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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生鲜农产品也从传统的农贸市场逐
渐进入到生鲜超市时代。而目前我国主要有以盒马鲜生为代表的生鲜超市管理模式。但是随着“农改
超”运动的深入,生鲜超市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严重阻碍了生鲜农产品超市的发展,如信息
链·供应链连接不良；鲜活产品与物流配送服务之间不协调；生鲜物流人才短缺等问题,本文针对目前
盒马鲜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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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Hema Fresh's new retail model
development
Xiangyan Yang
Luoya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as well as the strong support of national
policies,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the traditional farmers market gradually into the fresh supermarket era.
At present, China mainly has the fresh supermarket management mode represented by Hema Fresh. However,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Change farmer's market into supermarket" movement, fresh supermarket also faces
many challenge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which seriously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of fresh agricultural
supermarket, such as poor connection between information chain and supply chain; There is no coordination
between fresh products and logistics distribution services; The shortage of fresh logistics personnel and other
problems, this paper for the current Hema Fresh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were analyzed in
detail, and put forward a reasonable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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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创立的,开始的时候是一家建立在上

分钟车手送货服务,让消费者不出门就

首先,线下体验消费为超市注入了

海的生鲜超市,在得到阿里的支持后,侯

能享受到新鲜食材的美味烹饪,完美解

新的活力,并提供了在线渠道。盒马鲜生

毅开发出了新的超市配送体系,不仅仅

决了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最后

推出线下实体店,关注消费者的线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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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线上线下高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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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里购物”问题。 与此同时,盒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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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日期清晰可见,并且承诺不提供

[1]
种需求 。

的追捧和喜爱。准确定位目标市场是盒

隔夜产品,这大大提高了消费者对店里

1 盒马鲜生营销模式的特点

马鲜生快速发展、拥有大量忠诚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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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可能性,更好地消除了消费者对

复杂产业链,盒马公司认为想要在冷链

生鲜产品新鲜度的担忧。

3.2专业生鲜产品物流人才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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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打造品牌的促销方式

己动手打造全商品链路的专业冷链商品

费者在买生鲜熟食时,更加注意商品的

消费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是企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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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国冷链仓储物流在迅速发展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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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线+城配”的快速物流冷链运输网络,

程中,当消费者买到的不是新鲜的食品

式。而盒马通过举办一系列活动来吸引

以此运输方式在未来彻底实现全国多流

时,会给超市带来不好的印象,所以就更

新用户的参与,比如针对老用户,盒马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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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能熟练掌握物流知识的管理人才和

生就推出了“养盒马,领福利”的宠物游

公司的经营目标是减少这些中间环节,

技术人才。我国物流行业发展较晚,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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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盒马鲜生的发展现状

门店,中间便捷又可以大大省去各级商

缺乏理论和实践经验,出现所教授的物

2.1双线引流的运营模式难被复制

品批发商的采购环节,让物流配送变得

流行业知识和技能与企业的实际经营不

盒马公司既是连锁超市、餐厅饮食

更加快速度。

大相符的现象,而简单的物流理论知识

3 盒马鲜生仓储物流存在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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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禽果蔬类生鲜食品,所以线上app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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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线下的实体门店,都出现了损坏、变

者对生鲜产品的需求量也会大大提升,

方式上远远超越了传统电商,所以更受

味,如：鱼肚子泛白、肉类食品腐烂等

盒马鲜生则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致

年轻消费群体欢迎。

现象存在。即使有售后服务,但退货的

使很多顾客不能够及时买到所需的产

流程繁琐,必定要浪费一定的时间,这

品。由于没有提前配置充足的配送人手,

样一来会降低消费者的消费体验,给每

导致无法快速完成配送任务,从而让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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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App两者进行重构,这种全新的零售

冷藏温度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冷藏车的

消订单。当然,大量的订货也可能会导致

商业模式,使其对消费者的购物习惯也

规模数量较少,制冷技术存在短板,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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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配送。线上商品种类繁多,线下的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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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冷藏技术,将可能致使产品在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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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无法保证产品新鲜度,出现烂肉坏

上相对较小,当整个城市规模比较大的

在线电商的分布式物流管理系统,而是

果现象。同时,冷链物流缺乏一个及时的

时候,就要在其他地区设立更多的门店

重新打造了一套去中心化的分布式集中

信息交换平台,无法及时进行信息共享,

进行覆盖,这样一来就更加增加了产品

物流网。面对国内专业冷链商品物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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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的成本。而在采购的模式上,盒马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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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采取的措施则是通过协调多家的供应
[1]

教材,对高校学生进行物流方面技能知

势,将所覆盖区域都统一进行配送服务,

商对一线城市进行侧重供给配送。 随

识的教育和培养。积极招聘应届冷链物

建立自己的中心物流库。与此同时,还可

着盒马向二三线重点城市快速扩张,但

流专业毕业生,激发毕业生就业的浪潮。

以拓展门店的物流覆盖区域,以中心物

受限于二三线重点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

还可以与国外的有关物流冷链配送组织

流库为托付来连接各个门店之间的物流

和其消费承受能力,需求量将很有可能

进行积极合作,深入了解国外冷链物流

信息交流。采购方面,在各地积极寻找合

会大幅降低,从而导致货物运输、门店仓

的配送知识,大力建设冷链物流管理实

作伙伴,采用一个供应商向临近的几个

储及人员配置等运营成本增加。

训基地,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让学员

城市供货,同时深度参与到产品采购,从

4 对于盒马鲜生仓储物流的
对策

按照实际物流工作中的流程,在实训基

而把控自己的产品品质,多渠道降低扩

地内进行各项训练,养成在实践中探索

张成本。

4.1加强生鲜冷链物流建设
强化物料运输中的各种产品耗材质

和学习的良好习惯。
4.3加强管理供应链供应契约

5 结论
随着消费者网络购物逐渐普遍化,

量和损失管控,设置多个主要节点。生鲜

随着对供应链运输过程中不协调现

消费者对于生鲜产品的物流和服务的要

农产品从原料到生产地的生产、运输、

状的深入研究,认为目前建立供应链供

求也越来越高。面对挑战,我们更应该提

配送、零售到购买者手中的整个销售环

应契约是解决供应不协调现象最好的解

高冷链物流效率,构建智慧物流体系,优

节中都有多个主要的节点,在这些关键

决办法之一。针对生鲜在特定季节销量

化服务体系,重视消费者的呼声,加强自

环节上予以严格控制,降低生鲜农产品

迅速增加的特点,盒马可以与原产地之

[4]
身品牌效应 。总之,盒马鲜生超市目前

被毁和亏损的风险。不同产品的易损性

间采用不同时间、不同时段制订不同价

仍然处于快速增长期,前景广阔,未来会

和复杂程度也是不同的,可以按照产品

格区间的战略方案,这样不仅会增长原

逐渐发展成为现代人们日常生活乃至社

的易损性和复杂程度来进行评估,重点

产地的积极性,还会使盒马与产地之间

会交往的重要一个因素。在其产业化发

强化易受到破坏的产品,严格控制不同

保持稳定长期的互助关系。同时,企业最

展的过程中,不仅是需要地方政府的优

商品的物流运输温度,对于冷藏环境温

根本的目的是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生鲜

惠和政策支持,更是需要一个企业从自

度要求相同的农产品,可以进行统一的

食品具有在不同时间,不同时段,不同销

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提高自己的服务态

仓储、运输、包装、销售等,大大降低管

售量的特点,所以利润分配也需要实时

度与核心竞争力,从而也才能够吸引到

理操作以及冷链物料运输的难度,还可

调控,这样才可以更好的加深买卖双方

更多的消费者,真正地改善行业环境,为

以建立一个区域性的农产品冷链物流公

之间的合作关系,保证企业与供应商都

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众服务信息平台,实现食品和物流之间

有更加稳定的收益。生鲜食品种类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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