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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万象

健合集团2017零售伙伴年会三亚正式启幕 开启全球战略新蓝图
11 月 20 日，聚焦母婴零售

未来，汇聚众多母婴行业大咖，
H&H（健合）集团 2017 零售伙伴
年会在美丽的海南三亚隆重举
行。20日上午，作为大会的主办
方，致力成为全球高端营养及健
康产业领导者的H&H（健合）集团
分享了自身在母婴零售的发展
探索，公布了新一轮的发展战略
和规划，正式拉开大会序幕。

集团提出PPA模式探索
大会开始，首先由健合集团

CEO罗飞先生公布健合集团未来
的整体战略规划蓝图。在回顾
了2017前三季度健合集团亮眼
的增长业绩后，他郑重表示，未
来，基于“激情、勇敢、信任、伟大
团队坦诚相待、享受生活每一
天”这5个全新集团核心价值，健
合集团将秉承“让人们更健康更
快乐”的使命，致力于创造差异
化的优质产品及令人向往的品
牌，成为全球高端营养及健康产
业的领导者。恰逢母婴行业进
入新零售时代之际，集团计划在
2020年实现20亿美元的销售，成
为全面全球化企业。

在这次聚焦母婴零售未来的
零售伙伴年会上，罗飞先生提出
了自身对零售本质的独到见解：

“我个人认为其实没有什么新零
售，零售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
无论怎么样变化，第一就是获得
客户，第二就是留住客户。我认
为母婴零售当前面临3个挑战：
第一是分化的客户，我们最大的
挑战是，哪里找80、90后客户，消

费者他们在哪里？这个是最大
的挑战；第二，就是品类创新，我
们应该考虑怎样的品类延伸增
加客户复购；第三，是从存量到
增量，必须有“客户资产”的概
念，我们要从存量的经营思维，
转变到做增量的思维，现在的年
轻人消费多元化，我们可以考虑
传统的渠道去做一些非传统的
品类。”

面对当今的零售行业挑战，
面临客户的分化，如何获得和留
住客户？罗飞先生表示，健合集
团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那
就是健合集团的PPA模式。“PPA
模式是指Premium（高端优质）、
Proven（验证有效的）和Aspira-
tional（令人向往，追求卓越），其
源于健合集团旗下自然健康品
牌 Swisse 的独特品牌价值与经
营模式。PPA模式已帮助Swisse
成功在全球迅速推广，深受全球
众多消费者信赖与喜爱。因此，
我们深信PPA模式是一个能够吸
引和留住客户的成功模式。未
来，我们将逐步尝试把PPA模式
导入集团的所有品牌，推进集团
业务全面实现全球化布局。”

最后，他还发表了对母婴行
业的趋势预判。他指出，面临新
的挑战与机遇，母婴零售还应该
要寻求新的增长点，健康营养品
将成为母婴渠道未来爆发的增
长品类。“我觉得大的健康概念
是未来消费升级的一个非常大
的投入，随着年轻妈妈对健康的
日益重视以及她们对消费需求
的不断升级，母婴店是营养品非

常合适的消费场景。我们应该
把握住这个增长机遇。”

实现全品牌升级建设
健合集团BNC中国区执行总

裁朱定平和BNC中国区市场部总
监廖文琪女士也详尽地描述了
健合集团婴幼儿护理及营养板
块（BNC）品牌的整体营销策略。

朱定平先生表示，过去一年，
通过重建团队、从促销竞争转向
新客开发、聚焦核心业务以及持
续投资品牌建设，合生元在营销
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围绕中
国三金影帝刘烨和法国国宝级
影后朱丽叶·比诺什的双星闪耀
品牌建设，双金系列婴幼儿配方
奶粉以及益生菌产品销量稳步
上升，品牌口碑显著提升，核心
卖点已获得大量消费者认知，品
牌忠诚和复购率也处于业内领
先地位。

此外，廖文琪女士补充道，除
了继续让合生元保持这种品牌
营销的竞争优势，健合集团计划
将合生元的成功有效运用到健
合集团的其它子品牌。

随后，健合集团首席技术官
Patrice Malard马博士在现场介
绍了合生元配方奶的创新升级。

目前，健合集团旗下婴幼儿
营养及护理业务板块（BNC），已
形成了包括合生元、Healthy-
Times婴幼儿配方奶粉、婴幼儿
护理用品Dodie以及合生元益生
菌的强大品牌产品矩阵，越发夯
实和丰富集团在婴幼儿营养及
护理板块的业务。

Swisse全球业务增长持续
Swisse中国区执行总裁Lae-

titia当天公布了健合集团旗下
澳大利亚销量领先的自然健康
品牌 Swisse 的发展概况及战略
规划。

据 Laetitia 介绍，Swisse 在
2017年深耕中国市场上也收获
颇丰。一方面，在品牌推广上，
今年下半年围绕范冰冰展开的
一系列品牌推广活动大获成
功。另一方面，在渠道建设上，
Swisse在中国跨境电商方面的竞
争优势持续加强，市场份额位列
第一，并与客户共同创新的深度
市场合作；同时，自今年4月开通
一般贸易进入中国以来，Swisse
目前已成功进入近4000家线下
门店，销售成绩亮眼。

而2018年，Swisse将推出多
款新品，包括孕妇营养类的DHA、
美容营养品类的血橙泡腾片以

及保健食品类的钙+维生素D片；
并在与中国营养学会的合作下
建立美容营养领域的战略优势，
不断提高消费者教育，并将探索
与新零售模式（O2O）相结合的发
展模式。

除了介绍中国市场的发展情
况，Laetitia 还介绍了 Swisse 的
全球业务进展：“回顾 2017 年，
Swisse品牌在全球范围持续强劲
增长。目前，Swisse不仅在中国
以及澳新两个核心战略市场高
速增长，在新加坡和意大利等海
外市场也已取得不错成绩，我们
相信在集团的支持下，Swisse未
来会取得更好的业务进展。”

经过18年跨越式发展，走过
“合生元”时代，健合成功挺进3.0
全盛发展时代。在迈入发展3.0
之际，健合集团正期待通过召开
零售伙伴年会，集结零售合作伙
伴，共享母婴零售探索经验，携
手挑战，共赢未来！ 广告

苏-57战斗机
明年列装俄军

俄罗斯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主
席、前俄罗斯空天军总司令维克托·
邦达列夫29日说，俄罗斯第五代战
斗机苏-57将于2018年列装该国武
装力量。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邦达列
夫的话报道说，苏-57已通过各类测
试，飞行员很快将训练和驾驶这一机
型。俄武装力量首批预定12架苏-
57，预计于2018年接收两到三架。该
机型计划于2019年小批量生产。

苏-57战斗机在实验阶段被称
为T-50战斗机，由俄罗斯联合航空
制造集团苏霍伊公司于上世纪90年
代开始研发，是俄罗斯在后苏联时代
研制的第一款新型战斗机，用以取代
苏-27和米格-29等主力机种。

首架 T-50 原型机于 2010 年 1
月试飞成功。

T-50最大航速为每小时2600公
里，最大航程为5500公里，其装备的
新型航电系统和相控阵雷达可大大
减轻飞行员负担，使其专注于执行战
术任务。通过使用复合材料、运用创
新技术、借助独特空气动力外形和发
动机设计，T-50能大大降低被雷达、
红 外 设 备 和 目 视 发 现 的 可 能 。

据新华社电

朝鲜29日宣布，当天成功试射
了新开发的“火星-15”型洲际弹道
导弹。国际社会纷纷谴责朝鲜此举
违反联合国相关决议，威胁地区及世
界和平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29日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联
合国安理会决议对朝鲜利用弹道导
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有明确规定。
中方对朝方有关发射活动表示严重
关切和反对。他说：“中方强烈敦促
朝方遵守安理会相关决议，停止采取
加剧半岛紧张的行动。同时希望有
关各方慎重行事，共同维护本地区和
平稳定。”

朝称导弹可打美本土全境
朝鲜29日宣布，当天成功试射

了新开发的“火星-15”型洲际弹道
导弹。

朝中社当天发布的朝鲜政府声
明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8日
签署了试射命令。试射于当地时间
29日 2时48分（北京时间29日 2时
18分）在朝鲜首都平壤郊外进行，导
弹沿预定飞行轨道飞行53分钟，最
大飞行高度4475公里，飞行距离950
公里，准确命中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公
海上的预定目标水域。

声明说，试射以最大高角发射，未
对周边国家安全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声明表示，“火星-15”型洲际弹
道导弹可打击美国本土全境，可装载
超大型重型核弹头，与今年7月试射
的“火星-14”型相比，战术技术数据

与技术特性更优越。

国际社会纷纷谴责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

言人发表声明，严厉谴责朝鲜试射弹
道导弹，称该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相
关决议，完全无视国际社会共识”。联
合国安理会将于当地时间29日下午
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相关应对措施。

韩国总统文在寅29日上午主持
召开国家安保会议，强烈谴责朝鲜试
射导弹加剧半岛紧张局势，威胁国际
和平与安全，并表示韩国将继续加强
防御力量，与国际社会一道采取坚决
有效的措施促使朝鲜弃核。他同时呼
吁朝方立即停止导致其孤立和失败的
行为，回到谈判桌前。韩国军方29日
说，韩军当天凌晨举行导弹发射实弹
演练，回应朝方试射弹道导弹活动。
韩国军方称，韩国军队24小时严密监
视朝方动向，演练展现了韩方随时精
准打击朝鲜导弹发射设施的能力。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发表紧急声
明，称朝鲜此举威胁邻国、地区和全
球的稳定。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向朝
鲜发出要求其弃核的一致信息，对其
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和外交措施。他
同时表示，朝核问题的外交解决方案
目前仍然可行，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和
平手段让朝鲜弃核。他表示，美国将
和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召开紧急
会议，商讨应对措施。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此同韩国总
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

话，强烈谴责朝鲜的“挑衅行为”，认
为朝鲜的核导武器只能破坏其安全，
加深其外交和经济孤立。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29 日说，朝鲜再次试射导弹系“挑
衅”，这一行为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
势。俄罗斯谴责朝鲜的行为，并呼吁
其他涉及朝鲜半岛冲突的各方保持
冷静，不要使半岛局势继续恶化。

欧盟对外行动署发表声明说，朝
鲜此举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多项决
议，“是对国际社会的严重挑衅和威
胁”。朝鲜必须进行可信的、有意义
的对话，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并
充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

“美韩是导弹试射的诱发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半岛问题专家

王俊生认为，试射导弹的节点与美国
和韩国有关。

本月20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宣布将朝鲜重新列入美国的“支
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进一步加大
对朝施压力度。12月4日至8日，韩
美将举行“警惕王牌”联合军演。6架
F-22“猛禽”战斗机将赴韩参演，创下
纪录。

王俊生说，从以往经验看，朝方
往往会以强硬姿态应对类似施压举
动。“可以说，美韩是导弹试射的诱发
因素。”

他预测，美国和韩国在本次发射
后，对朝强硬的“声音”会变大。

据新华社电

朝鲜宣布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
中方对朝方有关发射活动表示严重关切和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