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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发展连锁商业的若干思考
30%．美国连锁店销售额占全美零售总额的

一、连锁经营的功能

38%。

连锁商业是指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

国际成功的实践经验表明，连锁经营是现

中若干同行业店铺．以共同进货或授予特许权

代市场经济中具有强大 生命力和巨 大发展潜

种商业经

力的一 种流通组织形式和经营 方式。连锁经营

营制度。 世界连锁业的发展，大体上 经历了三

的本质特征是把工业化大生产原理运用到商

一

等方式连锁起来，共享规模效益的
个阶段。

一

是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50年

代，此期间是连锁商业萌芽与成长阶段，也称
“

为传统连锁时代。创建千1859年的 大西洋与
”

太平洋茶叶公司 发展到1914年已拥有连锁

业经营中，实现商业活动的标准化、专业化、集
约化、规模化。
连锁经营的功能主要体现在：
（ 一 ）流通主导功能。它以最快的速度反馈

商店2000家左右，支店约20000家，营业额近 市场信息，组织订货，衔接产销，它使经济活动
10亿美元。其间欧洲连锁商店开始出现．并在

重心迅速从制造商向经销商和零售商转移，从

食品、衣料、鞋业、医药等商品领域迅速发展 。

而实现流通主导型经济。

二是本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连锁商业进入

（二）科学管理功能。它把现代工业的流水

高速发展时期。 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第

线生产方式运用在商业经营上，把商业经营转

一

变成 一 种可管理的技术环节。 连锁经营的 七
统 一 （统 一 标志、统 一 进货、统 一 核算、统 一 定

个高速公路网的形成，汽车运输的迅猛发

展，为美国连锁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

”

条件。这 一 时期连锁经营除经营范围和地域的 价、统 一 商品陈列、统 一 服务规范、统 一 管理
扩展外，还包括电子技术的 运用，超级市场销

等），把复杂的商业活动分解成 一 个个相对简

售 技术的引入等，使连锁形成巨大的垄断销售

单的环节.提高了经营效率，实现规模效益。

网。 其营业额、从业人员在零售业中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1972年日本止规连锁的大荣公

的优势．使商业资本、营销技术等联合优势迅

司，销售额一 举超过长达300年历史的三越公

速扩大，更有效地扩展业务，降低风险，使流通

司，跃居日本零售业首位。 三是从80年代起，

规模得以成倍扩 大。

（三）扩大规模功能。它凭借连锁机制特有

进入现代连锁商业时代。连锁商业的发展除数

（四）促进消赍功能。连锁经营无所不包的

扯的增加外， 一个显著特点是行业范围进 一 步

服务特性，使连锁店的经营范围不仅限千零

渗透到餐饮业、各类服务业，经营范围趋向国

售、餐饮等行业。 同时，连锁经营特有的服务，

际化、集团化。 同时，由千科技的进步，连锁 经

适应了快节奏生活方式和消费特点，使消费者

营越来越多地运用电脑通讯系统 等现代化技

产生一 种依恋型购买行为，成为商店固定的消

术，使经营规模和范围得以成倍增长。 目前日

费群。

本连锁商店的销售额约占社会零售总额的
. ．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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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连锁商业发展的现状

连锁方便店。全市14 家网点达689户，经
营规模较大的有宏良、家乐等。 宏良便利连锁

以连锁超市为代表的连锁商业是伴随着

联营公司在 一 年半的时间里形成 了82户连锁

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

店的规模，经营面积12000平方米，并已在天

度提高而产生的。当前上海连锁商业得以迅速

津、芜湖等地设了点。
连锁快餐店。全市比较著名的连锁快餐公

发展的基本条件是：
一

定物质基

司 有近10家，网点数50多户，并形成 中西式

础。 近三年来，上海的国内生产总但平均每年

快签互相竞争、并驾齐驱的格局。 上海肯德基

递增14. 7%， 去 年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已达

公司、已滚动发展了10户连锁店，去年销售额

14500多元，已接近国外连锁商业发展初期的

达1.46亿元，成为肯德基经营业绩最好的海

经济水平。经济的发展，带来商品丰富、市场繁

外公司。

笫一．经济发展，产品丰富，有

荣。 上海生产的小包装商品已超过1万种，适

连锁专卖店。 全市有各类专卖店250多
户．80多个专卖系列，国外著名品牌的专卖店

应了连锁超市的销售方式。
笫二，消费观念变化，有一个市场基础。随

有克莉丝汀、香特利、鍔鱼、真维丝等。 国内的

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卖

三枪、开开也在向专卖店 方向发展，并且已呈

方市场开始向买方市场转化，消费者开始追求

现良好势头。

省时、便利、快捷的消费观念。 包装商品、方便
食品、冷冻食品被广泛接受。 超市

一

次性完成

购买的销售方式，使市民提高生活质量、实现
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要求得到满足。

连锁服务店。 在修配、洗染、照相、扩印等
服务性行业，巳出现了50多家连锁门店。
上海连锁商业的发展是在逐步总结经验
的基础上 一步 一步向前推进的。 实践证明，连

笫三，科学技术发展，有良好的装备基础。

锁超市顺应了现代居民生活消费的需要，具有

现代化商业技术的推广应用，促使商品流通发

较强的生命活力和发展前景。 连锁商业的发

生革命性的变化。为了扩大规模，提高效益、条 展，可以做到消费者满意、企业满意、政府满
形码、POS系统，现代通迅网、电脑管理系统 意。
等高新技术产品受到了商界的欢迎和广泛使

（ 一 ）连锁经营有利于让利于民。上海连锁

用，因而使商业经营连锁化成为可能。

商业以连锁超市、方便店为突破口，经营定位

目前上海已有各类连锁网点1500多家，
年销售额约14. 5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坚持大众化、坚持以主副食品和市民日常生活

额 的]. 9%。 上海连锁商业的形式主要有五

蔬菜和副食品，经营品种不得少于3500种。如

种：连锁超市、方便店、快餐店、专卖店、服务

华联超市和联华超市，经营品种多达5000一

用品为主。 市政府规定，新办的超市都要经营

店，呈现大型购物中心、百货商店和五种连锁 8000种，并且坚持中低档为主，使消费者感到
形式竞相发展的多层次、多样化的零售商业新 超市确实是面向大众的。 为方便群众购买，超
格局。
连锁超市。 目前上海共有15家连锁超市

市、方便店 一 般设在居民新村和地铁、车站等
交通便利地段。 去年上海新办超市、方便店有

公司，网点巳超过500户。华联、联华等公司的 83.5％开设在居住区和边缘区。在价格定位方
经营已进入良性循环。华联超市只用两年时间

面，要求超市坚持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从规

开出24户，年销售额达到 1.96亿元，预计5

模经营中求效益。 商品价格 一 般低千市场价。

年可偿还创业投资，其发展速度超过了国际公

超市、方便店真正做到了方便购买、价格便宜、

认的标准。

商品正宗，消费者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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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锁经营有利于企业转制。连锁经营

770 亿元，但连锁商业的网点比例和销售比例

不是单纯的商业经营形式的改变，还涉及商业

还很低。 要根据不同连锁店的发展，作出总体

一

系列

规划布局，既要积极引导，反对垄断，也要防止

关系的调整与改变，将会促进国合商业转换经

过度竞争，避免企业自生自灭。 对与人民生活

营机制。 去年上海有 60 家菜场改建为超市，

密切相关的便民连锁商店，在网点配备上要通

600 多家粮店、油酱店改造为方便店后，摆脱

过规划给以保证，使全市连锁商店合理布局，

了网点萎缩、经营亏损的局面，经济效益成倍

健康、快速发展。

企业组织结构、管理制度、利益分配等

增长。 卢湾区 3 家菜场改建为连锁超市后，每

（二）坚持连锁经营的规范化管理。连锁商

夭营业14小时，人均日销售额比改建前增长

业发展初期，就应着眼于高起点、高标准，而其

6. 5倍，职工月工资收入增加2.1倍。 三角地

核心就是规范化管理。要参照国际通行的行业

总公司所属的密云菜场，前几年承包经营后， 标准和服务规范，通过严格的科学管理，使企
由千管理不善，三分之二柜台出租，人心思走， 业的经营活动上 一 个档次。今年上海连锁商业
年经营亏损 40多万元。改建为连锁超市后，实

的工作重点是抓规范、要在连锁商店发展的基

行了进门见菜、菜篮扎把、门类齐全、集中收银

本目标、基本标准的基础上，修改制定好服务

的改革措施，摆脱了传统经营陋习，扩大了经

规范和管理规范，特别要坚持实行统一采购配

营规模，实行全天营业，去年销售额达到 1300
万元，增长1. 6倍。

送和统一 管理。此外要通过抓培训、抓交流，使

（三）连锁经营有利于政府调控市场。连锁

干、培训营业员，从而增强发展连锁商业规范

超市大批量进货、大批量销售，降低了商品的

管理规范、服务规范落到实处。 要大力培训骨
意识，提高商业企业管理水平。

出厂价格，减少了销售环节，有效地防止了市

（三）结合产品结拘调整，向广度发展。 国

场上不规范的商业行为。 在遏制通胀、反对暴

际上连锁经营组织的发展，出现了大型化、国

利、防止假冒伪劣、稳定物价方面发挥重大作

际化的趋势，并与跨国公司的组织形式相互融

用。同时，连锁超市直接掌握市场信息，对生产

合，行业领域越来越广泛，成为世界上发达国

的引导作用日益提高，流通的市场导向作用开 家商业的效要组织形式。上海商业必须借助千
始显露。再者，连锁商业的发展，也带动了食品

连锁化，打破工商、工贸企业和区域分割壁垒，

工业、电子工业、冷冻设备制造业、包装装琐业

实行工商联合、商商联合、市区联合，以名牌产

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总之，连锁商业的兴起，对 品为龙头，建立新的销售体系。 通过连锁扩大
整个经济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
三、进一步推进上海连锁商业的建议

上海产品的销售，吸收国际先进管理经验，壮
大自己，参与国际竞争．开拓世界市场。
（四）结合机制转换，在深度上拓展。 要借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

助连锁经营机制，加快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积

水平的不断提高，买方市场的形成，交通储运

极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不论是正规连锁，

设施的改善，通讯设备的现代化，大力推进上

特许连锁还是自由连锁，都不是简单搞联营。

海连锁经营的时机巳来到。 现阶段，应在学习

配送中心的建设，也不是简单搞一 个库房。 而

借鉴国际连锁商业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既

要紧扣连锁二字，通讨磺向、纵向配合，及时传

有国际连锁的基本特征和功能、又有上海特色

递信息，合理组织商流、物流、信息流，把企业

的连锁商业。 当前，要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经营的内在活力调动起来。尤其要加快配送中

（一）切实抓好连锁商业的发展规划。当前 心的建设。 集中配送中心在进货、仓储运输等
上海商业 网点已达15. 8万个，销售额已达 方面优势，为各连锁店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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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集团的过程中，还必须积极而慎重地处理以下若干个问题。
首先，企业集团大型化是最现代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 一 大趋势，大型企业集团
作为适应现代生产力规模经济和市场经济要求而产生的企业高级组织形式，是客观经济长期
发展的结果。 仅凭人们的主观美好的愿望，依靠行政手段来促使企业集团扩张，那是不会奏效
的，这样的集团也不会具有生命力的。 政府可以制订 一 系列政策，引导企业加速完成这一历史
过程，但决不能拔苗助长。否则，相互间缺乏利益机制而奉命扩建的企业集团，不是继续在旧体
制轨道上滑行的行政性翻版公司，就只是联而不合的企业群罢了。
尤其值得重点强调的是，股份制、公司制是企业集团形成的组织基础，股份制、公司制成熟
与否，与企业集团的发展息息相关，而我国的股份制只是刚刚起步，公司制也只是在初步实施
的阶段中。 西方发达国家的股份制、公司制发展了数百年，如果没有科学的可行性分析和慎密
的研究准备，我们想在短短的 一、二年中就跨越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结果怕只能是欲速而不达。
正确的方针应当是紧抓机遇又切切实实地分步前进。
其次，企业集团具备了组织规模扩张的动因和客观的条件后，还应形成科学而明确的企业
集团战略发展的经营目标。 由千方向不明确，或者由千种种原因使集团发展的目标变幻不定，
集团发展也会困难重重，甚至半途夭折。前儿年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某些集团公司，如今到了貌
合神离、分崩离析的地步，有的运转数年，却至今连集团内企业间的法律柜架都未定下来。究其
根渊，乃在千企业集团的发展没有战略目标。
再次，政府是宏观调控的主体，是确定支柱产业、制定并执行企业集团发展政策的主体；企
业集团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则应是制定合呡战略规划的主体。两者紧密相关，但不能互换其
位。 政府可以充分运用各种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制定各种政策来诱导产业结构的调整。 根据
我国现阶段的情况，政府甚至也可用某些行政手段，来促使集团的组建和发展，以提高规模效
益，加快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在科学决策的基础上形
成的产业政策具有稳定性、连续性。
注：
“X低效卒 “是美国经济学家禾宾斯坦(H • Leibenstein)1966年抸出的一个概念，指不是由狭义的市场因
素引起的低效率，妇组织低效率、激励低效率等．

（上接第54页）集配和送货，以使连锁经营的

理人员来沪讲课，并通过合资合作，引进管理

系统工程更加完善。

技术，提高管理水平。 连锁商业的发展与通讯

（五）抓紧人才培养和管理软件的开发应

技术和其他流通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要加快

用。 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普及连锁经营知

电子计算机、收款机、条形码等硬件设施的开

识，组织学习连锁经营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做

发与应用，进 一 步加快仓储、配送中心的建设，

法。 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到国外考察，

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物流管理和信息管理的

研究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请国际著名企业管

技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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