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株洲市好棒美食品有限公司董事

长伍志红。 记者 武席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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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是当今最能创

造奇迹的地方。“借力搜索

引擎，我的‘小吃车’也能驶

出一片宽广天地”。 说这话

的是“小吃车”的创始人孟

庆东，他的信心来源于一个

个沉甸甸的数字———年销

售量 6000 多台， 实现毛利

润 100 多万元，带动就业岗

位约 1 万多个，而他的“成

功秘籍”也引发众多中小企

业争相效法。

从粗放售卖

到精准营销的转变

北京东创金辉科技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集餐饮

设备生产、 食品研究与技术

开发、 餐饮项目连锁加盟策

划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餐饮

发展企业， 自成立以来一直

致力于中西食品技术和传统

特色小吃的创新与推广。

虽然东创金辉的小吃车

在功能、 价格等各方面都有

着巨大优势， 但是在现在这

个“酒香也怕巷子深” 的时

代， 其在市场推广方面却遇

到了难题。 仅仅依靠客户主

动找上门以及参加一些展销

会这样简单粗放的推广形

式， 使得之前平均每个月的

销售量只有 10台左右。

一个偶然的机会，东创

金辉尝试了百度搜索营销。

凭借百度推广投入低、投放

精准、 效果可控等特点，东

创金辉打响了网络推广第

一炮并一发不可收拾。 销量

从之前的每月 10 余台飞升

到每月 500 台至 600 台，全

年实现毛利润约 100 万元。

如今，搜索引擎营销已经成

为东创金辉最倚重的营销

方法与推广渠道。

从营销渠道

到经营理念的革新

其实，搜索营销给东创

金辉带来的革新，已经远远

超出了营销方法或者营销

渠道这一层面，而是深深的

烙进了企业的经营理念之

中。 东创金辉把搜索引擎营

销的特点和优点，加以学习

借鉴，并成功运用到了企业

的具体经营管理之中。

“搜索引擎不仅给我们

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销售通

路，更为重要的是它教会了

我们数字化时代的生存之

道。 ” 东创金辉创始人孟庆

东如此说道，“从百度推广

的使用中，为了加强成本控

制管理，我们充分利用百度

提供的各类免费增值服务

工具，如百度指数，使我们

完全做到了在面对不同区

域市场时，可以根据当地市

场情况推出相应产品，满足

各区域市场的个性化需求，

实现了精准营销。 ”

其实，和东创金辉有相

同看法的中小企业还有非

常多。 百度搜索营销不仅解

决了企业目前所存在的市

场开发难度大、营销费用有

限、传统营销方式效果不理

想等问题；而且还能帮助企

业改变经营管理理念，提升

网络营销能力和信息化水

平，在促进企业增长方式升

级转型等方面，都已经潜移

默化的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据有关调查显示，在已使用

搜索营销服务的企业中，有

91%的被访企业将保持或增

加对搜索营销的投入，其中

计划加大投入力度的企业

比例高达 51.5%。

从个体企业

到区域经济的推动

蝴蝶效应指的是在一

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

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

统长期、 巨大的连锁反应。

百度搜索营销无疑具备了

这样的连锁反应功能。 百度

对单个企业的变革与提升，

无疑会对关联企业产生联

动的促进作用，同时能够推

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协调发

展，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整

体进步。 中科院研究生管理

学院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

企业在搜索引擎投入 1 元

钱的推广费用，平均能拉动

81.44 元的实体销售增长，

并间接带动企业上下游合

作伙伴 171 元的业务增长。

互联网和搜索引擎的社会

经济价值日益凸显，为地区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做出

更大的贡献。

以东创金辉为例，一年

销售约 6000 台， 这就直接

带动就业岗位约 1万个。 家

住河北石家庄的大学生杨

原就是这一万个受惠者之

一。 大学毕业后，杨原通过

搜索引擎寻找创业项目，并

最终自主创业投身“小吃

车”的经营之中，如今杨原

每月收入已经超过万元，杨

原背后则是一个家庭的安

定与幸福。 其实，在百度上，

同东创金辉一样借助搜索

营销实现销售增长、品牌拓

展的企业还有 40 多万家，

百度期望可以为越来越多

的企业提供可借鉴、可移植

并已经成熟运用的网络营

销方法， 帮助企业进行转

型，进而带动地方经济的振

兴。

据统计，目前在中国有

4000 万中小企业，涉足搜索

营销的中小企业有几十万。

这一方面说明了搜索营销

的巨大市场前景，另一方面

也表明了百度所面临的巨

大任务 --帮助更多中小企

业认识和开展搜索营销工

作，在此基础上促进产业链

的健康发展，推动经济的整

体进步。 搜索引擎在其中的

牵引作用，毫无疑问正日益

变得举足轻重。

“小吃车”驶出宽广天地

搜索引擎展现区域经济“蝴蝶效应”

伍志红：用业绩垫高自己

水井坊·第十届湖南十大杰出经济人物

伍志红，1970年出生于湖南沅

江。 株洲市金都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株洲“小伍子”服饰有限公司董事

长， 株洲市好棒美食品有限公司等6

家企业董事长。株洲市改革开放30年

影响株洲十大杰出经济人物。全国优

秀进城务工青年， 株洲益阳商会会

长，株洲市“转两型促发展”十大功勋

人物。

人物档案

伍志红个子不高，1.63米。拿破仑、邓小平等中外名人都是他从小崇拜的对象。当“湖南十大经济人物”组委会走进

伍志红的企业时，他还在自嘲：矮个子能用成绩把自己垫高。

15年前，他辞去公职，揣着四处筹措的7000元资金来到株洲创业，盘下金都服装市场3平方米的小铺。到现在，他

早已拿下整栋金都市场，并拥有近两万平方米经营面积、数百个服饰经营品种、年销售额数千万元的大型服装卖场。

2008年，他全资控股株洲市好棒美食品有限公司。一年前他说：“10年后，希望能把唐人神、好棒美的顺序调过来。”

■记者 李治

手上稍微有了点余钱的时候，伍志

红当机立断高价租赁了当路的商铺。随

着客流量的增大， 生意也越来越好。可

是，一次销售裤子的经历，却让伍志红

又一次陷入了思索。

一条进价34元的裤子，在他的极力

推荐下，卖到150元的高价，超过了正常

的利润范围。伍志红发现，这并不是个

别现象。当时，零售服装市场价格非常

混乱，顾客不知道还到什么价格才不吃

亏，市场里的商户远不如大型百货商场

的信誉程度高。

对此，伍志红做了一个决定，凡是小

伍子的服装，一律在保证品质、保证合

理利润的情况下，统一定价，明码标价，

不得乱开价，也不还价。

刚开始执行时，生意变得非常萧条，

很多顾客对这种突然的改变不能接受，

家人对他这种做法也不支持。但是，他不

但坚持自己的主张，还大肆宣传“买我的

衣服可以后悔！”允许顾客在几天内后悔

和退货， 凭借着良好的品质和服务以及

实惠的价格， 终于为自己赢得了许多顾

客，并且初步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形象。

此时，伍志红正式注册“小伍子”服

饰品牌。从1998年开始，小伍子服饰每

年都被评为株洲市芦淞区个协文明经

商户。

在农村出生的他，对农业政策、农副产

品有着天生的敏感和亲切。2008年4月，伍

志红购入好棒美食品有限公司的所有股

份。

“不做则罢，要做就做到最好”是伍志

红的处事原则。收购协议生效后，伍志红只

用了短短6个月的时间，就把好棒美整体搬

迁进驻全新的工业园。 打造国内休闲食品

行业知名品牌的建设速度和大手笔运作是

伍志红创造的又一个商界奇迹。

“跟别人走一样的路等于没有出路。”

在创业发展的道路上，爱思考、善于创新的

伍志红从来都不会停滞不前。 对于好棒美

的发展思路和前景， 他有着不同凡响的规

划：“好棒美现在每年从农民手中收购的

鸡、鸭等农产品多达2000多万元，这远远

不够，我将尝试增加农业养殖业的投入，走

自主创新的道路，顺应中央新的三农政策，

全面实现企业产供销配套式循环链的生产

服务。”这是一项宏伟的规划，在扶持农民

致富的道路上，伍志红孜孜不倦，经过几年

发展，公司2010年销售收入突破1.2亿元。

好棒美熟食曾让湖南省质量监督局

领导当场竖起大拇指： 企业如此重视产品

质量，不容易！

“用良心去做企业，公司发展步伐宁愿

慢点，也不要让自己后悔。”他说。

1996年7月，一场洪水冲毁了伍志

红的家园， 怀揣四处筹措的7000元，

他从益阳来到株洲金都大市场租了一

间3㎡的小门面。

刚开始的时候，一天下来，连盒饭钱

都赚不到。 可带来的钱却一天比一天

少，一起来株洲的五个人，最后只能挤

在一个通间里居住。

那段时间，早晨三四点钟，伍志红就

已到了批发市场。一边批货，一边了解最

新的市场信息。 为了多学到一些做生意

的经验，他经常帮行家做义务工。他的勤

快、机灵赢得了服饰城老板们的喜爱，大

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小伍子”，并且愿意

将自己积累的从商经验传授给他。

靠着自己的努力和虚心，伍志红悟

出了个中诀窍， 生意终于有了起色。解

决了温饱问题以后的伍志红开始考虑

如何让自己的店辅进一步地做大、做

强、做专。

用良心做企业腰揣7000元闯世界

“买我的衣服可以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