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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 国际
2019
€371 亿
销售总额

4.35%
营业收入增长
按恒定货币计算

€4,969

每平米平均年销售额

48 国家
13,320 门店数
745 万 M2 零售销售面积
1400 万 每日服务顾客数
370,000 SPAR 员工
107 零售批发成员
253 物流配送中心
208 新店
560M2 平均门店面积

SPAR 中国
2019

￥122 亿
销售总额

2.16%
营业收入增长
按恒定货币计算

￥15,061
每平米平均年销售额

41 城市
384 门店数
81 万 M2 零售销售面积
42 万 每日服务顾客数
50,000 SPAR 员工
8 零售批发成员
15 物流配送中心 + 中央厨房
31 新店
2,109 M2 平均门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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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稳步增长
SPAR中国15载 再启新篇章

近年以来，随着新零售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类创新
业态的起起伏伏，中国零售行业竞争可谓愈发激
烈、市场愈发复杂，SPAR中国成员凭借多年在门
店营运、物流配送等零售基本面的稳扎稳打和扎
实内功，在困境中得以平稳发展并日益壮大。
作为全球化的品牌却由本地零售商构成，SPAR的
这种“全球本地化”模式在中国尤为特别。在中
国，各地的本地零售企业其实占据着中国大部分
的零售市场份额，通过保持本地零售企业的独立
性和灵活性的同时、联合大家的力量，这样的模式
在全球零售业内已经是趋势，也将是中国零售业
接下来的发展方向。
SPAR中国一直着重回归零售基本面，并致力于通
过3大支柱战略借力SPAR国际资源支持我们的成
员伙伴，即 1. 通过供应链打通提升盈利能力，
“团
结”力量；2.通过物流及运营改善生产能力，
“顾
客”为本；3.通过品牌提升客流及扩张能力，
“同
一品牌”同一声音。

2 0 1 8 年 底 ，时 值 S P A R 进 入中 国 市 场 1 5 载 之
际，SPAR中国大家庭的成员企业们决议联手共同
打造一个新的供应链平台，并且就四大业务板块（
资产设备、品牌商品、自有品牌、进出口贸易）开
展联合采购业务，充分利用大家集合而成的规模
优势，改善并提升与各供应商伙伴之间的合作质
量，实现在硬件设施方面降低成本，以及商品采购
上挖掘新的潜能，进一步稳步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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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年，SPAR中国成员新开SPAR门店31家，
将SPAR门店在中国的总数由2018年的353家发展
壮大至384家门店，SPAR门店总销售额达122亿
人民币，同比增长2.16%。
（SPAR中国成员实际运
营门店总数超千家，此处所统计门店仅为使用了
SPAR品牌的门店。）同时，在原本8家的物流配送

中心的基础上，另外2处新的物流配送项目也得以
启动，目前部分已完成并投入使用。

发展供应链平台

2019年，上海世伴供应链有限公司迅速完成团队
组建并开展业务，致力于将来为SPAR中国成员企
业打造连通零售上下游资源的供应链共享平台。
这也是SPAR在诸多国家的运营模式和经验所得。
设备资产

资产设备供应的统一不仅是为了做到联合体量降
低成本、同时也为了有效提升后期服务、合理配置
资源。对各方来说也做到单点接触、降低沟通成
本、提升效率。截止2019年底，已完成了8大类设
备的联合采购，平均实现了10%左右的成本降低。
品牌商品

与品牌供 应商的合作 不只 是 为了更有优势的价
格，更是共同探讨如何提升合作品质。在获得价
格优势的情况下做到产品销量提升及下沉至更广
阔市场，实现共赢。
自有品牌

根据中国市场特点，结合SPAR国际“品牌金字塔”
定义了属于SPAR中国特有的自有品牌战略规划，
并根据不同区域的消费习惯开发适合当地市场的
自有品牌商品。至2019年底，近300个单品的产品
规划也得以完成。

SPAR 一词源自以下荷兰语:
Door eendrachtig

Samenwerken Profiteren Allen Regelmatig

Through United Co-operation All Shall Benefit
联手合作 大家获益

源自欧洲
87 年历史
植根中国
15载累积

SPAR是一个国际性零售集团，由全球各地独立持有及运营的零售商及批发贸易商们组成，并共同在SPAR品牌之

下，为我们所服务的本地社区提供高质量、高性价比的购物体验。自1932年在荷兰成立第一家门店以来，SPAR经
历了87年的快速发展，目前在全球4大洲48个国家拥有13,000多家门店，成为世界性的食品自愿连锁体系。

2004年进入中国市场后，带领中国本土零售企业发展自愿连锁经营模式。截至2019年底，拥有SPAR山东、SPAR
广东、SPAR北京、SPAR四川、SPAR河南、SPAR河北（张家口）、SPAR云南、SPAR河北（石家庄）八大合作成员。

2018年，SPAR中国成员经过了15年营运及物流等硬件方面的稳步发展，共同投资成立了一家供应链公司，致力
于通过联合谈判及采购，进一步助力SPAR中国成员乃至其他合作伙伴，在接下来门店扩张、商品竞争力等领域更
进一步。

进出口、贸易

借力SPAR全球优势，充分利用SPAR中国体量开展
国内外优质商品源产地直采，实现优质低价的进
出口业务。同时也开展各类商品贸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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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的发展模式及服务范畴

提高品牌知名度

借力国际网络

运用规模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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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

联采

1	不断扩张实现高增长

2	推动 零售 发展与创新
3	商品 采购 创造价值
4 整合资源 扩大联采

再投资产生更高价值
6

采购

服务范畴
品牌

5	开展 供应链 体系合作
6	共同推动 品牌 建设

7	搭建国际人才培养平台 促进优秀 人才 成长

SPAR中国三大支柱

零售

八大

人才

发展模式
扩充资源与服务

负责任零售

扩张

8	利用国际平台扩大本地活动影响力 做 负责任 零售商

和近年许多其他产业一样，中国零售业经历着巨大的
变革。但零售的本质从未改变：价格、质量与选择。

SPAR中国成员一贯秉持展望未来规划发展的同时，
不忘回顾过去SPAR在中国的宝贵积累和经验总结。

通过充分考虑和审视中国零售业现状以及SPAR中国
15年来的方方面面，SPAR中国成员共同确立了三大
支柱战略（盈利能力、生产力和流量），为未来的发展
提供参考、指引方向。
三大支柱战略规划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也在2019年的
实践中得以充分证明。尤其是绿色支柱的具体成形，
成为SPAR中国发展历史上又一里程碑。
经过多年稳步打造零售核心硬实力，SPAR中国的成
员们不断发 展壮大。现在，他们开始重点提 升自己
的“软实力”，即供应链体系。而零售供应链才是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也将是中国零售业的下一个趋势。

绿色支柱：合作力量（盈利能力）

盈利能力

绿色支柱的主体主要是2019年初顺利组建的SPAR中
国供应链公司团队，旨在进一步团结所有现有和未来
的SPAR合作伙伴以及其他中国的本土独立零售商，实
现合作力量；连接上游供应商和下游零售成员；开发
自有品牌产品，以满足零售成员和客户各自需求。共
同实现这一愿景的4个业务范围包括产品、资产、自有
品牌和进出口。

“合作力量”

供应链
运营

蓝色支柱：顾客服务（生产力）

顾客的购物体验是SPAR成员零售商的首要任务。对
现代高质量购物环境以及产品和服务需要给予足够
的重视，这也就意味着门店和物流中心内需要绝对高
标准的专业化、现代化管理和操作。SPAR中国成员将
继续共同努力改善零售业务，提升零售生产力以满足
顾客日益增长的需求。

自由品牌
联合谈判

生产力
“顾客”

流量
零售发展

“一个品牌”

红色支柱：一个品牌（流量）

作为 全 球 性自愿 连锁体系 之一，过去 十 年中SPA R
在中国稳 步发 展，到目前，在考虑 所有成员的情况
下，SPAR中国成员总量已经在中国的食品零售商中排
名前十。接下来，SPAR中国将进一步加强品牌建设与
推广，以“新鲜、多选、优质和服务”的品牌优势，吸引
更多消费者，提升消费者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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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激情的

中国独立零售商

稳步扩张

S PA R 中 国 成 员 2 0 1 9
1. SPAR山东（128家SPAR门店）

山东家家悦成立于1995年，2004年加入SPAR，目
前已满15年

作为SPAR中国的第一位成员，截至2019年底，

SPAR山东在山东全省8个城市拥有128家SPAR门
店，以及600多个家家悦门店。SPAR山东一直在优

化门店规划，关闭表现不佳的门店，并在2019年实
施大规模的扩张计划，以进入更多的新兴发展区

域。并且继与张家口福祥超市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后，2019年11月，家家悦集团以2.1亿投资安徽快
乐真棒商贸集团31家门店，收购75%股权，正式进

6

军安徽市场。此外，2019年12月6日，家家悦连云

3

港吾悦广场店的盛大开业，标志着家家悦正式进
军江苏市场。

8

5

1

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发布的2019年中国
连锁百强榜单，SPAR山东家家悦位列第26位，集

团运营门店共790家，较2018年销售增长11.7%。

而在同样由CCFA发布的2019年中国超市百强榜单
中，SPAR山东家家悦则位列第9位，是销售额、门
店同步实现两位数增长的21家超市企业之一。

4

2. SPAR 广东（147家SPAR门店）

广东嘉荣成立于1992年，2006年加入SPAR，目前
已满13年

截止2019年底，SPAR广东经营147家门店，2019年
新增门店26家。在市场大洗牌中，受经济环境、消

7
2

费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过去一年零售市场堪称
跌宕起伏。SPAR广东嘉荣凭借着极具特色的差异
化创新和稳健的经营方式，在零售行业进阶中不
断飙升。

2019中国连锁百强榜单中，SPAR广东嘉荣集团
从2018年的第76位，升至2019年的第65位，排名

提升了十一 位，销售增长14.1% 。这是自2012年

入榜以来，SPAR广东嘉荣实现连续 八年稳步攀
升。2019中国超市百强榜单中，SPAR广东嘉荣则

位列第35位。也是销售额、门店同步实现两位数增
长的21家超市企业之一。

3. SPAR 北京（13家SPAR门店）

北京华冠成立于1995年，2010年加入SPAR，目前
已满9年

SPAR北京华冠集团位列2019年中国连锁百强榜单
第79位，较2018年销售增长5.8%，集团旗下运营
的门店总数较2018年增长4.9%至85家（其中SPAR

门店13家），相比2018年榜单上升3位。而在2019
中国超市百强榜单中，SPAR北京华冠则位列至第
50位。

2019年SPAR北京华冠集团加大物流配送方面的
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充分利用自身冷冻仓库，为其
他企业提供物流配送服务。

4. SPAR 四川（25 家SPAR门店）

四川德惠成立于 2000年, 2012年加入SPAR，目前
已满7年

SPAR四川在四川省11个城市拥有25家SPAR门店，
一直稳步发展，并新开、升级多家门店打造更高端
的购物环境，以满足当地顾客对产品质量和良好
购物体验需求的不断增长。2019中国超市百强榜
单中，SPAR四川德惠位列第77位。

5. SPAR 河南（52家门店）

河南三毛成立于1993年，2014年加入SPAR，目前
已满5年

SPAR河南在开封市经营着52家SPAR门店。通过

更好的激励机制调整其内部管理结构，SPAR河南
的所有门店业态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6. SPAR 张家口（15家门店）

张家口福祥成立于1992年，2016年加入SPAR，目
前已满3年

随着第一家SPAR门店于2017年底开业，SPAR张家
口正在稳步增长。并且在2019年通过与家家悦集
团的深度战略合作，在张家口市新开门店13家，扩
张势头迅猛。SPAR张家口将继续加大投资，迎接

31
新开SPAR门店数

2022年冬季奥运会在张家口市的举办。
7. SPAR 云南（4家门店）

云南安宁金方成立于1995年，2017年加入SPAR，
目前已满2年

SPAR云南继2018年开出首家SPAR门店后，2019年
继续推进扩张，新开3家SPAR门店，成为当地消费

者的购物首选地。同时，SPAR云南正在寻找合适
的时机，进入省会昆明。并启动规划物流配送中心
的建设。

8. SPAR 石家庄

惠百真成立于2016年，2018年加入SPAR

惠百真于2018年底加入SPAR中国，旨在河北省

的三个城市内发展SPAR业务：石家庄，邢台和邯
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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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物流体系概览

430,000m

1. 北京 DC & PC

2

2. 烟台 DC & PC

物流配送及中央厨房

3. 威海 DC & PC

总使用面积

4. 青岛 DC
5. 莱芜 DC
6. 开封 DC

7. 成都 DC & PC
9

8. 东莞 DC & PC

1

2
5

6
7

3

9. 张家口 DC（新）
10. 淮北 DC（新）

4
10

物流中心 DC
中央厨房 PC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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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PAR 山东 家家悦
济南
淄博
莱芜
烟台
威海
青岛
泰安
滕州
滨州
莱州

2. SPAR 广东 嘉荣
清远
佛山
广州
东莞
惠州
梅州
中山
珠海
郴州
茂名
黄江

2019 SPAR门店分布城市

4. SPAR 四川 德惠

5. SPAR 河南 三毛

达州
巴中
广元
广汉
南充
南部
遂宁
阿坝州
成都
眉山
乐山
凉山州
甘孜州
阆中

开封

6. SPAR 张家口 福祥
张家口

7. SPAR 云南 金方

6
3
8

1

8. SPAR 石家庄 惠百真

5
4

3. SPAR 北京 华冠
北京

安宁
蒙自
开远

7

2

41
门店分布城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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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发展

在中国

15

年

2004年，SPAR在中国商务部和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的邀请下进驻中国，帮助中国本土零售商发展自
愿零售连锁模式。SPAR开创了中国本土零售商自

主所有、联手合作与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零售商
开展竞争的模式。截止2019年，SPAR在中国8个省
份及地区41个城市拥有380多家门店，拥有员工5

万多名。SPAR中国合作伙伴在全国拥有10多座大

锁百强”榜单中，SPAR中国有3家成员多年稳居百

在坚持发展原有业务的基础上，SPAR中国成员不

SPAR山东家家悦集团以28,951,320,000元销售规

如SPAR山东在继2018年底收购河北张家口福祥

强榜单，并逐年增长攀升：

模位列榜单第26位，销售增长11.7%，集团运营的
门店总数增长7.0%至790家。

SPAR广东嘉荣集团以7,378,090,000元销售规模位

型现代化配送中心，而且还在不断加大投入力度， 列榜单第65位，销售增长14.1%，集团运营的门店
总数增长21.5%至147家。相比2018年榜单上升11
发展现代化物流供应链体系。
SPAR中国联合地区零售商发展SPAR中国集团连
锁，联手扩大经济规模、分享本地化和国际化资

源，旨在帮助这些本土拥有和经营的连锁超市应

位。

SPAR北京华冠集团以5,859,670,000元销售规模
位列榜单第79位，销售增长5.8%，集团运营的门店

断扩张新的区域：

超市进军河北市场后，2019年11月成功牵手安徽

快乐真棒商贸集团有限公司，正式进军安徽市场；
而12月连云港吾悦广场店的盛大开业，则标志着

家家悦正式进军江苏市场。站稳山东本土市场后，
不断发力向周边省份辐射。物流方面，2019年10月
份，山东烟台综合物流园部分投入使用，园内规划

建设了区域常温仓、区域冷藏仓、区域冷冻仓、全

国常温仓和生鲜加工中心等，是满足连锁超市物

形式，给各合作伙伴提供市场调查、店铺设计、品

流仓储与配送需求的大型物流综合体。
同时，SPAR
总数增长4.9%至85家。相比2018年榜单上升3位。 山东在信息技术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与SAP合作
近年来，中国零售行业竞争愈发激烈、市场愈发复 部署数字化信息技术平台。其中包括中央管理、业

购平台、配送中心、供应链优化、自有品牌产品开

送等零售基本面的扎实内功得以平稳发展。

对零售业国内外竞争环境。SPAR中国通过多种
类管理、顾客管理、先进的运营经验、国际化的采
发、A类品牌联合采购、各种培训、市场营销以及成
员间的深层交流等全方位的服务。

经过多年稳步打造零售核心硬实力，SPAR中国成

杂，SPAR中国成员却凭借多年在门店营运、物流配

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商品销售、商品运输、和财

而同样由CCFA发布的“2019中国超市百强”榜单

2019年，SPAR广东嘉荣加速推动规划落地实施集

中，SPAR中国4位成员稳居榜单，按2019年度销售
规模排列：

员不断发展壮大。2019年，成员企业们稳中求变， SPAR山东家家悦（第9位）
着重打造的供应链平台的同时，新开门店31家。
SPAR广东嘉荣（第35位）
在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根据“2019年行业基本

情况及连锁百强调查”结果发布的“2019年中国连

SPAR北京华冠（第50位）
SPAR四川德惠（第77位）

务核算管理等多个管控系统。

团在2018年制定的2018-2022全新五年发展计划，
将粤区市场辟为“四大区（粤中大区、粤西大区、粤

北大区、粤东大区）”发展，实现结构性增长。例如
成立SPAR嘉荣韶关分公司大力发展粤北大区，拓

展了韶关、清远和肇庆三大地区的业务扩展，同时
大力发展周边湖南等省份城市的品牌授权加盟。

年发展

SPAR北京华冠集团深耕北京西南，主打社区零售

商业，并于2019年开展社区商业的新思考，尝试
人性化创新探索，打造出“市集”新业态，以传统市

集形式、超市管理规范，在传统的门店购物以外，
融入理发、各类生活服务，真正做到社区一站式消
费。
以“烟火气”赢得社区消费者的心。

SPAR四川德惠则通过不断努力提升门店定位与标
准，在2019年着重发展“邻你超市”高端精品门店

业态，精确瞄准对美好生活追求及期待日益增长

的本地中产消费群体。这也顺应了成都本地消费
市场不断升级的潮流趋势。

SPAR云南安宁金方集团，在2019年亦是稳步扩
展、扎根当地消费习惯、顺应本土市场节奏，陆续
更新升级位于蒙自及开远门店，秉承SPAR理念为
当地社区居民提供优质购物及便捷生活服务。

毫 无 疑 问，在 这 市 场 变 幻 莫 测 的 2 0 1 9 年，各 地

SPAR中国成员依然秉持着在联手合作的基础上，
各自针对本地市场特色，因地适宜找到最适合自
己的零售发展、扩张之路。同时，在门店中引进新

零售管理系统和无现金支付设备设施（扫脸支付、
手机应用、电商平台等等），为线下消费者打造数
字化的现代零售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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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平台

SPAR中国供应链

联合采购
打造连通零售上下游资源的
供应链共享平台

资产设备

进出口、贸易

定义了属于SPAR中国特有的自有品牌战略规划， 更是共同探讨如何提升合作品质。
在获得价格优势

本、同时也将有效提升后期服务、合理配置资源。
对

国外优质商品源产地直采，实现优质低价的进口业

自有品牌商品。

实现共赢。

企业重复洽谈的沟通成本，并扩大自身市场份额。

品集采计划，以及各类品牌新品上市，和各类全国

产设备联采确定为首要任务，以支撑SPAR中国成

自有品牌

品牌商品

根据中国市场特点，结合SPAR国际“品牌金字塔” 与品牌供应商的合作不只是为了更有优势的价格， 资产设备供应的统一不仅做到了联合体量、降低成
并根据不同区域的消费习惯开发适合当地市场的

的情况下做到产品销量提升及下沉至更广阔市场， 供应商伙伴来说也做到了单点接触、免去与各成员

2019年，供应链平台根据完成超300SKU商品的开

除与大品牌商洽谈之外，供应链公司还将开展大单

发计划，同时确立了自有品牌商品开发的三个维
度：

一、依托SPAR国际强劲自有品牌资源，结合国内实
际情况，充分挖掘、引入SPAR国际畅销、优质产品

二、利用SPAR中国成员已有资源，选取各地区优势

商品、厂商，开发并推广至SPAR全国体系内。在现
有基础上，扩大定量、获得更好价格。

联合促销计划。

2019年，在团队组建完成后，供应链公司即刻将资
员在接下来几年内的强劲扩张计划。截止2019年

底，已完成了8大类别的联采谈判及合同签署，实
现平均6%的成本节约。

建立在这些前期的谈判和切实落地的经验上，供应
链公司将继续在2020年联合各地区成员，开展超

借力SPAR全球优势，充分利用SPAR中国体量开展
务，帮助SPAR中国成员进一步丰富商品种类，提高
商品性价比。

另外，针对其他SPAR国家对优质“中国制造”商品
的采购需求，供应链公司将利用平台优势和渠道资
源，开展出口业务。

同时，利用各SPAR中国成员企业的线下渠道优势，
开展各类价美品优的商品代理、贸易批发及销售等
业务。

过30个类别的设备资产联合招标。

三、发挥供应链公司平台优势，根据各地区需求，结
合市场趋势及畅销新品，开发差异化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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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2019 CHINASHOP 中国零售博览会

SPAR是一个由全球各地独立持有及运营

会（2019CHINASHOP）在山东青岛世界博览城盛大

零售集团

的零售商及批发贸易商们组成的国际性

11月7日，为期三天的第二十一届中国零售业博览

开幕。本届展会展览总面积达13万㎡，参展企业近

千家，在业内具有极高影响力与宣传效应。
SPAR中

国借此次博览会之际，首次通过展厅面向中国零售

107

业界展示SPAR这一全球性自愿连锁体系自1932年

成立以来在全球的发展壮大，以及自2004年进入
中国后，15年的稳步发展与积累。八块展板按时间

个成员共同经营的国际品牌

轴的顺序依次展示了SPAR中国合作成员的发展状
况，而四块更大尺寸展板则是将SPAR中国供应链
的四块业务集中醒目展示，这也是SPAR中国供应

链自2018年CHINASHOP期间宣布成立后的一周年

里程碑。
本次参展极大加强了SPAR品牌的知名度。

2019 SPAR国际物流技术峰会

欧洲田径锦标赛主赞助至2027年

2019 SPAR国际年会

国以及SPAR国际物流与信息技术峰会（LOGIT）在

年的新合约，直到2027年。SPAR国际自1996年成

在斯洛文尼亚拉开帷幕，全球48个国家的200多位

10月14至17日，由SPAR山东家家悦承办的SPAR中

2019年，SPAR国际和欧洲田径协会续签了长达8

美丽的山东威海顺利召开。峰会吸引了来自欧洲、 为欧洲田径协会的主赞助商以后，这也是首次双
非洲、中东及亚洲的十六个国家、三十个成员企业、 方一次性签署长达8年的合约。赞助欧洲田径锦标
一百五十多位代表参加，是SPAR物流峰会近年来

赛这类重大体育赛事活动，为SPAR在全球范围内

极分享本国物流、零售经验，深入分享与探讨，尤其

球的知名度。
作为负责任的零售商，SPAR一直致力

参会人员最多的一届。
会议期间，SPAR各国代表积

对中国零售物流技术现状有了新的认识。
本次会议
也引来业内广泛关注，及多家媒体的跟进报道。

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品牌曝光率，提高了SPAR在全

于为顾客提供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与欧洲田径

5月19日，为期一周的第64届SPAR国际年会正式

87

年全球品牌历史

SPAR同仁参加了此次盛会。来自SPAR中国8大地

区的合作伙伴们在年会上与来自全球的SPAR同
仁交流前沿零售概念，分享创新商业模式，将国际

先进管理模式带回国内进行探索，进行本土化应
用。一年一度的SPAR国际年会是SPAR全球大家庭

展现各成员之间凝聚力和品牌归属感的标志性时

协会的合作，SPAR将更深入地推广健康生活方式。 刻，也体现了SPAR全球成员同行共赢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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