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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北京冬奥特许商品零售店开业
北京商报讯（记者 肖玮 薛晨）备受关注的北京冬
奥特许经营计划又有新进展。1月10日，北京冬奥组委
在北京王府井工美大厦举行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特许商品零售店开业及颁证仪式，首批7家特
许商品零售店在北京同时开业。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
发部部长朴学东表示，特许经营计划作为北京冬奥会
市场开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为北京冬奥会
筹办筹集资金的任务，同时能推广冬奥会品牌、传播
奥林匹克精神和主办国传统文化，为社会公众参与北
京冬奥会搭建平台。
据了解，去年12月中旬北京2022特许商品官方网
店上线运行。此次开设的特许商品零售店，意味着北
京冬奥会特许商品销售正式向线下开始延伸。目前北
京冬奥组委已批准在北京、河北等地开设15家特许商
品零售店。除首批的7家外，1月底之前，还将有8家门
店开业，其中北京5家，上海、南京、石家庄各1家。张家
口赛区的特许商品零售店正在选址规划中，预计2月
底前完成装修开业。北京冬奥组委还同时发布了北京
冬奥会会徽纪念金条新品，首次批准发行的金条有
100克、50克、30克和10克四个规格。发行方中钞国鼎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龚士良表示，近几年中国黄金的
总体消费量比较稳定，并且冬奥会作为重大题材，销
售前景较好。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王粤认为，从旅游
市场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冬奥特许商品零售店中包含
了部分北京知名零售品牌；另一方面冬奥会作为世界
冰雪运动的一场盛事，具有极高的品牌价值。对北京
的旅游消费市场而言，这些“名店”将带动“名牌”的销
售，而“名牌”能够将北京的一批“名店”推向国际。目
前北京旅游业增加值占据北京GDP的7.5%，期望在未
来能借助冬奥会的带动将这一比例增加至10%以上。
据了解，北京2022年冬奥会国内市场开发计划由
赞助计划、特许计划和票务计划三部分组成。目前特
许经营计划仍处于试运行阶段，至2018年6月30日截
止。在试运行结束后，北京冬奥组委将在今年7月正式
启动特许经营计划，推出更多品类的北京冬奥会特许
商品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进行销售。

张裕任命新董事长总经理
北京商报讯（记者 肖玮 武媛媛）国内葡萄酒老大
张裕新年首发公告，宣布完成换帅。1月10日，张裕发
布的《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及高级
管理人员变更公告》显示，选举周洪江为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长，聘任孙健为公司总经理。据了解，张裕早于
2017年12月12日发布《关于董事长辞职的公告》，张
裕原董事长孙利强因个人原因，决定辞去公司职务。
时隔不到一个月后，张裕换帅一事终于尘埃落定。此
外，张裕还公布了多位高管任命，该公司聘任彭斌为
副总经理，聘任姜建勋为财务总监；并同意冷斌因工
作变动而辞去副总经理职务，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
自2012年起，张裕业绩呈现下滑趋势，2016年净
利润相比2011年近乎腰斩。消费环境升级下进口葡萄
酒增长势头猛烈，国产葡萄酒市场份额被大量抢占。
张裕因此面临内忧外患的发展困局，除旗下的高端、
中高端葡萄酒产品难被消费者认可外，该公司近五年
多次收购海外酒庄谋突破，但截至目前，其海外业务
仍未成为提振业绩的有力引擎。数据显示，去年1-9
月，张裕实现营业收入37.98亿元，同比增长0.91%；净
利润为8.16亿元，同比下降1.041%。同时据张裕2017
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海外收购中资金投入最大的西班
牙爱欧集团仍处于亏损的状态。
业内人士指出，张裕换帅应该属于正常人事变
动，不会对企业内部造成过大的影响。至今，孙利强已
经在张裕任职20年，期间功不可没。但当下国产葡萄
酒整体欠佳，进口葡萄酒市场持续扩容。连续多年业
绩疲软的张裕需要做出变革，突破业绩困局。而新任
董事长周洪江的经历与张裕近年来频繁的海外收购
和国际化方向比较契合。但当下市场竞争已经由传统
的价格竞争向品质、品牌化竞争转移，张裕在高端品
牌定位上的消费认知度较弱。因此张裕能否在新任高
管的领导下扭转业绩下滑颓势，仍需要时间检验。

2019北京世园会中国馆封顶
新华社电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中国
馆工程1月10日实现封顶。据悉，作为北京世园会最重
要的标志性建筑，中国馆将被打造成一座“会呼吸”、
“有生命”的绿色建筑，传递生态文明理念。
1月10日11时左右，随着最后一斗混凝土的浇筑，
北京世园会中国馆工程顺利封顶。此项工程总用地面
积4.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2.3万平方米。由于结构
复杂，场馆施工难度大，混凝土用量达4万立方米。
北京世园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17年是北京世园
会的全面建设年，至今年底共有25个建设单位、4000
多人的建设队伍参与施工。中国馆工程自2017年7月
开建以来，北京城建集团的600多名工人及管理人员
就日夜奋战在施工一线，克服了雨季防汛、冬季低温
等施工难题，破解了多个技术难题，使中国馆成为北
京世园会主要场馆中首个实现封顶的建筑。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崔■表示，建成后的中国馆外形为半环形，如一柄温
润的如意舒展于青山绿水间，下方为人工营造的梯田
花卉，将成为园区景观脉络的延续。同时，场馆在设计
建设中也注重绿色节能，屋顶设置雨水收集系统，场
地采用透水铺装，地下设雨水调蓄池，经回收处理后
的雨水将用于梯田灌溉，形成生态微循环。
北京世园会将于2019年4月在北京延庆区开幕，
因园区选址距八达岭长城仅10公里，也被称为“长城
脚下的世园会”。截至2017年12月，已有俄罗斯、德国、
韩国、印度等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展。

实体书店靠什么走出低迷

经历了寒冬的实体书店正逐渐升 2012-2017年实体书店零售市场规模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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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报告》显示，2017年全国图书零售
市场延续增长的态势，其中在实体书
店方面，与2016年出现负增长的情况
不同，2017年实体书店渠道的零售规
模实现了2.33%的同比上升。而这一改
变一方面离不开实体书店接连转型升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级“练内功”，另一方面也与政策不断
备了自有咖啡品牌“新华时间”，为读 版广电总局、国家发改委等11部门联
扶持、营造全民阅读氛围有关。
者提供手磨咖啡、简餐等，同时增设了 合发布了《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
试水多元化服务
文化创意产品经营区，围绕自身定位 指导意见》，不仅鼓励房地产企业、综
据《2017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 为建筑设计专业人士提供文创产品， 合性商业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为具
告》显示，2017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总 此外还设置阅读空间便于读者阅读 有较强经营发展能力和社会影响力
规模首次突破800亿元，达到803.2亿 等。而北京新华书店建筑书店是众多 的实体书店提供免租金或低租金的
元，较2016年的701.2亿元同比增长 实体书店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不仅 经营场所，还要求加强财税和金融扶
14.55%。其中，实体书店零售渠道走出 北京新华书店的多家分店陆续换新 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实体书店的经
了负增长的态势，实现2.33%的同比增 颜，越来越多的实体书店也走向体验升 营压力。
速，达到344.2亿元，这一数字让人们感 级的道路。北京发行集团董事长李湛军
除了国家大层面出台相关政策
受到实体书店行业的暖意。
认为，在实体书店回暖的环境下，新华 外，各个地方也相继发布了当地的扶
熟悉实体书店行业的人较为清 书店也不能再延续老面孔，应当变得更 持办法。以北京市为例，实体书店的资
楚，前几年实体书店的日子并不好过， 时尚、更多元，由只卖书变为为读者提 金扶持工作已纳入到北京市“十三五”
由于受到网上书店冲击及自身运营成 供全方位的阅读体验。
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预计
本较高，实体书店经历了一段寒冬期。
除了提供更多元的产品和服务，还 五年内资金总投入过亿元，并在2016
2012年是令实体书店行业印象深刻的 出现了更多有特色的实体书店，比如北 年和2017年每年均投入1800万元，分
一年。在经历过一段时期的低迷后，该 京三联韬奋书店转型为24小时书店，受 别扶持了70家和71家书店。而观察已
年全国实体书店零售渠道销售额比上 到不小的关注，单向空间则从一家独立 获得扶持的实体书店可以发现，既有
一年下降了1.05%，这是自有数据统计 书店变为一个文化创意综合空间，并创 国有书店，也有民营书店；既有大型书
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与此同 办了自己的沙龙品牌、出版物等。“单纯 店，也有小型书店；既有综合性书店，
时，据全国工商联书业商会的调查显 的图书买卖是网上书店也能提供的服 也有定位于某一领域的特色专业性书
示，2002-2012年，全国近五成书店倒 务，且因受到成本的影响，实体书店很 店，并将扶持资金大部分用于店面装
闭，总数达到1万多家。随后在2013年， 难在价格上与网上书店形成优势，而体 修装饰、设备更新、贴补房租、增加图
实体书店零售规模再次出现负增长， 验则是网上书店无法给予的，”独立书 书品种、员工培训、举办全民阅读活
虽然此后2014年和2015年实现微小幅 店经营者唐勇表示，“通过提供更多服 动、开展图书下乡进校园等。
度的增加，但2016年再次下滑，同时实 务、设立多元业态等，实体书店能够提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政府层面
体书店停业的消息仍不时出现。
升体验感，吸引消费者前往并延长消费 还在不断营造全民阅读的氛围，“书香
此次实体书店实现正向增长无疑 者的留店时间，从而带来销售。”
中国·北京阅读季”等成为带动人们阅
给从业者带来一定程度的信心，而这
读的品牌性活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外部环境回暖
与书店自身“勤练内功”密切相关，且
（草案）》 也于去年6月审议并原则通
现阶段的实体书店早已不是过去的模
实体书店的转型升级，是自身在 过，进一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样，从以往只是一个单纯的图书买卖 面对环境变化后的内部改变，显现的
在从业者看来，多个政策的相继
场所，变为一个阅读的体验空间，满足 是内核竞争力的提升。与此同时可以 下发，为实体书店营造了一个积极的
读者多样需求。
发现，国家政策等方面也在对实体书 发展氛围。中国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
以日前刚刚重新亮相的北京新华 店的经营进行倾斜，从外部帮助实体 任张京成认为，政府发布的相关政策
书店建筑书店为例，作为一家已开业 书店更好地发展，为实体书店的回暖 主要是从宏观层面来引导、规范市场
40余年的老牌书店，该书店已旧貌换 加了一把火。
的发展，起到较强的激励作用，而实体
新颜，店内除常规的图书销售外，还配
2016年6月，中宣部、国家新闻出 书店若想实现长久且稳步的发展，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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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政策是不够的，更为关键的还是在
于实体书店自身。
并非完全摆脱困境

现阶段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实体书
店正逐步向好的信号，全国实体书店
零售规模实现正向增长；北京三联韬
奋书店、西西弗等实体书店不断扩大
自己的规模，开出越来越多的分店；言
几又公司则完成了1.2亿元的B轮融
资。但在形势向好的情况下，实体书店
的发展并非已经完全走出困境。
据《2017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
告》显示，虽然全国图书零售市场每年
实现的总规模不断扩大，但仔细观察
整体市场背后的推动力可以发现，很
大程度上来自于网上书店，其中网上
书店对整体市场的增长贡献占比达到
92.32%，而实体书店仅有7.68%。且与
网上书店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仅
用五年就从130亿元的零售规模发展
到459亿元相比，实体书店近五年一直
在330亿-350亿元之间徘徊。
“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虽然实体
书店每年实现的图书零售规模有升有
降，但基本处于稳定，尽管现阶段实体
书店不断转型升级，政府层面也在通
过多种方式扶持发展，但实体书店若
想在零售规模上实现类似网上书店的
快速增长也不太现实，一方面在于人
均阅读量还未达到较高水平，有待进
一步提升；另一方面，网上书店便捷的
售书模式所带来的竞争仍不可小觑”，
唐勇表示。
在从业者看来，对于实体书店而
言，随着升级为阅读体验空间，探索多
元化的收入渠道是不少实体书店的发
展方向，帮助实体书店更好地经营。但
增强阅读体验、实现多元收入的基础，
是实体书店需要先形成一个明确的市
场定位，并围绕该定位在图书品类选
择、特色服务等方面上进行合理规划，
且图书仍需是实体书店的主业，而不
是作为补充和装饰。只有拥有优质的
图书内容，此后再加上多元经营、特色
服务等方面，实体书店才能一步步走
出困境。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郑蕊/文 韩玮/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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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大量离职 网酒网前途迷茫

经历业绩
疲软、停牌退市、难觅接盘者的网酒网，近期又
出现职工接连离职的现象，并被曝出正在低价
抛售价值千万元的名庄酒。1月10日，北京商报
记者从网酒网内部获悉，目前该公司市场部工
作人员几近走空，而该网站的售后客服电话也
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业内人士对此指出，
早前网酒网因过于依靠乐视集团导致自身“造
血”功能缺失，后期为谋求转型提出多项战略，
但没有有效落地。目前，酒类电商行业竞争格局
基本成型，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网酒网未来的发
展前景堪忧。
据了解，网酒网的团队曾多达500百人，但目
前在职员工仅剩100人左右。北京商报记者就此事
采访网酒网市场部高层获悉，目前该公司内部运
转基本正常，但每个部门员工的数量确实大幅减
少。且乐视对网酒网在各方面均产生负面影响，比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一博 武媛媛）

如一些之前靠乐视背书洽谈的品牌商和渠道商，
出现了合作难推进甚至终止合同的情况。另外，业
内还传出消息，网酒网现正抛售价值千万元的名
庄酒，不过此事未得到公司确认。
公开资料显示，网酒网成立于2011年，2013
年初正式上线运营，隶属于乐视控股集团。2016
年8月24日，网酒网在新三板挂牌，挂牌前，贾跃
亭为网酒网的实际控制人。近几年，网酒网一直
处于增收不增利的状态，自2016年乐视控股资金
告急后，网酒网运营资金链随之亮起红灯。在业
绩难以扭亏的背景下，2017年4月24日，在网酒
网挂牌新三板仅8个月后，该公司发布公告称申
请在新三板终止挂牌，由此成为酒类新三板上市
公司中的首家退市企业。4个月后，虽然业内传出
通天酒业拟接盘网酒网的消息，但最终未能成
行。几经周折后的网酒网至今未找到新东家，企
业经营状态每况愈下。

网酒网另一高层透露，从公司业务层面而言，
网酒网退出新三板的确与乐视有一定关系，但是
公司自身缺乏盈利能力才是致命伤。网酒网主要
产品是进口葡萄酒和啤酒，白酒基本没有涉及，对
于国内消费者而言网酒网缺乏直接引流的产品。
虽然在乐视生态系统下曾经布局线下店，但最后
无疾而终。另外，在产品层面，网酒网也存在大单
品缺失的问题，虽然尝试借助明星效应打造符合
互联网风格的产品，但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产品
线和推广手段，无论是小黑裙、火玫瑰，均没能成
为企业核心大单品。
白酒营销专家蔡学飞指出，目前酒类电商以
1919酒类直供和酒仙网为主的双寡头格局已经基
本形成，加之酒企自营电商崛起，酒类电商市场环
境竞争激烈。在此背景下，网酒网规模较小、运营
形式单一、内部问题频出，如果没有流量加持和强
势资本介入，恐将被市场淘汰。

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登北京旅游投诉黑榜
北京商报讯（记者 肖玮 实习记者
许伟）

虽然去年四季度北京旅游投诉
量减少，但仍有不少知名企业登上黑
榜。北京市旅游委最新发布的去年四
季度旅游服务质量投诉工作情况显
示，投诉公示594件，同比下降20%。其
中涉及旅行社335件，四、五星级饭店
28件，景区65件，非法一日游投诉135
件等，包括南宫旅游景区、金融街威斯
汀大酒店、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等均
在投诉名单中。
分行业来看，在65件针对景区服
务质量投诉中，共涉及10家景区，目前
投诉已办结率达92%。投诉较多的景
区包括：南宫旅游景区、司马台长城景

区、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京东大峡谷
旅游区等。在旅行社方面遭投诉较多
的有北京神舟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万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海
洋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等。
此外，在去年四季度立案受理的28
件四、五星级饭店投诉中，共涉及25家饭
店，其中降低预订与结算争议问题的投
诉最多，投诉率达50%，服务质量问题
占比29%。投诉涉及的饭店包括：北京
宝辰饭店有限公司、北京金融街威斯汀
大酒店、北京新世纪饭店有限公司等。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众多被
投诉的企业中，除了京东大峡谷旅游
区、北京新旅时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等“常客”外，南宫旅游景区首登旅
游服务质量黑榜。据悉，南宫旅游景区
是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4A级旅游景
区，其经营范围较广，涉及温泉、酒店、
植物园等领域。但记者发现，有游客曾
投诉该景区存在水质不清、室内空气
质量较差等问题。
对此，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杨彦锋表示，旅游服务质
量黑榜将会对问题景区发挥舆情监督
的作用。目前我国四、五星级品牌景区
相对较少，供不应求的市场下，景区对
投诉的重视性还不够。不过，北京联合
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李柏文也曾指出，
随着旅游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提升、供

给端资源增加以及互联网点评等信息
传播迅速，不被消费者认可的酒店、旅
行社和景区将会逐渐失去客群，同时，
除了发布黑名单外，相关主管部门也
应加大惩罚力度，对问题企业真正起
到警示作用。
另外，北京市旅游委称，近年来，
“微信组团旅游”成为“互联网+”时代
下的一种旅游新业态。微信组团游主
要是以俱乐部、驴友会、车友会等形式
出游，但组织者大都没有合法的旅行
社业务经营资质，无法签订正式书面
旅游合同，一旦游客安全和自身权益
受到侵害，往往投诉无门，得不到法律
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