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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社区化”三个字锚固于品牌价值
主办：杭州市余杭区实施品牌经济
战略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小芳超市风雨彩虹十七载

承办：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余杭区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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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日蓝色浆果的诱惑里陶醉
——走进贝莱特蓝莓仙宅种植园

小芳超市源自余杭本乡本土，
品牌命名带有浓浓的乡村生活
气息。2003 年，塘栖镇致和堂街
第一家小芳超市诞生。17 年间，她

【品牌释义】

一直在用行动诠释“社区型超市”
的要义。以更直接、更生活化的方

以美丽资源和美丽环境带

式为顾客提供服务，为顾客架构出

动“美丽经济”，14 年来浙江贝

完整的社区消费服务网络——这

莱特蓝莓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及

是小芳超市不断追求的品质目标。

其“贝蓝帝”品牌专注于蓝莓果

组稿/徐赣鹰 唐雪华

业，用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余杭蓝莓产业发展作出了贡献，树立了一

小芳超市品牌创始人陈强

个
“生态型+科技型”
农业企业的良好范例。
组稿/徐赣鹰 唐雪华

【品牌纪实】

【品牌纪实】
在余杭区商业流通领域，作
为社区型超市的典型，杭州余杭
新禹倡小芳超市连锁有限公司给
众多市民留下了良好口碑。在坚

守自身社区型超市定位的同时，
近年来小芳超市连锁经营步伐显
著加快。在不长的时间内，小芳
超市实现了一个品牌体系掌控和

影响近百家门店的格局。
当前，面对互联网新经济浪
潮，小芳超市也在不断创新求变，
力图通过线上线下协调联动，加

快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发展社区
电商、农村电商，更精准地对接市
场消费需求。

新零售和新业态潮流汹涌而来 小芳超市努力借势把触角延伸到基层

初夏时节蓝莓缀满枝头
有人说她紫中带红，是一种
熟透了的蓝，深沉而又迷人；有人
说她的浆果色彩浓郁，但不艳俗，
她——就是风味独特的蓝莓。眼
下，在位于余杭街道仙宅村和径
山镇麻车头村区块的浙江贝莱特
蓝莓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基地，蓝
莓果树长势繁茂，枝头缀满了颗
粒饱满、色泽纯正的蓝莓果。游
人置身其中，无不心旷神怡。
贝莱特蓝莓基地依傍“杭州
小九寨沟”美称的长乐林场，是华
东地区重要的蓝莓鲜果集中种植
区和蓝莓引种繁育基地，现有的
北高丛、南高丛、兔眼 3 大系列 10
余个品种蓝莓陆续进入盛产期。
《品牌余杭》栏目组注意到，这里
全部铺设了喷滴灌节水装置，建
成了全光照喷雾扦插苗床。
在已任职 14 年的基地主管龚
文海的陪同下，
《品牌余杭》栏目
组踏访了五圣畈水库、杨家弄水
库两处核心灌溉水源地，实地了
解分布于山地和大田的蓝莓品种
出产情况。由于前期培肥剪枝等
手段到位，加之雨水较为均匀，今
年贝莱特基地的蓝莓甜度更高，
果实更大。采访当天，工人们正
在忙碌地采摘“灿烂（Brightwell）”
品种蓝莓，其中一部分直供世纪
联华超市，一部分从良渚农副物
流中心批发档口配送到相关果业
连锁门店。成熟的蓝莓除了供市
民采摘体验外，其余的由工人采
摘 ，直 接 在 基 地 清 理 、分 拣 、包
装。现在基地还拓展了线上销售
渠道，在微信公众号上自建了微
商城。
龚文海介绍，蓝莓中最主要
的营养成分花青素大部分蕴含在
果皮中，一颗蓝莓的花青素含量
相当于 21 颗草莓或 27 个橙子、32
个苹果的花青素含量。蓝莓表皮
有一层白色的粉末叫果粉，果粉
是判断蓝莓新鲜与否的重要标
志。所以挑选蓝莓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看它表面有没有果粉，果粉
越完整、越多，证明蓝莓越新鲜，
同时要看蓝莓的硬度，越结实的

蓝莓也越新鲜。
“摘蓝莓也很有讲
究，要顺着果柄的方向拔掉它，左
右用力或者旋转，果蒂处就会有
轻微的裂口。”龚文海比划着说。
他还提及，蓝莓带有五星状花萼，
枝条紫红，花朵洁白，所以是一种
很好的家庭盆栽植物。近年来，
贝莱特公司也及时把蓝莓盆景作
为一个重要业务板块来拓展，取
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公司办公室的“荣誉墙”也在
无声诉说着基地多年的光荣和付
出，
农业部授予基地农垦现代农业
示范区称号，
国家林业总局把园区
命名为全国蓝莓生产示范基地，
浙
江省农业厅也将这里列为新型经
济果树蓝莓生产基地。2006 年，
公
司与中科院南京植物研究所合作
成立
“中科院杭州余杭小浆果研发
中心”。2008 年，这里曾为北京奥
运会运动员村提供蓝莓鲜果供
应。当年，
贝莱特蓝莓综合开发有
限公司与北京京果果品配送有限
公司签订合同，
在奥运会期间提供
3500 公斤蓝莓，
作为运动员住宿宾
馆酒店放置的水果。2012 年，
这里
又建立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
技术学院贝莱特教学实验基地。
2019 年，
贝莱特蓝莓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成为贝达梦工场控股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

果园内采收蓝莓的工人

【品牌感言】

小芳超市进口葡萄酒专区
迎合潮流，同时为农产品销售出
一把力。”
小芳超市能够顺利地一次次
发起农产品畅购活动，是与其多
年专业积累相关的。早在 8 年前，

陈强和公司经营团队就注意到，
从应季农产品入手，让老百姓就
近购买优质土特产品，这是打造
社区型超市应有之义。从那时
起，小芳超市就开始充实农产品

采购力量，主动加强与远近各个
优质农产品货源地的对接。每逢
四时八节，超市在货品陈列上就
会有意识地突出本土特产和美食
品牌。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小
芳超市被第一时间纳入商务领域
民生保供企业名单。在严格做好
防疫措施的前提下，小芳超市下
属数十家门店正常营业。小芳超
市还主动加入余杭区应急物资供
销平台居民个人预购通道，向市
民开启口罩线上预约线下取货服
务。只要输入手机号码和验证码
登录，上传身份证信息进行实名
预购，市民就可以自行选择提货
网点，支付成功后即获得取货码
和取货时间。同时，小芳超市微
信公众号上开通了门店导航功
能。自 4 月中旬开始，面对中小学
特殊开学季，小芳超市又及时在
各门店推出儿童口罩平价销售服
务。

无论连锁扩展的规模到什么程度 其根基和核心始终在余杭
当前，小芳超市正在不断实
施由终端主导的多渠道分销和品
牌连锁经营战略，持续巩固一套
服务优、品种齐的平价连锁经营
模式。陈强表示，当前连锁超市
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超市门
店在经营过程中必须注重做好购
物环境、商品结构、服务品质的
调整和提升，努力在产品特色
化、本土化方面下功夫，力图使
商品结构在功能、品牌、价格等
方面更好地满足社区消费者需
求。
最近两到三年时间，小芳超
市借助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平
台，打通欧洲原装葡萄酒和啤酒
进口渠道，其中包括和中粮集团
旗下名庄荟国际酒业有限公司进
口啤酒业务中心合作，销售德国
TCB 集团费尔德堡啤酒。目前，费
尔德堡小麦啤酒和黑啤两款产品
已受到越来越多余杭消费者的青
睐。
“ 上海进博会是一个很好的开
放型合作平台，能够适应国内百
姓消费升级需要。今后，我们还
会不断寻求机遇，通过这样的大
平台加强与进口贸易商的对接。
接下来，在食品饮料、日化用品等
方面，我们会进一步加强进口直

小芳超市临平政法街门店
销力度。总之，只要符合‘促进便
利化消费’这个核心要义，我们就
会大胆尝试。
”
陈强说。
时下，小芳超市零售业版图
正不断延伸，正稳步向余杭周边
的拱墅、三墩、海宁等地拓展。目
前，位于海宁长安镇东堤路、拱墅
区和盛街的新店已经开业或即将
开业。小芳超市布点最为密集的
地区主要是临平、乔司、塘栖、崇

贤等地。按照陈强的说法，无论
超市连锁扩展的规模到什么程
度，其根基始终在余杭，核心圈层
始终在余杭。
显而易见，实行差异化竞争
策略，在消费群体服务中体现社
区化、便利化，这是小芳超市在市
场拓展上体现的重要特征。近年
来，小芳超市注重货品品种的合
理配置，重视日常管理规范化，不

断健全货品快速循环体系，运用
现代科学技术来实现管理服务标
准化、制度化、精细化，尤其强调
以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协调运作门
店，包括统一品牌、统一形象、统
一管理和统一服务标准等。同
时，小芳超市还健全了内务制度、
采购制度、商品质量验收制度、储
存制度和配送物流制度等一整套
运营管理规章制度。小芳超市正
在向便利店经营更高水准看齐，
正在从服务功能、管理信息系统、
售卖方式、目标客户等多个维度
自我提升。
小芳超市发展新型社区超市
和乡村超市的作用和贡献得到了
有关部门肯定，旗下多个门店被
纳入杭州市商务局“万村千乡市
场工程 ”。余杭区《防疫惠企 28
条》
《全域创新 66 条》的政策阳光
也照耀到小芳超市这样的商业流
通企业。对此，陈强表示：
“ 我们
牢牢坚持‘社区化超市’定位，不
是一味地追求短期产品销售量，
而是追求对顾客的长期服务价
值。小芳超市将始终坚持做市民
有口皆碑的、平价的、贴心的社区
型超市。”

【品牌感言】

这些年，贝莱特蓝莓为企业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收益，也为村民
们创造了就业机会，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我相信，蓝莓果业这个
富民产业会越走越宽广。

携手爱仕达厨电做“在一起
宅一起”直播；联结塘栖枇杷产地
直播带货，在门店提供到店自提
服务；6 月下旬，线上开展东台西
瓜和宣城鸡蛋直播带货……进入
2020 年，小芳超市顺应潮流，加速
“直播经济”开展的频度和力度。
其中像塘栖枇杷直播带货就是一
次有益的尝试。由于小芳超市连
锁门店遍及余杭全区甚至周边海
宁、德清等地区，距离塘栖较远的
消费者只要在直播间实时下单，
第二天就能在“家门口”的小芳超
市门店拿到塘栖枇杷。
直播带货让小芳超市感受到
了品牌的附加效应。新禹倡小芳
超市连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强告
诉《品牌余杭》：
“现在新零售和新
业态快速发展，利用网络直播、短
视频等形式促进农产品销售已成
为新潮流，这是农产品营销的创
新，也补上了传统农产品营销的
短板。我们作为超市经营者也要

——龚文海

小芳超市将继续精耕细作“服务式营销”，使各个门店成为连锁总部的一个个战备支撑点和业绩产生点，不断拓展企业文化和品牌文
化的创新空间，进一步构建成为本区域具有重要品牌影响力的社区型超市。

——陈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