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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粉进药店”项目被视作重振

中国乳业的重要手段，一直都广受社

会各界的关注。然而从该项目公测阶

段的情况来看，药店虽然是政府力推

的销售奶粉的安全渠道，但在短时间

内还很难变成销售奶粉的主流渠道。

公测遇停摆，
不是故障是调试

10月 26日，酝酿已久的“奶粉进
药店”项目在北京开始进入公共测试

阶段，医保全新、嘉事堂、金象和永安

堂 4 家试点药店的 5 个门店率先开
卖，市民可通过奶粉自动售货机购买

婴幼儿配方奶粉。但是消费者对此却

大多持观望态度，据报道，在“公测”

当天，4 家试点药店的 5 个门店仅卖
出 9罐奶粉。

而且戏剧性的是，在“公测”次

日，试点药店的自动售卖机就因“系

统故障”停摆。负责该设备运营的友

宝公司表示，目前五家试点药店的机

器全都已经停止运营，但不是系统出

现了故障，而是公司关闭了后台，正

在进行测试。友宝公司负责人王先生

表示，试点开始前，友宝方面的设备

测试已经完成，现在进行的是运营测

试，比如奶粉运送、上货等环节的衔

接、极限压力测试等。

对此，该项目的发起者之一的商

务部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国际品牌管

理中心主任许京解释说，10 月 26 日
开始的是“试点活动”，而不是“试营

业”，并未打算长期运营。试点首日收

到的反馈超出了此前的预期，需要进

行一段时间的评估，以促进项目的优

化改进。待评估完成后，将进行第二

阶段的试点。而何时进入第二阶段试

点，该中心暂时没有更详细的时间

表。但许京表示，第二阶段试点不会

增加新的试点门店和奶粉品牌。

停摆 10天后，11月 7日，中国国
际贸易学会国际品牌管理中心有关

负责人表示，“奶粉进药店”试点售卖

机在经过系统调试和完善后已恢复

正常运营。近日，记者来到朝阳门内

永安堂店，店内 2台销售机有一台正
常使用，另外一台，店内销售人员告

诉记者，因故障停用了。

四方分账如何操作
目前还是糊涂账

据了解，此次的公测是由中国国

际贸易学会国际品牌管理中心和 4
家药店（金象大药房、全新大药房、嘉

事堂和永安堂）合作进行的。在具体

操作中，由奶粉厂家负责供货、友宝

公司负责运营、药店负责提供场地、

配送则由专门的物流公司负责，根据

此前的报道，所获利润则由四方分

配。但如何分配目前无论是友宝还是

药店都说不清楚。

据记者从一些奶粉企业了解到

的情况，目前企业并未接到奶粉进药

店前需要进行一些硬件投资的信息。

那么，此次进入药店销售的奶粉售卖

机等设备由谁来出资呢？记者就此也

咨询了友宝公司，其工作人员向记者

表示目前自助售卖机是免费安装。对

此，乳业专家王丁棉表示，“如果其中

有政府补贴的话，那就有点不公平；

如果售卖机是企业免费安装，其又依

靠什么盈利呢？”

就该问题，某国产奶粉品牌内部

人士详细解释，四方分账就是厂家拿

到奶粉的成本，物流方拿到配送费

用，药店获得占地费，而运营商获得

运营利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友宝

借机成为了各奶粉品牌的经销商，同

时他本身又兼作了零售商。”对于这

种说法，友宝方面并不愿意表示，而

记者采访中，药店方面也表示目前场

地是免费提供的。

值得注意的是，友宝仅是一家自

动售货机开发公司，并无相关经验；

药店免费提供场地，但却不负责经

营，奶粉的盈利也远低于药品，似乎

无利可图；奶粉企业更是采取了“一

视同仁”的方式，奶粉出厂价格与普

通经销商的提货价格相同，早就拿走

了属于自己的那一块利润。如此看

来，整个盈利模式显得格外脆弱。对

此，引入“药店卖奶粉”的商务部下属

国际品牌管理中心也显得有些无措。

其相关负责人表示，整个“婴幼儿配

方奶粉专区”将在试运营期间积累经

验，针对产生的问题，逐步调整相应

的构架。

价格缺乏竞争力

据了解，“婴幼儿配方奶粉专区”

运营中，药店并无库存备货，补货由

第三方物流提供服务，单日内最多可

补货两次。如此算来，单品牌、单阶段

的产品一天最多仅能满足 6 个消费
者的需求。

售后服务上，药店不参与。消费

者退换货要找运营方，即友宝公司。

遇到质量问题，则要自己联系奶粉厂

家。而目前通过其他渠道销售的婴幼

儿奶粉，遇到相应问题时，消费者只

需找到销售方即可。

同时，业界普遍反映，ATM机售
卖模式与奶粉传统售卖方式是完全

背离的，一罐 250 元的奶粉，相关的
促销品和其他增值服务可以占到 70
元—80 元，买三送一、买四送一的促

销折扣已成为传统渠道拉动销售的

主要手段，而这一切均无法在 ATM
机上实现。同时，不少消费者反应，商

场或母婴店等传统渠道，在购买奶粉

的同时，还可以购买纸尿裤等其他商

品，一站式购物，这一点也是药店暂

时无法满足的。

更重要的是，从试点来看，ATM
机销售的奶粉并不比超市便宜，甚

至比电商销售的价格还高出不少。

虽然 ATM机具备的自动识别功能使
假奶粉无法进入药店销售，但是相

比超市的奶粉销售，促销和增值服

务没有了，对消费者吸引力不大。此

外，安装、维护 ATM 机也是一笔不
小的费用，最终也会转嫁到消费者

身上。

“现在只是试运行，有问题只能

一步步解决。”国际品牌管理中心相

关负责人回应，目前整个“婴幼儿配

方奶粉专区”确实存在不少可提高之

处，将在试点过程中渐渐完善。然而

根据目前的计划，解决这些问题的时

间可能不充裕。按计划，其准备在今

年年底完成北京地区的试点，明年年

中将在全国主要二线城市推广。

11月 14日，安徽省经信委组织万科、保利、恒大等 30家
知名地产开发企业 200余人在合肥市召开“发展绿色建材，推
进建筑工业化”现场会，参观考察了运用工业化方式建造的

“滨湖”项目，并认真听取了国内建筑工业化龙头企业远大住

宅工业有限公司（简称远大住工）的技术分享和成功经验，力

推商品房建设工业化。

近年来，安徽省稳步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示范项目建设，

积极培育实施主体，产业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省住宅

产业化中心组织实施了全国第一个“国家级住宅产业现代化试

验区”，建成了两个国家级住宅产业化基地，创建了安徽建工集

团等 5个省新型建筑工业化基地；远大住工等一批业内龙头企
业纷纷落地安徽，产业集群发展在合肥等市已初见成效。

根据安徽省建筑工业化发展规划，全省还将实施“个、十、

百、千”工程，即创建 2个以上新型建筑工业化综合试点城市，
培育 10 个以上国家级住宅产业化基地或省级新型建筑工业
化示范园，扶持 100个示范企业，推动建设 1000 万平方米的
示范项目。到 2017年，全省将形成一批以新型建筑工业化为
核心的产业集群，新型建筑工业化年产值达 2000亿元。目前，
安徽省已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重点扶持建筑产业转型发展。

据了解，为快速推进全省建筑工业化的实效发展，安徽省

紧抓大规模推进保障住房建设和工业化、城镇化的机遇，其

中，合肥市两年内拿出近 200万平方米的保障房、拆迁安置房
项目和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等 12 个政府性投资项目作为
“试验田”努力推进，目前，合肥市工业化建筑项目已达 160多
万平方米。

现如今，在合肥经开区已齐聚 20余家建筑工业化及部品
生产企业，夜以继日的机械轰鸣声一遍遍地划破长空，昭示着

安徽省建筑工业化之路正以合肥为中心迅猛崛起。

安徽力推
商品房工业化
本报记者 张骅郝玲

本报记者 闻笛

公测遭遇停摆 奶粉进药店陷尴尬

喜来健拿美生活：健康和美丽可以兼得

在北京、上海、延吉、江苏、安徽等

城市，很多女性发现，在小区周围，一

个叫拿美生活的店正在悄然改变着大

家对健康生活和美丽的理解，在这个

只接待女性顾客的店中，大家都为了

健康和美丽这个共同目的而来，这里

永远充满着欢笑。

那么，什么是拿美生活呢。拿美生

活顾名思义，就是拿来的美丽，美丽不

再是遥不可及，而是唾手可得。

拿美生活事业是从韩国传入中国

的一种健康事业，在全世界的名称统

一叫做“LOHAS”，在中国，“LOHAS”有
了一个通俗易懂的名称：拿美生活。

LOHAS是“Lifestyle of Health and Sus原
tain ability”的缩写，表示的意思是寻找

与健康共存的环保产品的生活模式。

着眼点在于健康、环境、社会定义、自

我发展以及具有持续性生活中的价

值，不仅仅包括自身的精神面貌和身

体上的健康，其中还包括重视向子孙

后代给予具有持续性的消费理念。这

样的 LOHAS对于消费者而言，具有信
息透明化，不会受商品广告的诱惑，同

时也具有相对于独立和批判性的视觉

特征。

“蝴蝶”是喜来健拿美生活的标志，

伸展着灿烂翅膀纵横苍穹的蝴蝶。“蝴

蝶”也象征不断创造崭新美丽、干练的

女性形象。能够使世界上所有的女性在

任何时候像华丽的蝴蝶一样，保持健康

和年轻就是喜来健 LOHAS的使命。
拿美包括“健康、年轻、美丽、干

练、崭新”这五种意义。在世界任何地

方，通过与顾客的亲密纽带关系，使顾

客满意的理念就是喜来健 LOHAS 全
体职员的决心。

在喜来健拿美生活店中，让女性

顾客得到健康和美丽的秘密，就是店

中的两种产品：悠纤多功能减肥美体

按摩仪和瑞尔蒂多功能皮肤美容按摩

仪。悠纤多功能减肥美体按摩仪是通

过低频、温热、超声波等原理，应用尖

端的科技对人体进行疏通和调理，以

实现身体自我维持健康；而瑞尔蒂多

功能皮肤美容按摩仪则具有超声、高

频、远红外线、离子导入、去角质 5 种
功能，将高档护肤的多种按摩仪器功

能集成在了一起，实现了让每个女性

自由自在的通过瑞尔蒂自助美容护理

的愿望。因此，只要走进拿美生活，健

康和美容兼得不再是梦想。

钟正

每年广州车展都是中国车企年终汇报的大舞台，11月 21
日，以奇瑞、江淮汽车为代表的汽车皖军，更是以优异的业绩

表现和强大的产品阵容高挚自主品牌大旗，它们在车展上所

展现的汽车产品超强组合，成为本届广州车展的主角之一。

11月 21日，奇瑞汽车延续“享受智造的乐趣”主题，携旗
下艾瑞泽、瑞虎、风云、QQ四大产品系列的全系阵容亮相广州
车展。计划将于本月 28日上市的瑞虎 5，也在本届车展中完成
了面对公众的首次亮相，并展出了一款“瑞虎 5Geneva 特别限
量版”车型，以日内瓦级的精工品质，诠释瑞虎 5“一款值得信
赖的家享 SUV”的国际化品质。

与艾瑞泽 7一样，瑞虎 5同样鉴证了奇瑞战略转型的成
功，展现了奇瑞体系能力的整体提升，同样是奇瑞汽车朝着品

牌、品质、国际化发展第二阶段目标迈进，肩负着提升奇瑞市

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又一款重要战略车型。更为重要的

是，瑞虎 5能够在 2013收官之际推出，也使得今年成功实现
战略转型，对品牌和产品线完成重新梳理的奇瑞汽车，迎来

2014年的全面发力奠定了又一坚实基础。
本届广州车展，江淮以两大主力产品瑞风 S5、和悦 A30

领衔，二代乘用车产品集体盛装亮相；江淮极具实力的 MPV
产品线，则摆出了瑞风 M5、瑞风 M6 及星锐 4系、6系强大的
阵容；同台展示的还有江淮“白金传动系”和“钻石传动系”研

发成果，全面展示核心动力的研发实力。

令人惊叹的是，作为江淮汽车发展战略中的优势板块，江

淮 MPV 阵容在本届车展呈现出强大的阵容：瑞风 MPV 的旗
舰车型瑞风 M5，及面向中高端公商务市场的瑞风 M6联袂亮
相，星锐多功能平台的 4系商务车和 6系房车更拓展了对市
场多样化需求的覆盖。

目前江淮汽车在新能源方面，已经形成四大研发平台：纯

电动乘用车平台(iEV )、增程式电驱动乘用车平台(iREV)、重度
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台 (iHEV)以及纯电动商用车平台 (iECV )。
江淮在车展现场举行了 1000台第四代 IEV 纯电动车交车仪
式，使得 iEV 纯电动车累计销量突破 5000 辆，进一步确立了
“中国新能源销量第一车”的领导地位。

安徽汽车广州车展
打出“组合拳”
本报记者 张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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