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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百 GBF北京路店

2011年 6月 25日，对于广州零
售商业龙头广百股份公司来说，可
谓是大喜日子：备受瞩目的广百
GBF北京路店炫耀登场，成为北京
路核心商圈的新焦点；同一天，广百
股份签订增城东汇城项目租赁合
同，打造当地中高端时尚精品百货
店，广百版图不断延伸。

广百集团董事长荀振英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还透露，还将签约承租
肇庆时代广场部分场地，迈开广百
超市业态独立开店的第一步，而这
“三喜临门”的大动作也正式开启了
广百“十二五”发展的新篇章。

时尚百货广百GBF
再添新作
北京路店盛大开业
聚焦全城

继 2010 年首间旗舰店珠江新
城店华丽揭幕后，不到一年时间，广
百 GBF 的第二间概念店北京路店
也于 6月 25日炫耀登场。
荀振英表示，“GBF”（GrandBuy原

Fashion,风尚广百）是广百股份全新
力作的时尚百货品牌，选址城市核
心商圈和购物中心，以品味生活的
品牌组合，彰显年轻与个性的风格，
站在潮流最前沿。
“中国零售业未来的发展，综合

性百货公司的上升空间已不多，因
其所占经营面积过大，在核心商圈

已经很难找到合适的位置，如广百
百货最小的经营面积都要 3万平方
米，而 GBF的经营面积在 1万平方
米左右，比较灵活，目前很多购物中
心经营者也希望有广百时尚百货进
驻。”
“GBF 与广百股份旗下的广百

百货和新大新百货将错位经营，进
一步丰富广百股份的百货业态品
牌。三个百货公司主题各异，广百百
货为综合现代百货业，占据核心商
圈制高点；新大新定位老字号的品
牌百货公司；而 GBF 定位年轻时

尚。”荀振英介绍说。
业内专家认为，专业的时尚百

货店，符合当今消费潮流，空间更加
广阔。据介绍，这种业态代表百货零
售业发展的方向。在日本等发达国
家，时尚年轻的百货公司很盛行。荀
振英透露，未来，广百 GBF 将以每
年 员—圆家新店的速度发展。

而谈到 GBF 首间旗舰店的经
营情况，荀振英相当满意：“珠江新
城店，综合反映非常好，也看到了广
州零售业新的面孔，引起了百货同
行的重视，都认为找对了门路。珠江
新城店个性化消费凸显，白领们很
喜欢。”

首次独立发展超市
广百迈出进军超市
业态的新步

除了在百货领域发力，广百的
超市发展也迈开了新步。一直作为
广百百货的一部分，或依附广百百
货开店的广百超市，也开始独立开
店扩张。
“其实去年在河源市，我们已经

尝试将广百超市开进购物中心；而
此次广百超市进驻肇庆，是广百超
市独立发展的第一家门店。”荀振英
说。

如果说，广百百货当初落户肇
庆时，是瞄准了肇庆中高档百货市
场的一个空当。那么，在几年后肇庆
城区超市百货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的情况下，广百依然能保持良好的
发展势头，靠的是危中求机的策略，
主动改造、调整、升级，由原来的中
档定位向高档时尚百货调整，与周
边的百货超市形成错位发展。
“经过几年的磨练，广百百货

肇庆店的商品和服务的品质信誉已
经深入人心，随着肇庆市民对生活
质量的需求日益明显，符合现代白
领生活节奏的精品超市顺应而生，
市场空间迅速膨胀，广百超市第一
家门店理所当然地落户肇庆时代广
场。”荀振英表示。

“广百超市也一定会在广州开
花结果。”荀振英指出：“广百百货的
超市商场，优质的商品质量、信誉、
服务，深受消费者的喜欢。而超市满
足人们日常生活需求，有很大的市
场空间，作为本土的知名品牌，广百
是一定要发展超市业态的，且广百
超市绝对不会落后于外来超市。”

记者了解到，超市做得好，对零
售企业的业绩贡献率并不低于百货
业。如重庆百货、武汉百货等零售企
业的超市发展都很成熟，业绩贡献
率不低于 缘园豫。

据荀振英介绍，广百的超市业
态定位中高端特色生活超市，不作
大卖场，既与周边超市大卖场错位
经营，也提高了利润空间。“超市以
便捷、健康为主题，要将加工好的肉
菜作为经营特色，让白领买回家不
用加工直接下锅”。

连锁版图迅速
稳步扩张
广百速度为业界
所惊叹

一个月内攻下三城，正是广百
在不断拓展版图的基础上，通过对
业态的深耕细作实现裂变的。“业态
方面，广百股份的战略是核心打造
百货零售业，大力推动购物中心，连
锁发展专业店。”荀振英告诉记者。

据了解，“十一五”期间，广百股
份销售规模从 2006年的 28亿元发
展到 2010年的 76亿元，净利润年
均递增 27.56%；百货经营面积从 15
万平方米增至 50万平方米，翻了三
倍多。2006年，广百天河中怡店和
新一城购物中心开业，一年新增经

营面积达到前 15 年的总和；2007
年，广百股份成功上市；2008年，收
购北京路 3.3万平方米核心商业物
业；2009 年，签六店，开四店，首次
跨省自主开店发展，收购新大新公
司；2010年，又连下八城，销售创新
高。目前，广百股份门店达到 24家。
今年，广百今年开业的还有三家店，
包括广百花都凤凰城广场、湛江店
原址扩场后重新开业以及位于珠江
新城太阳新天地的主力百货店。
“‘十二五’期间，广百坚持的

‘立足广州、拓展华南、面向全国’的
发展方针不会变。”荀振英表示。

广州是广百的根据地，目前广
百在广州共有 14家店。“未来，我们
还将广州作为核心去打造，继续把
广州的市场做深做透。”荀振英透
露，广百未来的发展重点之一，就是
要在广州打造一批“名片项目”。广
百计划 5年内在广州东南西北中部
打造几个大型高档购物中心，打造
名片级网点。

同时，除了做深做透广州市场，
广百还致力于将“广百”品牌作为广
州的城市名片，推向全省乃至全国。
“特别在广东，广百要实现‘市

市有广百’，将百货连锁从现有全
省 8 个地级市门店延伸到所有 21
个地级市，积极发展区域购物中
心。广百在广东设立了三大区域总
部：湛江总部，发展和管理茂名、
阳江、江门市场；肇庆总部，发展
和管理云浮、梧州、三水市场；揭
阳总部，发展和管理汕头、潮州、
梅州、惠州市场。”荀振英表示。

另一方面，荀振英还透露，广百
股份在全国向一线城市择优推进：
在武汉、成都开店的基础上，选择性
拓展国内一二线城市，打造购物中
心或单体百货。

GBF北京路店
位于千年商都广州市的核心腹

地———北京路和中山四路交汇处，坐
拥繁华的北京路步行街，毗邻地铁一、
二号线交汇点公园前站，附近有多条
公交线路停靠，配套设施齐全便利，拥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及商业氛围。
负一至五层是集购物、餐饮于一体的
商业体，经营面积逾 1.4万平方米，整
个商业设计萃取文化古道的古韵精
髓，品类经营紧贴时下潮流的年轻休
闲服饰，两者相互交辉，相得益彰。

广百百货增城店
东汇城位于增城荔城街府佑路与

荔景大道交汇处，总建筑面积约 20万
平方米，是集钢琴式演艺中心、大型一
站式购物中心、文化广场、音乐艺术主
题全景五星酒店以及全景豪华国际公
寓为一体的城市综合体。规划建筑面
积为 115788平方米，停车位 1002个。
广百股份租赁商业广场西座的首、二、
三层的部分面积进行商业经营，经营
面积达 1.8万平方米，将打造为增城最
亮丽、时尚的城市中高端精品百货店，
将成为增城全新的商业龙头与地标。

广百超市肇庆店
位于肇庆时代广场三楼北面，经

营面积近 5000平方米。有别于周边超
市大卖场，广百肇庆超市将结合肇庆
地区的消费力水平以及项目所处商圈
的经营档次，弥补商圈内中高档超市
的市场空白，项目定位在中偏高档。拟
在项目中引进具有当地特色类别，如
广东特产、进口食品、进口日化、肇庆
特产等专区。 （广百宣）

月内连下三城 广百股份快速健康发展再迈大步

开启“十二五”发展新篇章

建设幸福广东 打造责任广百
广百集团 2011年第二季度社会责任报告

继发布一季度社会责任报告后，广百集
团继续向“对外承诺，对内规范”的目标迈进，
“七大责任领域”重点指标均如前季高位运
行：合作伙伴投诉解决率、合作合同履行率、
员工劳动合同签订率、社会保险参保率、最低
工资标准执行率、安全隐患整改率均保持
100%。投入 120万元用于配置商场 LED新型
环保照明灯；为“2011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捐
款 50万元，投入 48万元用于扶贫开发“双
到”工作。本季通过抓薄弱、抓关键、抓整改，
深化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呈现众多亮点。

树行业诚信之风，广百集团勇担责任大旗。4月 23日，集团联合广州商
业总会、新闻媒体开展“幸福广东 责任商业”为主题系列活动，发布了《2011
年广东幸福商业报告》，广百倡导并与地区 10余家商业名企联名向公众发
布“幸福广东商业宣言”，“商品、质量、价格、环境、服务、员工、合作、弘扬大
爱”八项承诺掷地有声，建设幸福广东，商业责无旁贷。5月 17日，广百集团
作为广州国企代表，参加广州市“共铸诚信广州”网络直播访谈，集团董事
长荀振英与广大网友畅谈了打造诚信企业的做法和思路。“欢迎每一位网
友对广百提出批评和建议”，荀董事长一语诚挚中肯的话，反映出广百“打
开大门，建设责任企业”的决心和魄力。

行业引领

首倡“幸福商业”共铸诚信广州

银一卷长轴，承载广州商企对建设幸福商业的庄严誓言

让度利润，惠及顾客。针对上季度反映顾客服务硬件设施不足的问题，
广百百货北京路店在寸土寸金的销售旺地，舍弃过千万元的年销售额、辟出
600平方米面积，打造广百首个 VIP体系品牌———“广百荟”。内设免费咖啡
茶座、网吧，配置设施齐全的亲子育儿室和 VIP会客室，为顾客提供“商品之
外”的尊贵服务。

顾客服务责任

[数据 ] 本季度，顾客投诉个案 103件，环比下降了 62%；一次性解决投
诉率达 99.8%，上升了 2个百分点。
打造 VIP品牌体系
首个“广百荟”北京路落户

银广百首个 VIP体系品牌“广百荟”
给顾客带来宾至如归的感觉

荨一面面锦
旗背后是一
件件感动服
务的故事和
经典案例

广百通过“管理年”狠抓门店
标准化管理，通过广百商学院对管
理人员全方位培训，提升员工整体
素质。7月 13日，广百成都店副店
长张晓彤在第二届广东省商业服
务业优秀店长选拔大赛总决赛中，
以总分第一夺得桂冠并将获省总
工会授予省“五一”劳动奖章；张晓
彤、蔡劲松、苏惠隆、秦诗杰等四位
店长当选“广东省十佳店长”；通过
参赛，锻炼集团人才队伍，提升集
团品牌形象，展示集团抓服务、管

理标准化的成果。
[短板与提升] 本季度的顾客

满意度较上季微降了 1个百分点。
顾客投诉集中在零售百货企业的
宾客休息区、洗手间、停车服务、
物流仓储企业的送货服务，特别
是进入炎热季节，空调等电器销
量增加，送货压力较大，出现了少
量送货不及时的问题。对此需进
一步提升零售企业顾客服务硬件
设施，提高物流仓储企业货物及
时送达率。

广百股份店长全省夺冠
彰显广百管理服务水平

商品质量、安全责任

[数据 ] 本季度集团各门店抽查商品
质量 472种，抽查数量比上季度增加近 2
倍。组织 2494 名员工参加安全教育培
训，进行 208次安全检查。

“涉塑”商品主动下架
电梯安全检查雷厉风行

6、7月，台湾塑化剂风波和电
梯安全事件，凸显商品质量安全与
设备设施安全问题。让“群众买得
放心，来得安全”，广百集团深知此
责任重如泰山。6月 4日广百超市
闻知台湾进口食品受塑化剂污染
消息后，立即开展相关商品清查，
在没有接到上级主管部门的通知
前，主动下架所有涉嫌质量问题的
商品，待质检报告出具检测结果
后，才逐个上架。

北京地铁电梯运行事故公布
后，集团公司立即要求属下单位加
强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开展了电
梯安全专项检查，对正在使用、安

装、维修、改造的电梯进行彻底清
查，对现有电梯的日常管理制度进
行全方位梳理。以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为顾客和员工提供安全舒适的
购物环境。

[短板与提升] 本季度，市工商
局对儿童及婴幼儿服装商品进行
了抽样检测，广百一门店的某品牌
服装（PH 值）被检测为一般不合
格。门店立即将问题商品下架，并
对该品牌全系商品进行全面检测。
集团立刻下发通知，要求各企业以
此为戒，进行认真检查，再次强调
商品质量关乎民声，关乎企业信
誉，强化责任意识，严把质量关口。

银让顾客买得安全、放心是
广百员工重如泰山的责任

荩“广州光谷”火爆开盘，
为广州打造国际商贸中
心做出新的贡献

伙伴权益责任与企业发展

百货连锁三喜临门
“广州光谷”盛大开盘

广百与合作伙伴紧密合作，互惠共赢，携手发展，践行合作“十字”理
念，创造发展商机。百货业态三喜临门，GBF风尚广百梅开二度，落座北京
路步行街；增城东汇城项目成功签约，填补广州东部布点空白；签约肇庆
时代广场合作握手，迈出广百超市独立开店第一步。展贸批发业态突飞猛
进，广百集团与合作伙伴精诚合作，克服种种不利条件，在一片空地树起
一座新城。广州国际商品展贸城一期———“广州光谷”震撼面世，开盘当天
场面火爆，以其前瞻性定位和科学细致的市场策划，赢得市场及行业高度
认可。

荨广百北京路 GBF 店盛大开
业，为繁荣广州商业、方便顾客
消费再燃点新的风景

员工权益责任

“早茶会”倾听员工心声
“员工饭堂”关怀员工温饱

本季度，广百集团全面实施打造“幸福广百工程”，推出惠民措施 34
条。创新内部沟通交流机制，实施“员工早茶会”和“董事长、工会主席 QQ
在线”制度，集团领导每月赴各基层一线，本季度召开 37 次早茶会，共有
集团和公司领导 57人次与 400多名员工共饮早茶，交流沟通；董事长、工
会主席与 200多名基层员工通过即时聊天形式，听取意见，共话幸福。时
刻把员工放在心上，关心员工冷暖、温饱。

广百百货北京路店、新大新北京路店克服种种困难，在“寸土尺金”商
圈物业中，辟出专门的员工就餐区，开设“广百百货员工餐厅”，有效改善
了员工用餐环境，使员工快乐工作，享受工作。

[短板与提升 ] 本季度员工反
映有待改进的问题主要集中薪酬
增长幅度、门店更衣环境、就餐环
境。董事长荀振英接到转来的员工
在网上对本单位就餐、更衣等环境
的不满意见后，立即召集下属公司
党委书记和集团企业文化部以及
工会领导，研究解决办法，并责成
公司党委书记认真抓落实。同时要
求集团企业文化部深入门店，了解
“幸福广百”的措施落实情况，集团
深入各门店一线，开展调研，倾听
员工诉求，一店一策，指导企业提
出并落实解决方案。

银“民以食为天”，广百倾力打造员工
饭堂，关心员工饮食健康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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