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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门店到线上， 新模
式激发新活力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疫情防控之下，不少人减少外出，通过点外卖、网购等形
式购物，线上消费需求明显增加。 实体店也纷纷转型线上，寻
求新的销售空间。

“店里的客流是看得见的销量，我们还做线上呢！ ”4 月 14
日，位于合肥万象城的联想来酷店里人不多，作为一家专营数
码 3C 产品的门店，除了到店消费，它同时还经营着“外卖”业
务，店长孙权说，“在网店里买，快递配送要好几天。 就像餐饮外
卖一样，我们主要辐射同城，基本上 1 个小时就能送到家了。 ”

在孙权的指导下，记者在京东到家 App 上看到他的店，店
内所有商品几乎都上架到了线上。 “数码产品的消费群体以年
轻人为主，大多精通网购，热衷于新鲜事物，转型线上是大势
所趋。 ”孙权告诉记者，不久前，京东到家和京东启动“4·15”同
城购物节，针对门店热销的电脑、配件、手机和家电类等产品，
在线上，京东到家、京东双渠道提供营销及流量支持，并且整
合了联想来酷的促销活动，消费者享受优惠价格，店里的线上
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实现翻番增长。

传统的线下零售店基本只能覆盖周边 3 到 5 公里的顾客
群体，顾客只能在门店营业时间内到店购买。 即时零售，提供
了线上随时随地可下单的体验，以及“小时达”的即时交付时
效，符合消费趋势的习惯变迁，尤其迎合了年轻顾客的需求，
成为当下不少实体店转型的主要渠道。

孔权表示，在上线本地即时零售平台前，门店遇到顾客不
方便到店购买的情况， 解决方法通常是顾客先转账给店员，
门店再快递给顾客。 这样流程既繁琐，配送时效、支付安全也
存在无法即时保障的问题。 “现在，顾客直接在平台下单，1 小
时配送到家，订单全程可跟踪，顾客也转化为用户，对顾客消
费体验和门店服务品质都是明显的提升，也有助于提升用户
黏性。 ”

“这款鞋是爆款，各位宝宝千万不要错过，平时要 600 多
元，今日特价只需 399 元！ 货少，看中的告诉我码数。 ”在合肥
万科广场一家鞋履店销售人员张青的微信里， 有许多的微信
群，到店上班之余，她每天都要往各个群里、朋友圈里发活动
产品图，和顾客反复沟通，张青说，“群里的人都是以前到店里
买过鞋的顾客，他们付款时，我们都会加微信，方便解决售后
问题。 现在，我们把大家拉到一个群里，进行活动营销。 ”

张青告诉记者，工作日店里客流量小，店员也比较清闲，
这时候就会整理一些活动款发在群里，顾客感兴趣就会询问
材质、尺寸之类。 如果顾客下单了，就微信转账，把鞋邮寄给
顾客。 “微信群增加了客户黏性，也方便我们更好地了解客户
需求。 ”

微信群的优势在于它能将一群有共同目标、 兴趣爱好的
人聚集在一起，而且用户加入门槛低，有快速获客的优势。 如
今， 这样的社群营销已经成为实体店营销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 有关专家指出，运营社群的目的是为了激活顾客的参与感
和信任，运营中要注意活跃社群氛围，通过各种活动和激励机
制提高成员活跃度， 同时也要平衡好社群规模与活跃度之间
的关系，营造良好的社群氛围，实现销售转化，使其能够成为
品牌口碑传播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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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勿盲目 医美须慎重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3·15”晚会曝光了一些医美培训内幕，让人触目惊心。
2015 年到 2020 年全国消协组织收到的医美行业投诉量增长
近 14 倍。不久前，省消保委依据日常消费者的投诉和咨询，发
布了一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谨慎挑选医美机构。

“消费者首先要理清美容的定义。 ”省消保委秘书长吴瑞
卿指出，生活美容是指运用手法技术、器械设备并借助化妆、
美容护肤等产品，为消费者提供人体表面无创伤性、非侵入性
的皮肤清洁、皮肤保养、化妆修饰等服务；医疗美容是指运用
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
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

医美项目包括打针 、纹绣 、激光 、针灸减肥 、抽脂瘦身 、
腋臭手术、毛发移植等。 合法医美，首先医美机构要合法，即
要有营业执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医疗广告审查证明 ；
其次，医美医生要合法，即要有医师资格证、执业医师证、医
疗美容主诊医师证；最后 ，医美药械要合法 ，即要有医疗器
械生产企业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准字号医疗器械
注册证。 “上述三个条件，必须同时符合才是合法的医美，只
要少了一个就是非法的。 即使是合法的医美医生在无许可
的美容院开展医美服务也是非法的。 例如‘3·15’晚会曝光
的学员‘资质全无，6 天速成’培训后就可以进行针剂注射、
埋线、除皱项目迅速上岗的行为，就是典型的非法医美。 ”吴
瑞卿说，以上证照和许可，消费者均可以登录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网站、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和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网站查验和核实。

省消保委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医美要避开三大误区：
“美白针”“溶脂针”不合法。当前市场上关于“美白针”“溶

脂针”宣传很多，似乎是简单的医美项目。但是恰恰相反，目前
这两个项目在我国没有得到正式批准， 消费者在市场上和广
告中看到的都是不合法的， 正规守法的医美机构和医生是不
会给消费者注射的。

注意查看经营许可范围。合法医疗美容机构的《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 上会载明经营范围和允许的手术级别项目。 因
此， 在有资质的机构中仍要进一步确认你所接受的美容手术
服务是否是在许可范围内，超范围的服务也是非法的。

谨慎选择预付模式。在日常消费中有很多机构，会把产品
和服务，以高折扣、高优惠、高返还的手段，打包卖给消费者，
这种套路营销消费者一定不要轻易上当， 如购买一定要保留
书面证据，别轻信口头宣传。同时，消费预付金额不可过大，依
照国家规定，单张记名卡限额不得超过 5000 元，单张不记名
卡限额不得超过 1000 元。

医美消费一定要保留好病历、诊断证明、收费凭证、合同
协议等相关资料，多收集保留证据，有备无患，自觉抵制非法
医美活动，发现违法行为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

品牌要从制造向创造转变
■ 韩小乔

近日，由福建省莆田市鞋业协会申报
的莆田鞋业集体商标获得国家知识产权

局批准注册。 从图形上看，该商标的标识
像一根鞋带，由莆田两字的拼音首字母构
成， 寓意莆田鞋业全力加快转型升级步
伐，探索品牌化之路。

鞋业是莆田市重要支柱产业，现有生
产企业 4200 多家、 从业人员 50 多万人。
2021 年，莆田鞋产量达 13.9 亿双，占全国
十分之一。 但长期以来，莆田鞋业的发展
之路并不通畅。 大部分鞋企以出口代工
为主 ，缺乏自主品牌 ，产品附加值不高 ，
处在价值链的底端， 只能赚取微薄的利

润。一部分小工厂和家庭作坊制造成本低
且暴利的仿制品，甚至以假乱真，不少消
费者还没真正认识莆田鞋，就已经被大量
莆田高仿鞋迷了眼。

不甩掉“山寨”之名，莆田鞋业就没有
未来。 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日趋严格、监督
力度日益加大，侵权仿冒者付出的代价越
来越大。 被“山寨”阴影笼罩下的莆田鞋
业，也让本土品牌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劣
币驱逐良币，形成负面效应，导致一些鞋
企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缺乏创品牌、提品
质、增品种的动力和信心，影响整个产业
转型升级的步伐。

集体商标批准注册是鞋业品牌化的

关键一步， 有助于扭转消费者的刻板印

象。 但注册一个商标并不代表一个品牌崛
起。 品牌崛起离不开自身努力。 对莆田鞋
业来说，有长期的制鞋经验，也不乏产能
和技术，甚至有些仿冒鞋的质量比正品还
要好。 其缺少的就是创造自主品牌的意识
和能力，尤其是在外观设计、产品工艺、材
料研发、品牌运营等方面。 和莆田一样，晋
江也是从大牌代工做起，正因为坚持自主
创新、积极拓宽市场，才使得当地的安踏、
鸿星尔克等运动品牌愈发响亮。 鞋企应摒
弃赚快钱、走捷径的浮躁心态，从制造向
创造转变。 既要加大创新力度，完善品控
机制，更新工艺流程，从产品技术上下功
夫，又要讲好品牌故事，做好营销推广和
服务，把产能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

一流品牌需要一流环境。 没有政府的
支持和引导，自主品牌很难找准方向。 为
了改变不利局面，莆田出台了一系列新政
策， 支持鞋企在细分领域开发新品牌，抢
占目标市场， 鼓励各方实施联盟创牌，注
册区域品牌和公用品牌。 据媒体报道，该
集体商标已授权 16 家莆田鞋企使用 ，只
有在产品物料、价格等方面达到标准的莆
田鞋企，才能使用这个标识。 在行业转型
过程中，协会应积极发挥作用，通过强化
会员管理及准入标准、 奖惩规则等手段，
构建互利共赢的品牌生态圈，同时引导企
业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建立品牌声
浪，提高行业整体创新力和影响力。

成功注册商标，创建自主品牌 ，莆田
鞋的发展之路为国货崛起提供了可借鉴

的经验。但创品牌，更要立名牌。莆田鞋能
否成为舒适、优质鞋的代名词，还需要时
间检验。当地还需齐心协力、脚踏实地，找
到核心竞争力，才能打造好莆田鞋这张新
名片。

优化营商环境，以“小切口”催生更多就业创业

3月 26 日， 在阜纺小吃一条
街，“皖厨创业一条街”揭牌。 上世
纪 80 年代前后， 阜阳纺织厂人员
密集，一些商户慢慢聚集，形成了现

在阜纺小吃街的前身。 这里汇聚了格
拉条、板面、麻糊、 卷馍、豆腐脑、粉鸡、水

烙馍等阜阳小吃。 口味纯正，物美价廉，花上
20元足以吃饱喝足。 不论是早晨、中午亦或是
晚上，这里总是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具有良
好的小吃创业基础。

为更好引导皖厨创业产业化发展， 营造
皖厨就业创业环境 ，带动更多城乡劳动者就
业创业 ，近日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省财政厅等 5 部门决定联合开展省级

“皖厨美食名品连锁店龙头企业 ”和
省级 “皖厨创业街区 ”遴选认定工
作 。 “5 年内 ，全省计划遴选认定
30个左右省级 ‘皖厨美食名品连
锁店龙头企业 ’ 和 80 个左右省
级‘皖厨创业街区’。 ”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对遴选认定的皖厨美食名品
连锁店龙头企业 ，根据龙头企业
新加盟店个数 ， 每新增 1 个给予

5000 元创业就业补贴 ，每个龙头企
业补贴累计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对遴

选认定的皖厨创业街区 ， 根据在创业街
区初创企业数 ，在 3 年期内 ，每户每年给予
5000 元孵化基地补贴。

目前，皖厨创业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全

省已培训皖厨师傅 9700 多人次， 新增餐饮私
营企业 5600 多户、 个体工商户 12 万多户，带
动就业 15 万人以上，初步实现“小切口”催生
“大就业”的目标。 2021 年至 2025 年，全省计划
支持皖厨师傅创业就业 5 万人次以上。 计划在
全省参加皖厨培训并取得专项能力证书的皖
厨师傅中， 培育 1000 名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
等级的皖厨名师。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
处副处长庄雪峰表示，下一步将持续确保培训
质量，鼓励技工学校、职业院校、餐饮领航企业
及职业培训机构等广泛参与皖厨培训项目，精
心组织皖厨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培养能力
和质量。 同时，开展系列交流活动，依托省餐饮
协会，谋划安徽名特小吃读物编写，指导推动
各地开展皖厨师傅职业技能等级评价认定等
工作，不断优化皖厨师傅实现更好就业创业的
外部环境。

题图：近日，安庆市大观区石化路街道鸭
儿塘社区就业培训小课堂上，辖区妇女正在学
习拉面技能。

本报通讯员 江胜 项顺平 摄

··市场扫描··

培育““吃香””皖厨，，传扬““皖美””味道
■ 本报记者 朱卓

加快皖厨培育，
让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

经过反复摔打牵拉， 润滑而不失嚼劲的
宽面成型，下锅煮熟后，加上红油辣椒、嫩
绿青菜、牛肉等菜品和调料 ，再浇上 “灵
魂”汤料，一碗色香味俱佳的太和板面就
做好了。 4 月 11 日， 在阜阳技师学院，
“皖厨师傅” 就业技能培训班的学生们
正在学院食堂进行生产性实训，烹饪阜
阳本地特色小吃供给学院师生。

“我是培训班二期学员， 从今年 1
月开始正式接受菜品培训，格拉条、太和
板面、牛肉包子、卷馍、牛肉汤……学了好
多阜阳特色小吃。 培训期间， 老师教授了各
种小吃制作方法。 目前，我们二期学员已经学习
完基本技能，我也顺利通过了考核。 ”4 月 14 日，18
岁的张龙告诉记者， 他的技能培训考核成绩很不
错，取得了专门为皖厨培训合格人员颁发的专项职
业能力证书，成为一名皖厨师傅，“目前正在接受生
产性实训，需要训练的技能还有很多，以后也打算
从事这个职业”。

作为地跨长江、淮河两大流域的省份，我省饮食
特色兼顾南北，涵盖蒸、炸、煎、煮等制作工艺，
美食小吃花色齐全、百食百味。为培育专业的
皖厨师傅，去年 7 月底，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会同省财政厅印发《关于实施皖厨
培育工程的通知》， 启动皖厨培育工程。
要求结合全省各地特定区位、 特色饮食
文化、特殊技艺传承，发掘地域名特小
吃资源，引导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失
业人员等重点群体通过掌握一技之长、
成为皖厨师傅，实现更好就业创业。

“我是一名已经 40 岁的‘宝妈’，本身
就很爱做菜。 去年无业期间，一直想学点实
用的技能找个工作。 偶然间在微信朋友圈看
到皖厨师傅就业技能培训班正在招学员，还是免
费的，就立刻报了名，如今已经顺利毕业。 ”曾是培训
班一期学员的苏晓玲略带自豪地说。培训一个月后，
由于考核成绩特别出色， 她不仅拿到了专项职业能
力证书，还凭借以往在其他行业的培训师工作经历，
摇身一变成为皖厨培训班的一名技能培训师。 她感
慨道：“是这次培训让我重新上岗， 得到了一份特别
满意的工作。 ”

阜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桂超介
绍，为落实皖厨培育工程，阜阳市专门出台
了 《关于促进阜阳小吃品牌化发展推动实
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实施方案》，
明确具体任务和扶持政策。 依托阜阳技
师学院阜阳小吃技能培训中心 ， 按照
“技能+管理+创业”培训模式，采取“基
础技能、生产性实训、模拟经营”三个阶
段培训方式。 学员先期在技能培训中心
学习基本技能， 培训合格后进入阜阳技
师学院食堂进行生产性实训，实训产品在
确保安全卫生的前提下供给学院师生。生产
性实训结束后，根据个人意愿，筛选部分有创
业意愿学员进行门店管理方面的实训，通过真实
的经营场景历练，提升学员的创业和管理能力。截至
目前，阜阳市已经培养储备了 200 余名技能型、创业
型人才。

打响小吃品牌，让皖厨就业市场“活”起来

说起小吃品牌，“沙县小吃” 几乎家喻户
晓，其身影遍布全国各地，不仅品牌响亮，
更是带动了无数劳动者就业创业。

在安徽，小吃种类数不胜数。 萧县
面皮、三河米饺、淮南牛肉汤、黄山烧
饼……在省内外经常能见到这类
经营门店。 皖厨工程实施以来，我
省不断挖掘小吃资源，打造小吃品
牌， 力争形成全省名特小吃产业
“一城一品牌、一店一特色、一人一
绝活”的餐饮行业新格局。

“地方小吃名气大 ，对我们来
说是一大好事 。 如果 ‘阜阳名小
吃 ’有名气了 ，打响了品牌 ，我们找

工作或者开店都更容易成功 。 ”张龙告
诉记者 。
去年 10 月， 阜阳小吃品牌化发展宣传推

介会在四川成都举行，品鉴会现场，滑嫩的阜
阳粉鸡、筋道的枕头馍、鲜香的太和板面……
汇集数十样阜阳特色小吃。 “去年以来，阜阳市
成立阜阳小吃创业协会，打造阜阳小吃创业园
区和阜阳名小吃旗舰店，目前正在筹划依托现
有美食街区打造一批小吃创业载体。 ”阜阳
名小吃协会会长王高良告诉记者，当前

阜阳小吃正在步入有序推进的品牌化发展轨
道 ，初步形成了 “政府支持协会 、协会扶持企
业 、企业做强品牌 、品牌带动就业 ”的良好格
局，“阜阳名小吃”品牌形象初显。

针对个人创业扶持， 我省也出台了一系
列方案，对返乡创业农民工、农村自主创业农
民、就业困难人员等 10 类群体创办的皖厨创
业项目，提供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创业担保
贷款，对 10 万元及以下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
免除反担保要求。 鼓励返乡农民工回乡开办
农家乐 、小餐馆 ，按规定落实 5000 元一次性
创业补贴。

“和我同一批的学员，都已经结束培训。 我
所认识的不少学员都已经在省内或省外各个
地方看好了经营门面，打算一展绝活儿。 其实
很多人来培训前就想好了要创业开店，就是来
学真本事的。 ”苏晓玲告诉记者，如果创业项目
属于政策补贴范围，还能拿到政府的补贴或者
贷款，能减轻不少创业负担。

“下一步，协会计划制作阜阳小吃美食地
图、设计阜阳小吃旅游纪念品、编印阜阳小吃
读物、拍摄‘阜阳名小吃’系列纪录片。 进一步
加快阜阳小吃品牌化发展步伐，拓展城乡劳动
者就业空间。 ”王高良说。

三河米饺

太和板面

淮南牛肉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