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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由酷铺家润多“变身”而来的步步高南湖路店备足商品迎顾

客。 记者 朱蓉 摄

家润多22家经营门店“变身”步步高
长沙已有两家门店重新开业 家润多购物卡可等值兑换为步步高购物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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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响：
市民恢复了往日的购物便利

“超市终于恢复正常营业，
买年货又方便了很多。”1月26
日，家住长沙市南湖路附近金泰
小区的刘阿姨听说了超市重开
的消息， 特意一大早就赶来购
物。对于超市品牌由“酷铺家润
多”更换为“步步高”，她则表示，
“都是湖南的好品牌，挺好。”

在这家以“步步高”之名重
新开业的超市内，三湘都市报记
者看到，曾经大量空置的货架已
被填满， 随着大量客流的涌入，
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据步步高集团近期发布的
消息，该集团已与湖南家润多超
市有限公司就收购其22家经营
权及门店资产达成合作协议。这
些门店主要分布在我省长沙、益
阳、常德、衡阳、郴州等地。

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王填介
绍，为了解决原商圈的消费者购
物的不便，尤其是解决年关逼近
消费者就近采购年货的需求，步
步高将尽快将这些门店恢复开
业，计划在年前恢复10家门店营
业。

回应：
提供优质服务，扩大品牌优势

在业内人士看来，对步步高
来说这将是一次非常优质的交
易。在当地已经经营了长达十余
年的家润多门店，已经培育了大
量成熟的消费者，构筑了良好的
消费生态圈。尤其是有着“湖南
超市店王” 之称的家润多朝阳
店，最高年营收曾达6.5亿元，目
前仍未有门店打破这一记录。

对于此次交易，王填表示，
收购家润多22家门店经营权
及资产后， 步步高将以更好的
供应链、 更数字化的管理、更
优质的服务来经营好这些门
店， 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优质
生活服务。

据了解，步步高此次收购了
经营权及相关资产的湖南家润
多超市的22家门店，主要分布于
长沙、益阳、常德、衡阳、郴州等
地的主城区成熟商圈，门店网络
与步步高集团现有门店布局具
有互补性。

此次收购将大幅减少步步
高门店拓展的时间成本与资源
投入， 将进一步扩大步步高在
湖南地区的规模优势、 品牌优
势， 提升持续盈利能力及综合
竞争力。

背景：
家润多陷经营困局已有数月

成立于2000年的家润多超
市，在2017年度，其主营业务收
入达19.2亿元。2018年， 该公司
旗下门店相继陷入缺货、断供的
局面，引发业内人士和消费者的
强烈关注。

1月17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
在位于长沙市人民西路立交桥
附近的家润多超市朝阳店内看
到，较3个月前，该店店内空置的
货架又多出不少；出口处原本设
置的48个收银机， 也仅有2位收
银员在岗工作。

彼时，一名女性工作人员介
绍， 店铺目前虽然仍在正常经
营，但已基本没有供应商持续供
货，过几天就要歇业。她透露，店
铺员工工资已有数月未能正常
发放，上个月才拿到1400元。

随后，记者在走访了家润多
及其旗下酷铺多家门店后发现，
有的门店已经结业多时，有的也
只是在销售店内仍未卖完的存
货， 经营难以维系成为普遍现
象。这其中，也包括了家润多于
2013年首进五一商圈， 在悦方
ID�Mall负一层开出的长沙第一
代精品超市Hishop。

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了解
到，家润多门店陆续出现断货现
象是由于该公司现金流紧张，供
货商拒绝持续供货而引发。在过
去的几个月时间内，为妥善解决
供应商货款等债务、员工就业安
置等问题， 该公司一直多方洽
谈，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并最终
与步步高达成共识。

对于备受关注的原家润多
近2000名员工的安置问题，步步
高也表示， 将根据员工意愿，妥
善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欢迎
家润多员工继续留在门店工
作。此外，三湘都市报记者还从
知情人士处获悉， 如果门店员
工出于顾虑不愿继续工作，也将
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进行
“N+1”的赔偿。

本报1月27日讯 春节越
来越近了， 过年的各项准备工
作开始进入倒计时。今日，家住
长沙市黄兴北路的邹爹爹推着
车子， 到沙利文八一路店称了
一袋桂花年糕随后离开。

年货：“老长沙”热销
顾客挤满了店铺

对长沙老口子而言， 传统
的老长沙年货一定是记忆中新
年美好的零食回忆，怪味豆、五
香小花片、 奶油发饼……一年
爆发一次的销售高潮， 通常集
中在小年前后。

尽管已临近中午， 记者在
沙利文八一路店内看到， 不到
100平方米的小店内挤了七八
名正在选购商品的顾客，货架
上原本摆放年货大礼包的位
置已有不少空位， 而桂花年
糕、 雪花凉糕等明星产品更是
人手一袋。

此外，如翁不倒、马复胜等
老字号门店的生意也毫不逊色。
位于学宫街的马复胜店外，前
来挑选年货的市民将2米宽的
交易台团团围住， 提货的顾客
需要侧身才能挤出队伍。

店内一售货员介绍， 近一
周时间店内生意特别好，“很多
消费者一买就是五六袋， 多是
走亲戚时送礼用的。”

洗车：价格将上涨
市民忙排队

年前难得的大晴天， 不仅
方便了忙于采购年货的人们，
也让准备开车回家过年的市民
有了放心洗车的机会。

今日10时左右，位于长沙市

开福区二轻加油站附近的洗车
店已排起了长龙，尽管店内3个
洗车员已片刻不停，但仍有5台
车在等待。 而在该店附近的另
外3家洗车店，同样需要排队。

记者了解到，从周末开始，
长沙市内洗车店已纷纷进入
“春节模式”， 有经验的居民纷
纷绕开年前涨价规律， 选择在
小年前洗车或进行内饰美容护
理。 据全橙快车一名工作人员
介绍， 目前小轿车及商务车的
清洗价格为30-35元， 过小年
后，洗车价格至少翻番。

理发：店铺涨价
并延长营业时间

52岁的岳女士经常到开福
区学宫街一美发店洗头，可是，
近日来她发现， 往日洗头加按
摩40分钟的服务时间变短了不
少，“现在不提供按摩项目了，
全过程不超过15分钟， 收费却
没变。”

“客人比平时多了两三倍，
实在忙不过来， 也希望会员理
解。” 该店老板孙先生表示，市
民如果不愿在店里等待， 可以
提前打电话预约， 这也便于理
发师合理安排时间。由于烫发、
染发等项目耗时较长， 多家理
发店贴出营业时间延长至晚上
11点的通知。

同时， 在寿星街一家本港
印象理发店的玻璃上，贴出“春
节加班，每项加收10元”的涨价
提醒。 营业员介绍， 进入小年
后，理发、剪发的价格在此前30
及50元的基础上上涨10元，持
会员卡消费的顾客原价消费，
但不可使用原卡的折扣优惠。

■记者 黄亚苹

1月26日， 位于长沙市天心区南湖路的“酷铺家润
多”超市正式改头换面，挂上了“步步高”的招牌。走进店
内可以看到，货架上商品摆放整齐，供应品类丰富，有不
少消费者在店内选购年货。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1月27日，星沙的酷铺家润
多昌和店也已变身为步步高门店重新开业。 而在1月28
日至1月31日期间，益阳北站店、株洲合泰店、长沙米兰
春天店、长沙朝阳店以及筑梦园店也将相继重开。在农
历新年到来前，重开门店将总计达10家，占家润多大卖
场门店数的45.5%。 ■记者 朱蓉

家润多门店变身步步高
后， 手中尚有未用完的家润多
购物卡的消费者应该怎么办？
对于这一备受关注的问题，步
步高表示，顾客手中的“家润多
购物卡”， 可至已交接完成的门
店， 置换为等值“步步高购物
卡”， 消费者持卡可在步步高旗
下所有门店无障碍使用。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可等
值置换的购物卡仅限于由湖南
家润多发行的“家润多购物卡”，
并不包括由湖南友谊阿波罗商
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此前也可
在家润多超市内使用的“友谊阿
波罗购物卡”。

消费进入春节模式，商家加收“服务费”

“老长沙年货”卖得俏
洗车美发也都涨价了

家润多购物卡可等值
兑换为步步高购物卡

作为湖南本土成长起来的
超市连锁公司，家润多与湖南市
场上的消费者在十余年的经营
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其因
较早布局而抢占的店铺“码头”
以及品牌带来的影响力，都是商
业运营中颇有价值的资产。

被另一湖南商业公司收
购，对家润多的22家门店而言，
比起此前兵败如山倒的另一超
市品牌新一佳的倒闭关店而
言 ， 或许已经 是 更好 的结
局———供货商的货款有了着
落，员工的安置有了着落，而消
费者的惯性购物圈内， 依然有
靠谱的超市可以购物， 生活所
需也有了着落。

步步高将接手家润多旗下
门店，并尽快将门店恢复正常营
业的消息一经公开，似乎让不少
一直以来关注这一事件的人都
松了一口气。这一场“双赢”的交
易，对经济新常态下暗潮涌动的
湖南商业而言，更可以算得上是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起点。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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