
们很多问题，就不学了。 我学习到的精髓
就是人家经营的专业化和规模化，一改当
时供销社的小而全，变为大而专。回来后，
我们开鞋城，效益非常好。 二是一定要完
善管理细节。 其实，早在 2003 年的时候我
们就在东风鞋业城搞 ISO9000 质量体系
管理认证，也就是企业的程序化、制度化
管理，那时候河北省零售业中我们是第一
家搞 ISO9000 认证的，当时认监委的一个
主任还不怎么理解，他说一般工业制造业
企业普遍在搞认证，你们一个供销社的鞋
店就搞这个认证，有必要吗？我认为，一个
企业要长久发展， 靠人管理是不行的，必
须要靠制度化管理。如果一个企业的兴衰
寄托到一个人的身上，此人在，企业就活
下来，此人不在了，企业就死掉了，说明这
个企业是不成熟的。 所以，要打造百年企
业，不要因为某个岗位受某个人的缺失而
受影响。质量管理体系的核心就是将企业
的整个运行管理程序化制度化，企业的经
营就是个链条， 如果每个环节都有据可
查， 每个人把各自岗位的工作做到位，那
么这个企业的经营是没有问题的。
记者：多年来，张家口新合作公司利
用在当地连锁经营的优势，积极实施“产
销对接”， 在为农服务方面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 请您谈谈在这方面开展的具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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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扎稳打 扎实发展
实现企业社会、经济效益双丰收
——
—访谈张家口新合作公司董事长王振峰

作，以及您的体会？
王总： 张家口新合作公司 2009 年开
始组织实施“农超对接”，公司与当地专业
合作社、农产品加工企业、种植大户合作，
组织水果、干果、蔬菜等 10 多个大类的生
鲜农产品进超市销售。 2010-2011 年，公
司将产销对接业务由涿鹿县内拓展到张
家口市区，实施惠民蔬菜销售，实现了全
市蔬菜价格大幅下调，受到广大市民的欢
迎和政府认可。 2011 年底，市政府在涿鹿
县组织召开全市蔬菜销售现场会，在全市
及全省推广“新合作模式”。 2012 年，公司
在张家口市各社区建立了 20 家社区连锁
菜店，真正让市民吃到了安全、放心、优质
低价的蔬菜。 到 2013 年，与我们合作的生
产蔬菜、各种水果、肉禽蛋、食用菌等上百
个品种的专业合作社有 50 多家。 为了提
升了产销对接效果，公司多次组织由专业
合作社及种植大户参加的产销对接洽谈
会，提出销售需求，诸如对品种、产量、销
售时间和质量等要求，专业社按照需求进
行种植， 解决了对接过程中种植无规划、
品种单一、 产品集中上市等诸多难题。
2013 年 9 月， 公司帮助当地果农解决鸭
梨销售问题，被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经
济半小时》报道，树立了很好的企业形象。
2014 年，我们以投资入股的方式获得 100
亩专业合作社基地， 现在种植已三年了，
第一年是亏损的，去年亏损减少，今年预
计不会亏钱。 加入合作社有这样的好处，
拥有种植主导权，实施标准化种植，这样，
我们就顺利地进行了绿色认证。 从今年 6
月份开始，我们已着手在做几种蔬菜的质
量可追溯体系，已注册了“新合作”商标。
现在，我们可以打出“新合作”基地蔬菜的
品牌了， 可以带动周边百姓按标准来种
植，贴我们的商标，规模化进一步形成，将
来，我们就有能力向北京等地大批发商销
售蔬菜。
这些年实施“产销对接”，我最大的体
会就是，这个事就是我们“新合作”的事，
符合我们新合作“为农服务”的企业宗旨。
关于“服务”，很多人有误区，认为搞服务
就是让利给老百姓，就挣不了钱。我认为，
作为企业，是必须要有效益的，让利给老
百姓不等于不要利， 只是说不要谋暴利。
可以这样说，一个好的企业，在谋求自己
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首先是要服务好老百

姓，服务好消费者，这是最基本的道理。
记者： 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
下，企业的店铺租金、人工费用等经营成
本在不断上涨，通过不断提升内部管理来
提高经济效益成为企业管理者面临的最
重要课题，请您谈谈张家口新合作公司在
加强管理、提升效益方面的所采取的一系
列措施？
王总：一直以来，我们苦练内功，不断
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包括优化绩效考核
办法、 加大员工培训力度以提高员工素
质、优化商品结构管理、加强生鲜标准化
管理以及加强内部控制以降低各种费用
等各种措施。 东风鞋业城早在 1997 年就
开始工资改革了，已经形成了一套全新的
分配方式，即按销售额、毛利和销售鞋双
数（显示市场占有率）三个指标全额提成
工资，没有保底工资。但是，在超市全部照
搬这个办法还不行， 因为各个岗位不同，
比如卖米面油的和卖化妆品的， 同样卖
200 多的销售额， 其劳动量相差是很大
的。今年 3 月份，我们改变原来年销售提
成（基本工资和提成）为以坪效和劳效来
提成，采用工资打包分蛋糕的办法，按组
别制定不同的提成比例（提成是按几年来
的毛利和销售额为依据计算的）， 组别提
成总额是定数，是一个大蛋糕，分蛋糕的
人数根据情况组长可自行调整， 这样，淘
汰了一些低效人员， 解决了劳动效率问
题，方案实施 5 个月，效果明显，员工工资
提高了，销售额上去了，现在没有店长或
组长再来要求增加人员了。8 月份， 我们
着手改制部门的分配制度， 比如采购部，
按照小组的有效采购量， 将整个费用打
包，这样其采购额度和有关费用跟其收入
直接挂钩；主食厨房，按销售量和毛利发
工资和奖金。明年，我们将开始对财务部、
运营部和电商部改制，财务部要下财务绩
效和费用控制指标， 达到资金的有效使
用，我们打算做供应链金融，把资金经营
起来，创造收入。运营部的收入要和他相
对应的超市部门经营挂钩，使营销策划更
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记者：相对于新合作集团来说，张家口
新合作公司体量占比小，规模也不是很大，
您是怎么看待企业规模和企业竞争力的？
王总：首先，我认为规模是相对而言
的，张家口新合作公司在零售行业甚至我

们新合作系统来说，规模是小的，但在当
地来说，规模并不小。另外，企业也不是规
模越大就越强，有好多企业，像巨人、三株
和德隆系等，看起来发展速度很快，规模
也很大，但很快就垮塌了。 所以，我认为企
业“规模”的大小不是网点有多少，资产量
有多大，而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多强。
就发展规模来说， 其实开店容易，销
售额也容易做上去，但要考虑投资，也要
考虑回报， 不能一味地为做大而做大，而
且做“规模”也不一定非得我们直接去投
资，比如说发展加盟店，就可以扩大我们
的销售规模，不用租房子，不用买设备，不
用雇人员，只要配送商品和配置结算系统
即可。 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张家口新合
作已发展加盟店 570 家，每个店每月可实
现配送商品约 1000-2000 元，有的店可以
到几千元。
关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我是这么认
为的，一是要看在当地影响力的大小、市场
占有率的高低、顾客美誉度的好坏，这是考
核其竞争力的最主要的指标。 俗话说，兵不
在多而在精，你开了一万家店，有九千家是
赔钱的，我开了两家店，是挣钱的，别人就
打不倒我。 所以说企业
“
规模”除了形大，更
多是扎实的管理基础、 市场基础和商誉基
础， 是一个综合的东西。 二是要有创新能
力，保持对市场的敏感性，不断地修正发展
完善自己。 张家口新合作当然是发展了，虽
然相比较起来还稍微慢一些， 但从目前来
看，也不是别人能轻易打垮的。
记者：王总，据我们了解，您目前的身
份是国家公务员，同时兼任张家口新合作
董事长，是经过了组织部门的批准，且兼
职不拿薪酬，请问一下，是什么样的动力
或动机来促使您干这项事业的？
王总：首先是工作分工，职责所在。 我
目前的身份是张家口市供销社副处级调
研员，市社对我的工作分工就是负责张家
口新合作在张家口市的推广。 2014 年按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对试点省市县改
革要求，推动网络体系发展，我们新合作
事业其实就是供销总社改革的尝试，实践
证明尝试是有益的、成功的。 我们进行产
销对接，帮助农民解决卖难问题，引起了
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的，觉得新合作这个企
业，应该好好扶持，在全市推广，我的职责
就是推动张家口新合作在本地的发展。
组织批准我担任张家口新合作公司
的董事长，也是出于我熟悉供销社企业的
经营管理工作， 我在供销社工作已经 35
年了，经历了供销社事业曾经的辉煌和一
段时期的困局，以及改制时和职工一起面
临的艰难选择和之后带领大家一起创业
的热情，我的根已经深深地植入到了这份
事业中去了。张家口新合作事业从起步发
展到现在，说真心话，我感觉就如同一个
襁褓中的婴儿，在我们的精心呵护培育下
得到了茁壮成长，现在也能为社会贡献一
己之力了，觉得很欣慰。同时，也深感肩上
的责任重大，未来，我会继续尽心尽力将
我们新合作事业做好、做大、做强。
（本刊记者 张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