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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艳 通讯员 周瑶

“服务员， 来一个汉堡， 一对香辣鸡
翅。” 市民吴宇在肯德基长沙开福区东风
店点了一份午餐， 1分钟内到位。吴宇不知
道，他手里小小的汉堡原料竟是由来自福
建的鸡肉、东北的面粉、江苏的生菜、广东
的调料制作而成，这也标志着谷物生产加
工、肉鸡养殖加工、蔬菜种植加工、酱料生
产、产品包装、物流配送和餐饮加工服务
等诸多企业合力打造的产品即将完成它
的使命。

从农田到餐桌，如何吃得安全？在这
条如此之长、复杂的供应链中，到底都有
些什么门道和疑难杂症？近日，中国肯德
基餐饮健康基金第七届学术研讨会上，中
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
心研究员陈君石，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秘
书长马勇，与百胜聚焦“供应链管理”，从
什么是供应链，到行业供应链现状，再到
供应链管理进行了全面介绍，掀开了其神
秘面纱，清楚地摆在了公众面前。

百胜餐饮自曝供应链管理内幕
439人组成的专业团队管理400多家供应商

大型连锁餐饮企业的
供应链管理主要有两种模
式， 一种由终端企业直接
管理供应商； 另一种是终
端企业只对应一级供应
商， 一级供应商再去对应
上游诸多供应商。对此，苏
敬轼坦言“供应商都是要
管理的。交给别人管，还是
自己管， 这是一个取舍”。
“交给别人管， 我们不放
心。所以只好我们自己管，
当然这样更辛苦， 这叫自
讨苦吃”。

这里有一组数字：中
国百胜包括采购、 品质管
理、食安办公室在内由439
人组成专业团队，管理400
多家食品及相关供应商。

马勇也认同百胜的选
择， 他认为，“像手机电脑
汽车这样的， 对消费者的
身体健康和安全的影响并
不那么直接的产品， 在中
国更适合采取一级供应商
模式， 因为即便产品已经
销售到消费者手上， 出现
问题仍然可以召回。 但餐
饮企业不行， 在中国最好
采取直接管理供应商的模
式， 不能把风险都压在一
级供应商身上。”

没有竞争， 哪来的品质
保证？ 由市场来决定优胜劣
汰。 另外这样也可以对采购
人员形成约束， 不容易出现
腐败现象。

竞争过程中躲不开的一
个话题是比价。 有种说法认
为，正是因为终端企业过度杀
价才导致各种产品质量、安全
问题。 对此苏敬轼毫不避讳，
“没有比价， 谈何市场经济和
有序竞争？ 关键是智慧思考，
聪明比价。任何一个看重长期
健康发展的企业都会努力摒
弃单纯追求低成本高利润这
一饮鸩止渴的方式”。

通过多年实践， 百胜摸
索研究出的“软性比价”是百
胜供应链管理的一大特色。
所谓“软性比价”，在质量为
先的前提下，根据食品安全、
质量和商务审核的总体绩效
结果， 供应商需要先获得资
格， 然后以起始份额来进行
竞标。 百胜对竞价最低的供
应商提供奖励份额， 其他供
应商则有机会跟标， 但会拿
到较少的份额。 但一次竞标
失利的供应商还有机会下次
赢回份额。 百胜鼓励供应商
在产品质量和服务上进行竞
争。 可以说这种设计避免了

过大的激励造成供应商恶
性、过度竞标。

“对大型餐饮企业，现在
供应链越来越复杂，因为其复
杂性，就容易出问题，社会对
这点必须有充分认识。” 陈君
石院士指出，目前餐饮业面对
供应商是最伤脑筋的一件事
情， 而不是餐饮本身的业务，
它的风险都来自于供应商，所
以餐饮企业就必须投入更多
的力量， 来管理这些供应商。
鉴于现在供应链的复杂性，陈
君石认为，归根到底要呼吁供
应链的每一员要讲诚信，食品
安全问题才能越来越好。

要不要采用一级供
应商模式？

焦点二 要不要引入竞争机制？如何避免过度竞争？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畅谈供应链管理。

供应链管理≠采购。百胜餐饮集
团中国事业部首席供应链官陈玟瑞
的主题演讲首先开宗明义。 指出：供
应链管理并非简单的采购。对大型餐
饮企业而言，每天面临数量众多且种
类繁杂的采购需求，只有通过科学系
统的管理才可能满足、保证几千家餐
厅供应的高效、稳定与安全。在随后
的主题讨论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
石、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马
勇，以及中国百胜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苏敬轼展开了热烈讨论。

什么是供应链？

要论最具号召力的贺岁大
戏，非《一步之遥》莫属。民国风情
浓郁的“花国大选”、美轮美奂的
华美服饰、风姿绰约的摇曳身姿、
珠光宝气的奢华饰品， 随着电影
热度的飙升， 看着剧中角色们使
出浑身解数， 以期在评选中脱颖
而出，“一步之遥” 成为年末最热
流行语。

在中级家轿领域， 与姜文的
电影类似，一场大戏早已开始。各
品牌车型在产品功能、 情感价值
等方方面面展开全面竞争。 面对
消费理念日益成熟的情况， 各车
型到底怎样才能跨过产品与消费
者之间“一步之遥”的距离，正中
消费者的心？
中级车市流派众多 家用占主流

从 2005 年至今，中级家轿一
直扮演中国车市中坚力量的角
色。 目前中级家轿在乘用车市场
的份额超过 40%， 整个中级家轿
市场聚集了 20 多个品牌、100 多
款车型。 而单一车型销量 TOP10

榜单中，今年以来新轩逸、朗逸、
速腾、捷达、凯越等车型不仅占据
了半壁江山， 还长期稳居榜单前
列，市场影响力可见一斑。

主打性能与技术的大众车
系， 凭借品牌和操控的双重吸引
力， 近两年取得了优异的市场表
现。雪佛兰科鲁兹、长安马自达昂
克赛拉、 广汽丰田雷凌等车则强
调运动特性， 并搭配时尚动感的
外形，迎合年轻消费者的口味。

纵观市场， 在中级家轿里占
据主流地位的， 仍然是以家用为
主体的车型， 这也与该细分市场
的主流消费人群特点相契合。 中
级家轿的消费者多为 80 后，他们
告别了年少轻狂的时期， 结婚生
子，家庭成为他们生活新的重心。

而这类车型以东风日产新轩逸为
首，将家用放在首位，力求将均衡
的产品力和家庭用车情况有机结
合，尤其在舒适性、节油性、安全
性这些家庭消费者最关注的方
面，带来更优越的体验，从而获得
他们的青睐。

不仅如此， 原本注重操控的
明锐、速腾等车型，也以更大的空
间和更好的舒适性满足消费者不
断提升的家用需求， 而今年换代
后势头火热的丰田新卡罗拉，也
鲜明的打出家庭旗号， 得到了不
少消费者的认可。
情感到位 才能步步为“赢”

中级家轿在产品力层面可
谓各有千秋，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
消费理念的转变，人们在购车时倾

向于为情感“买单”，产品的情感价
值拥有不可估量的吸引力。 基于
此，中级家轿通过将情感价值与产
品性能结合，以期跨过产品与消费
者之间最后的“一步之遥”，取得消
费者的垂青。

目前市场消费主体逐渐向80、90
后人群过渡，近年来针对年轻群体推
出的中级家轿可谓层出不穷。 例如今
年5月上市的马自达昂克塞拉，以“我
的智美伙伴”作为车型定位，塑造对年
轻群体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情感纽带，
而同样面向年轻消费群体的广汽丰
田雷凌，在面世之初就旗帜鲜明地打
出了“不妥协”的口号。 不仅请来好莱
坞著名导演执导雷凌微电影，上市发
布会更将“金刚狼”请到现场，赚足了
年轻消费者的眼球。 上市以来月均万

辆左右的销量也是对雷凌主打年轻
市场的良好反馈。

除了年轻化，由于中级家轿消
费多为家庭购车，家庭、家人的温
情也是车型着力突出的一点。 今年
全新改款的一汽丰田卡罗拉，凭借
“我，就是卡罗拉”的全新形象，在外
形、空间、操纵、油耗、安全和品质方
面集体向家用化情感诉求靠拢。 而
作为家轿引领者的新轩逸，始终将
“越级款待”作为情感诉求，不仅款
待车主自己，更款待家人，收获了
广大消费者的好评。

具体而言， 新轩逸秉承为
家而生的产品力优势， 无论是
CVT技术带来的顺畅操控性和绝
佳经济性， 还是真皮包裹的Mul-
ti-Layer仿生学座椅、 双区独立空
调、 后排出风口等舒适性配置，都
大幅度提升了消费者的便利性和
舒适性，不仅款待自己，更款待家
人。 今年中，新轩逸也实现累计销
量突破百万的壮举，同时以月均超
2.3万辆的成绩领跑销量榜。

不难发现， 想要获得消费者
“芳心”，一方面需要在产品细节和
配置上具备深厚实力，另一方面更
要关注、 满足消费者的情感诉求，
只有这样才能越过消费者对产品
的最后一轮考验。 而新轩逸正是凭
借这看似一步之遥的优势，成为正
中消费者红心的家轿首选车型。

中级家轿激战正酣：如何正中消费者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