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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强势增长

“SPAR独树一帜，
在全球四大洲48个国家拥有合作
伙伴和供应商，形成真正全球化市
场覆盖和商业规模。”€371 亿

总销售额

4.35% 
销售额增长
按年均恒定汇率计算

€4,969
每平米
年均销售额

48 国家

13,320 门店数

745 万 m2 零售营业面积

1400 万 每日服务顾客数

370,000 SPAR 员工数

107 零售批发成员

253 物流配送中心

208 新店数 

560 m2 平均门店规模

我们的目的是帮助全球零售批发合作成员提高
市场竞争力、生产力和盈利能力，提升品牌影响
力，扩大市场规模，吸纳更多合作伙伴。近五年
来，SPAR在全球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年复
合增长率达到4.4%。2019年，SPAR持续稳健发
展，全球总营收增长4.35%，实现371亿欧元。

2019年是SPAR国际推进 “同行共赢”战略的第
四年。SPAR同行共赢战略将充分发挥国际组织
的协同作用，产生较大规模经济效应，借助由
48个国家组成的全球网络加速创新，实现发展
目标。

近五年来，SPAR门店数持续增长，共新增门店
1, 20 0多家；到201 9 年底，全 球 四大 洲共 有
SPAR门店13,320家。2019年，大批新店开业、
老店翻新扩建、现代化升级，与上年比，SPAR
全球总营业面积新增745多万平方米，门店新
增208家。

在SPAR五大核心区域，业绩均实现显著增长。
其中，中欧和东欧地区创历史新高，销售额增
长6.8 3%，达 到62亿欧 元，且 连 续三年成为
SPAR全球增长最显著的区域市场；这主要得
益于该区域在现代化升级方面的持续投资，以
及SPAR在俄罗斯、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
地亚等主要市场的品牌拓展。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SPAR交出了不错的成
绩。2019年，SPAR在许多主要国家和区域市场
的表现胜过其它竞争对手，这是我们的普遍发
展趋势。我们拥有强大的国际化网络，以及不
断增强的物流供应链运营实力；这是SPAR门
店和零售商显著的竞争优势，有助于他们更灵
活、快速地响应市场和消费者趋势变化。SPAR
实施包括大卖场、综合超市、社区超市、便利
店和线上零售在内的多业态经营战略，有助于
我们提高市场适应能力，做好门店所在社区的
生活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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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
SPAR在西欧16个国家经营门店，2019年表现相
当不错，销售额增长比上年增长3.57%，实现累计
229亿欧元，占SPAR全球总营业额的62%。

SPAR奥地利业绩表现相当出色，连续第十年市场
增速在全国食品零售业内遥遥领先。年营业额达
到71.9亿欧元，与2018年的68.8亿欧元比，增长
4.5%，这主要得益于SPAR奥地利加大对全国各
业态门店现代化升级的投资力度，进一步巩固了
其市场主导地位。 

SPAR荷兰市场增长首次达到22.8%，表明其以品
牌投资和门店现代化升级为主的发展策略发挥了
有效作用。近四年来，SPAR荷兰年均复合增长率
达到11%。SPAR荷兰还成功推行社区超市、市中
心便利店、加油站零售、在线零售等多业态经营策
略，不仅赢得更多零售市场份额，还成功吸引有才
华、有创业精神的新生代独立零售商加入SPAR。

就近零售或社区零售再次盛行，西欧地区许多其
他SPAR市场也出现类似情况。这主要受西欧地区
家庭结构变小、单身家庭增多、人口老龄化、社会
城镇化等宏观趋势影响。

SPAR西班牙表现不错，销售额超过16亿欧元，增
长8.8%，这主要得益于SPAR西班牙去年成功新
开了SPAR、EUROSPAR等中型和较大型超市90多
家，以及各区域成员企业在供应链现代化升级方
面的重点投资。

SPAR爱尔兰继续保持上年的稳健增长势头，2019
年销售额增长3.4%。SPAR爱尔兰推出新经营策
略，与SPAR国际联手打造了新概念门店，融入了

现代创新理念，因此还荣获了多个行业大奖；同类
门店经过新概念升级后，均实现明显增长。

尽管英国“脱欧”前途未卜，SPAR仍然借助强大
的增长 势头和坚 定的收 购策略，完成 年销售额
33.3亿欧元。

北欧地区，SPAR挪威进一步扩大其零售市场份
额，销售额超15亿欧元，比上年增长2.8%。SPAR
挪威的优秀表现，主要 得益于同类门店稳健的
销 售 额 增 长 ，以 及 成 功 收 购 挪 威 北 部 地 区 的
EUROSPAR门店。

中欧和东欧
SPAR在中欧和东欧地区继续扩张，门店现已遍
布该地区11个国家市场。2019年销售额累计达到
61.9亿欧元，增长6.83%。

2019年，SPAR匈牙利表现尤为突出，销售额首
次超过20亿欧元，同比增长10%，这主要得益于
SPAR匈牙利重点投资发展多业态经营策略，比
如成功推出线上购物平台等。SPAR匈牙利还投
入大笔资金，用于扩大INTERSPAR大卖场布局网
络，旗下大卖场业态平均规模为4,000m2以上。

SPAR斯洛文尼亚成功举办了2019年SPAR国际年
会，去年销售额同比增长3.95%，拿下全国27%的
市场份额，远远超过其他行业竞争对手。 

SPAR克罗地亚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5%，这主要
得益于多家较大型门店的成功开业，其中包括一
家全新的INTERSPAR大卖场。

SPAR在俄罗斯继续快速发展，实现销售额21.4亿
欧元，同比增长7.6%，并成功开出16家不同业态

的新店。SPAR俄罗斯取得如此不错的成绩，主要
得益于SPAR中伏尔加、SPAR加里宁格勒、SPAR
车里雅宾斯克等区域成员在本地市场的持续发展
和突出表现。SPAR在莫斯科坚定实施门店扩张
策略，积极布局最看好的EUROSPAR业态，以进
一步巩固其市场地位。

SPAR还在格鲁吉亚、白俄罗斯、阿尔巴尼亚、以
及最近的科索沃和亚美尼亚等市场和地区不断扩
张，进一步扩大SPAR门店网络覆盖范围。

SPAR阿尔巴尼亚在业务起步的前三年，一直保持
稳步增长趋势，在消费者人群中的品牌回忆率达
97%。2019年，全国有公司直营和独立零售商经
营门店共60家，累计营收总额增长19%。2019年，
得益于SPAR阿尔巴尼亚的成功发展，SPAR还顺
利进驻其邻国科索沃市场。SPAR格鲁吉亚去年迎
来了公司成立5周年庆，销售额增长超过78.84%，
开设79家新店，其中大部分新店位于首都第比利
斯，截至年底门店总数近189家。

2019年是波兰市场转型的重要一年。波兰合作成
员获得由SPAR南非集团颁发的品牌授权经营总许
可证，成功收购了当地60余家门店，目前正在将其
改造成EUROSPAR门店。 

非洲和中东
尽管非洲和中东部分地区贸易环境欠佳，但该区域
14个合作成员的市场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整体
来看，SPAR继续保持增长趋势，销售额实现60.6
亿欧元，与比2018年比，增长5.26%。

SPAR南非仍然是该地区总营收的主要贡献者，
按2019年恒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7%，销售额达
50.9亿欧元；其中，超过60%的营业额来自较大型
业态SUPERSPAR超市。SPAR南非网络内共有门
店884家，总营业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

尽管非洲的贸易环境严峻复杂、动荡多变，SPAR
在商品价格和市场营销方面采取有效 措 施，重

点发展较大型门店，2019年仍然取得了不错的
成 绩。其中，SPA R 博 茨瓦 纳 和SPA R莫 桑比克
表现 较 为出色，营业额增长 分别超 过1 2. 5% 和
34%；SPAR尼日利亚四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14.28%，2019年增长10%，销售额超过1.29亿欧
元。

在中东地区，SPAR品牌去年表现非常不错。2016
年，在Al Sadhan Group集团领导下，SPAR品牌
成功进驻沙特阿拉伯市场。近年来，SPAR品牌
正在呈指数级快速发展。2019年，SPAR沙特阿
拉伯同比增长57%，这 主要 得益于其现有门店
客流 量明显提高，以 及 成 功推出SPAR 和SPAR 
E xpress较小型业态。SPAR门店大多分布在大
学、医院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迅速得到消费
者认可，表明该经营策略非常成功。

在阿联酋，SPAR品牌继续扩张至迪拜，在迪拜市
区开出了多家SPAR超市。按计划，SPAR阿联酋还
将在迪拜地区打造一座新配送中心。

SPAR仍然是中东地区增长最快的零售品牌之一，
在六个海湾阿拉伯合作委员会国家中，现已成功
进驻四个国家市场。SPAR能在该地区建立合作伙
伴关系，表明SPAR模式具有高度灵活性，可以适
应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

亚太
在亚太地区，SPAR在多个区域市场的品牌地位得
到进一步巩固，2019年零售额实现19.4亿欧元，同
比增长3.04%。

SPAR在中国的业务版图继续向北扩张至张家口，
新设大卖场和综合超市31家。SPAR在中国共有七
个区域合作企业，累计营业额达15.3亿欧元，增
长2.16%。2019年还新成立了SPAR中国供应链公
司，此举旨在深入推进SPAR中国集团下商品与资
产联合采购工作。

2019年，SPAR中国各合作成员进一步加大物流

供 应链 投资力度，建 成三座全 新的现代化区域
配送中心。目前，全国共有15座配送中心及中央
厨房，为旗下384家门店提供物流配送服务。此
外，SPAR中国还率先引进面向消费者的数字方案
和新零售技术，不仅投资开通本地网购渠道，还
积极寻求合作入驻全国大型电商平台。

SPAR印度表现依然不错，继续向其他省级和地级
市，尤其是南部城市拓展SPAR品牌。2019零售营
业额增长21.9%，其中主要贡献来自于大卖场业
态。SPAR泰国继续快速扩张，到2019年12月底，
销售额增长22.13%。

SPAR澳大利亚实现销售额1.9亿欧元，进一步稳
固其在独立零售商连锁业的市场地位，这主要得
益于其零售概念的现代化升级，以及SPAR自有品
牌商品的不断发展。2019年，SPAR在巴基斯坦和
斯里兰卡市场也取得长足发展，分别开出了多家
SPAR新店，为当地零售市场树立起新标杆。

增长
全球年销售额

€371 亿

4.35%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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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范畴

1    不断扩张实现高增长
2 �推动零售发展与创新
3  商品采购创造价值
4  整合资源扩大联采
5  合作建设物流供应链
6  共同推动品牌建设�
7  搭建国际人才培养平台 
       促进优秀人才成长
8  利用国际平台扩大本地活动影响力 
       做负责任零售商

董事会主要发挥战略指导和战略引领
作用，不断分析评估SPAR品牌的发展
情况，为SPAR在全球的持续扩张与市
场增长保驾护航。

董事会成员拥有丰富的品牌知识和行业经验，致
力于推动SPAR品牌全球发展，利用SPAR全球化
经济规模采取有效措施，帮助所有SPAR成员创造
更强大更美好的未来。

董事会每年在不同国家召开会议，董事会成员借
此机会亲赴不同市场，了解SPAR成员企业和独立
零售商的经营情况。董事会将在此行中与成员企
业分享大量专业知识经验，分析评估当前的市场经
营策略。董事会与SPAR国际共同管理和推动全球
品牌战略发展。

SPAR董事会成员将以自己独特的市场眼光和战
略思维，帮助SPAR国际确定实现长期战略目标的
优先发展领域，满足全球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每年，董事会成员还要参加国际SPAR协会会议。
国际SPAR协会由世界各地的SPAR独立零售商代
表组成，代表着全球自营自有的独立零售商的需
求和观点。自1932年SPAR在荷兰成立以来，国际
SPAR协会一直是我们成功发展的基石，确保所有
批发商和零售商都在协会中有自己的代表，可以
共同探讨战略方向和行业挑战。

董事会和SPAR国际股东每年还参加国际SPAR年
会，会见SPAR全球组织中各级重要人物。2019
年，第64届国际SPAR年会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
尔雅那举办，为SPAR在中部和东部地区的成功发
展做出重要评估，为SPAR在全球范围的持续扩张
和未来发展增添信心。

未来愿景
2020年是SPAR推行“同行共赢” 战略的第五年，
截至撰写本文时，该战略精神和战略目标从未像
今天这样至关重要。自2016年首次提出以来，该战
略一直紧紧围绕SPAR核心理念，集合SPAR网络内
全球规模和资源优势，令所有成员共同获益。

作为国际品牌，SPAR在全球四大洲48个国家经
营零售门店，面对来自全球性、区域性和地方性
市场的不同困境与挑战，拥有丰富的应对经验。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许多国家和地区采取了
必要的人流限制措施，给零售业和整个社会带来
前所未有的挑战。

SPAR是全球零售商，可以凭借这一特殊优势，跟
踪洞察新冠肺炎疫情对东西方零售业的影响，分
享SPAR的成功经验与做法，从中国到意大利，为
全球SPAR员工和顾客提供安全保障。作为紧密相
连的团体组织，我们一直在努力为数十万门店员工
提供充足的防疫物资。疫情期间，正是他们日夜
坚守的门店为社区居民服务。

疫情期间，SPAR全球组织采取积极措施。组织内
所有SPAR成员空前地团结起来，携手共同应对新
冠肺炎病毒这一全球性挑战。SPAR团结一致的
抗疫行动，不论是物资联采、商品采购、物流供应
链，还是积极共享风险应对策略及未来规划，都
充分体现出“同行共赢”战略的真正价值与意义。

今后，我们仍将面临各种严峻挑战。考虑到经济
冲击、消费者信心、家庭收入负面影响等因素，消
费者支出会转而更加注重健康、卫生和实惠，而
SPAR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社区零售在疫情期间
发挥着重要作用，消费者更倾向于就近购物，本地
零售将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为更好地满足顾
客需求，我们会在新的“少接触”经济环境中，继
续推出线上零售业务，提供送货到家和到店自提
服务。

毫无疑问，就近零售是当地社区一道至关重要的
生命防线，这是当前这场危机教给我们的重要一
课。绝大多数SPAR门店，不仅是提供产品或服务
的经营场所，更是生活服务的社区中心，是碰头
聚会的社交中心，是满足社区居民各式各样需求
的交流中心。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困难时期，我为我们共同
努力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们的目标
 “�Door�Eendrachtig�Samenwerken�Profiteren� 
Allen Regelmatig – 联手合作 大家获益.” 
SPAR创始人 阿德里安·范·威尔先生 （Mr. Adriaan van Well）

– 成为全球合作伙伴的首选零售品牌
– 帮助区域零售伙伴在国际竞争环境下加速驶入发展的快车道
– 利用前沿思想和优势资源助推合作伙伴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 引领零售创新发展新趋势
– 培养全球SPAR优秀人才

发展模式

SPAR国际董事会
总裁报告

提高品牌知名度

运用规模与资源

推动价值再生

发展资源与服务

借力国际网络

八大
战略支柱

扩张

零售负责任零售

人才 采购

品牌

供应链

联采

SPAR国际董事会
董事长 
Graham O’Connor 南非

董事会成员
Gerhard Drexel 奥地利
Dominic Hall 英国 
Knut Johannson 挪威
Paul Klotz 意大利
Tobias Wasmuht 和 David Moore SPAR国际

国际SPAR协会 
成员
Dean Jankielsohn 南非 
Peter McBride 英国 
Martin Pircher 意大利 
Christian Prauchner 奥地利
Per Irgens Skjerdal 挪威
Suzanne Weldon 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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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家 
2019年新开SPAR
不同业态门店 

2 个新国家
加入SPAR成员网络

48
扩

张

持续扩张
SPAR在国际市场的成功发展，离不开我们多年
来打下的坚实基础。在多元化国际市场中，SPAR
的 品 牌 实 力 和 知 名 度 仍 具 广 泛 吸引力 。2 01 9
年，SPAR零售网络内再增新店208家，全球48个国
家和地区门店达到13,320家。

SPAR全球网络内的合作成员也日渐丰富多元，既
有超市零售商、快消品经销商、食品厂商、石油企
业，也有传统批发商、知名食品服务集团和采购
联盟等，在市场新动力和大变局的推动下携手向
前发展。

SPAR零售面貌在不断演变，能灵活调整并不断满
足消费者对商品价值、超级便利、时尚现代的需
求变化，这是SPAR在国际上成功发展、持续吸纳
新成员的主要原因。SPAR合作成员未来还将在门
店运营、现代科技、数字零售和顾客服务方面，探

索更多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SPAR能在激烈的竞
争中脱颖而出，主要得益于我们坚持开拓创新，
提倡健康理念，打造新鲜餐饮概念，推出有机健
康食品，积极开发SPAR自有品牌商品。

 

区域优势
SPAR西欧——西欧仍然是SPAR的核心市场，占全
球营业总额的62%，占全球门店总数74%。SPAR
奥地利集团旗下门店遍布奥地利、斯洛文尼亚、
匈牙利以及意大利北部地区，2019年共投资6.8
亿 欧 元，用于建 设 配 送 中心，提 升零 售经 营水
平。

SPAR中欧和东欧——2019年，中欧和东欧地区的
SPAR合作伙伴市场增长非常明显。其中，SPAR匈
牙利营业额增长10%以上，实现20.9亿欧元，新增
门店17家；SPAR克罗地亚和SPAR斯洛文尼亚成
绩也不错，营业额分别增长5%和3.95%。

SPAR俄罗斯——2019年，俄罗斯市场发生明显变
化，在消费者信心走低、线上零售快速发展、较
大型超市向便利店转型的大趋势下，SPAR零售商
必须具备灵活的市场调整与应对能力。

SPAR俄罗斯仍然实现稳健增长，截止2019年底，
全国销售额21.4亿欧元，门店550家，总营业面积
405,305平方米。目前，SPAR俄罗斯正在致力于扩
大生鲜品类，打造餐饮部门，推出更多健康类产
品。

SPAR俄罗斯能实现逆势增长，主要得益于SPAR中
伏尔加在莫斯科的迅速发展，以及SPAR加里宁格
勒和SPAR车里雅宾斯克的区域扩张。SPAR俄罗斯
还在继续吸纳新成员。目前，公司共经营SPAR自有
品牌类商品2,800余种，占销售总额的8.7%。

遍布全球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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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时间，SPAR已经完成了许多目标，并在
努力成为阿尔巴尼亚最大连锁超市；在此期间，
我们还得到了SPAR国际和DESPAR意大利的鼎
力支持。”  
伊洛娜·玛玛女士（Ms. Elona Mema）
SPAR阿尔巴尼亚 CEO

16,019m2  

2019年新增营业面积

SPAR巴尔干南部——截止2019年底，SPAR阿尔
巴尼亚全国共有SPAR门店60家，其中公司新开的
直营店有9家，累计直营店达到27家。另外，公司
还签署了13家新的独立加盟店。全年销售额实现
5,834万欧元，比上年增长19%。

2019年7月，SPAR科索沃开始正式营业，到2019年
底全国共有4家SPAR新店，另外还有7家新店正在
规划中，预计2021年正式开业。2020年的工作重
点是加大市场营销和品牌价值传播力度，开展忠
诚会员活动，完善欧洲产品组合配置，提升生鲜食
品经营水平。

SPAR 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2019
年，SPAR格鲁吉亚迎来了公司成立五周年庆。这
一年，SPAR格鲁吉亚继续快速扩张，新增SPAR门
店79家，累计189家，销售额比上年增长78.8%。目
前，SPAR格鲁吉亚拥有员工4,000余人，每天服务
全国近17万顾客。

2019年，在SPAR格鲁吉亚的帮助下，SPAR成功进
驻亚美尼亚，在首都埃里温市开出第一家SPAR超
市。按计划，2020年还将再开七家SPAR新店。

2019年，SPAR白俄罗斯共有SPAR综合超市三家
和EUROSPAR较大型超市六家，门店数达去年的
三倍，总营业面积为6,328平方米；营业额为2,088
万欧元，比上年增加300%以上。

SPAR中国——SPAR中国去年表现依然优秀，全国
成员企业实现累计营业额15.3亿欧元，坚定推行多
业态零售策略，投资开设多个中大型超市和便利
店。为给顾客带来更多选择空间，SPAR中国继续
扩充线上品类经营范围，大力发展线上零售。

SPAR中东——零售创新仍然是SPAR在中东地区成
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2019年，SPAR沙特阿拉伯
再次刷新历史记录，成功开发中央烘焙中心，大力
推广SPAR自有品牌系列商品，销售额比上年增长
57%。SPAR沙特阿拉伯又向前迈出新的一步，深
入推行多业态零售经营策略，在大学校园开出了一
家SPAR Express便利店。

SPAR阿联酋继续在零售和批发领域加大品牌建设
力度，不仅给迪拜消费者带来了SPAR品牌超市，
还计划在当地新建一座配送中心。

成功孕育成功
2015年至2016年，SPAR成功进驻卡塔尔、泰国、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白俄罗斯、马耳他和阿尔
巴尼亚，2017年至2018年，又成功进入斯里兰卡、
塞浦路斯和希腊，这是SPAR品牌全球化发展的重
要体现。

近年来，这些新加入SPAR的成员企业，已经开设
了不同业态的SPAR超市150多家，为当地带来就
业岗位2,500多个。秉承SPAR的经营理念，我们在
当地积极推行SPAR自愿贸易体系，帮助企业投资
开发公司直营超市和配送中心，给当地市场带来
大量创业机会。

谈到零售业的最佳实践经验，我们不得不说“成
功孕育成功”。2019年，SPAR品牌成功进驻科索
沃和亚美尼亚；自2016 年起 至今，SPAR品牌已
经横跨三大洲进驻12个新市场。这一切，离不开
SPAR成功的扩张战略。

2016年，SPAR进入阿尔巴尼亚后，迅速点燃了

科索沃和希腊合作企业和消费者的热情。2017
年，SPAR进入塞浦路斯，很快又在马耳他市场激
发人们的兴趣。随后，SPAR在俄罗斯成功发展，
又吸引了白俄罗斯入局。最近在格鲁吉亚成功发
展，SPAR品牌又成功扩张至亚美尼亚。

在商品价格竞争加剧、同行抢夺市场份额、要求加
大采购量的市场压力下，国际市场正在加快整合。
面对当前形势，合作成员经营战略应与SPAR经营
理念和品牌文化保持高度一致，坚定地走“同行共
赢”战略路线。

眼下，SPAR 成员企业正在共同努力，积极 开拓
SPAR事业新天地，为SPAR大家庭不断注入新活
力。

在线零售
SPAR格鲁吉亚与西班牙一家初创公司Glovo合
作，在全国选出10家SPAR门店，为消费者提供新
鲜食品和日用品网购服务，此举帮助SPAR格鲁吉
亚以较低的投资，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差异化服务。

2019年7月，线上订单服务上线运营以来，每月订
单量在不断增多，线上平均客单价是线下实体店
平均客单价的三倍。预计，SPAR格鲁吉亚还将推
出更多创新数字服务，打造区别于其他竞争对手
的差异化经营优势，率先带给消费者不一样的购
物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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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成功业态
满足消费者购物需求

48 个国家和地区

87
SPAR同行共赢
自1932年成立以来，众多独立的区域批发商和零
售商，选择在SPAR品牌下统一经营，始终秉持同一
个理念，坚信大家携手合作远比单打独斗更有优
势。  

2019年，SPAR坚定支持企业自主经营，重视家庭
文化建设，鼓励创业创新精神，是SPAR实现持续
成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作为SPAR大家庭的一
员，独立批发商和零售商既可获得我们在零售业
深耕数十年积累而来的宝贵经验，也能保持自己
在本土市场的独立经营地位。我们将整合商业资
源、共享行业经验，打造全球同一个品牌，集合本
地技术、供应商、生产商、和人力资源，推动SPAR
在全球多元化市场继续繁荣发展。

我们打造的新颖独特的购物体验，能满足消费者对
于SPAR门店的所有期待。SPAR的优势在于，我们
在向前发展的同时，还会根据当地市场的实际需

求，不断调整品牌定位，让每个市场充分发挥本土
特色。SPAR还借助线上线下宣传与传播渠道，讲好
SPAR故事，强调SPAR高性价比购物体验，将SPAR
打造成每天1,400多万消费者的首选购物目的地。

多业态策略
SPAR实行多业态经营策略。为SPAR成员企业提供
多业态经营模式、国际先进理念、创新零售发展方
案是SPAR零售服务的主要内容。

SPAR的四种主要零售业态包括：本地社区超市
S PA R ；满 足 家 庭 一 周 一 次 大 采 购 的 大 型 超 市
EUROSPAR；大卖场INTERSPAR；以及位于交通中
转站的小型便利店SPAR Express。

以上四种业态灵活性高，不仅能满足不同地段的
消费者和零售商需求，还能为SPAR合作成员提供
灵活的零售经营模式，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消费需
求。提高SPAR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市场竞争力、生产
力和盈利能力，有助于各合作成员充分实现自身发
展，进一步推动SPAR品牌全球扩张。

四种不同业态，不仅能满足消费者一天全时段、一
周七天的消费需求，还有助于SPAR零售商快速准
确地应对市场变化。最典型的例子是，SPAR进入加
油站发展零售业务后，加油站不仅是给汽车补充燃
料的地方，更是综合性购物场所。

根据市场变化和消费者期望，SPAR国际与SPAR成
员紧密合作，从产品种类、宣传沟通、店铺设计、空
间布局、和门店经营等方面着手打造优秀示范店，
在现有四大业态的基础上不断升级发展。

年历史

SPAR International Annual Review 2019 15



€4,969 
2019年均每平米销售额

代化升级，在不同市场布局更多新店，并在企业多
业态经营策略下，融合可持续发展特色业务，扩大
生鲜品类经营范围，推行数字化电商经营方案。数
十年来，不论门店规模大小、经营业态或所处地
段，SPAR经营的本地特产和大量自有品牌商品，均
得到消费者的一致欢迎和追捧。

品类创新
自SPAR Bake-Off烘焙方案成功推出以来，目前已
在沙特阿拉伯、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士等
SPAR国家得到广泛应用和发展。2019年5月，在斯
洛文尼亚SPAR国际年会上，SPAR国际还隆重推出
了SPAR Coffee咖啡解决方案。该方案是指在门店
开辟SPAR Coffee咖啡区，提供全方位咖啡服务，与
SPAR Bake-Off烘焙区相邻而设，两大品类相辅相
成。SPAR Coffee咖啡解决方案，可根据不同经营业
态和门店规模灵活调整，坚持以顾客为中心，尽量
满足门店顾客的消费需求。

SPAR西班牙是首批尝试SPAR Coffee咖啡解决方
案的合作成员之一，联合加那利群岛上的SPAR拉
帕尔马岛、SPAR富埃特文图拉岛、SPAR大加纳利
岛区域零售商在门店增设SPAR Coffee咖啡区。

与SPAR国际的其它所有品类创新方案一样，SPAR 

Coffee咖啡解决方案提供最佳实践指导手册，从
方案落地到日常经营，全程给予全面的操作指导。

未来几年，该品类方案还将逐步演变发展，继续推
出CENSA高端自有品牌咖啡，由SPAR独家经营，选
用SPAR品牌优质咖啡豆。

优秀门店经营经验
西班牙大加纳利岛的SPAR超市波多黎各店，是食
品零售超市领域真正的优秀典范。这是一家营业面
积1,600㎡的高端超市，内设专业奶酪坊、红酒窖和
啤酒屋，不仅环境优美、温度适宜，还有专业人士在
场，随时为顾客提供购买建议和品尝服务，带给消
费者轻松舒适的购物体验。

这家现代时尚的超市还荣获“EuroShop 2020年度
零售设计奖”。超市内设鲜肉部、水产部、烘焙部、熟
食部、蔬果部、餐饮区和店内餐厅等多个部门。

公司专门挑选了三位优秀店长，配备了经过专业岗
位培训的团队人员，为顾客带来高水平的服务体
验，保障门店顺利高效地开展日常经营活动。门店
还增加了迎宾岗位，安排专人负责顾客接待，在现
场为顾客排忧解难，给顾客营造愉悦的购物体验。

“随着零售业的快速变化，我们可以将本地的、区
域的、国际的独立零售商集合起来，共享知识经验
与行业信息，在同一个品牌下实现成功发展。” 
 

就近零售
就近零售和本地社区品牌可见性，一直是SPAR在
不同市场成功发展的关键因素。近年来，丹麦、法
国、爱尔兰、挪威、荷兰、英国等地许多成员企业，
在SPAR国际的直接支持下，开始战略性地重新评
估SPAR业态，按照SPAR同行共赢战略采取联合行
动，打造符合实际需求的现代化新型门店，满足消
费者的需求变化。

2019年，SPAR国际与SPAR英国就SPAR品牌战略评
估项目展开密切合作，旨在对SPAR门店业态进行
现代化更新升级，扩大SPAR品牌在全国的市场布
局范围，迎合消费者不同的消费目标，打造以顾客
为中心的购物体验。目前，双方已经按照通用设计
元素确定了店铺整体风格与基调，但是为满足消费
者不同的消费目标，店内空间布局和产品组合配置
还需根据各店的具体要求和实际特征特别设计。

SPAR哈瓦那街店位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市，由SPAR
国际、SPAR英国、以及苏格兰区域合作伙伴CJ 
Lang公司联合打造，是落实SPAR最新店铺方案的
优秀示范店。 

SPAR哈瓦那街店营业面积185㎡，在距离市中心不
远的格拉斯哥大学城，属于交通繁忙、行人流量大
地段，满足周边办公室白领、本市居民、国际留学生
等不同人群的购物需求。

SPAR日常熟食系列是新店一大特色，采用顾客自
助快餐和店内餐饮模式，包括Costa Coffee咖啡
店、F’real Milkshakes奶昔店、Skwishee Frozen 
Drinks冷饮店、Dots Donuts烘焙店等，还供应大量
苏格兰本地特色产品。

门店全部采用节能型LED照明系统，开通人工和自
助式两种结账通道，以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提
供更快捷便利的顾客服务。店内实现Wi-Fi网络全
覆盖，所有顾客均可享受免费无线网络。

以顾客为中心
SPAR能在全球成功发展，主要是因为我们充分了
解消费者，并能根据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推出合适
的产品服务、经营方案和门店业态，位于哥本哈
根的SPAR特格霍尔曼店就是这样的成功案例之
一。SPAR特格霍尔曼店是一家营业面积700㎡的新
超市，由SPAR国际和合作成员联合打造，采用以顾
客为中心的店铺设计方案和商品组合模式，在竞争
激烈的繁华地段打造差异化经营特色，同时也巧妙
地保留了其本土特色。 

2019年8月，SPAR特格霍尔曼店开业，主打生鲜
理念，在门店前置区以店中店形式打造了SPAR 
Natural专营店，重点推介SPAR Natural系列自有
品牌健康食品。顺应最新的消费趋势，门店还供
应各种“零浪费”食品、大量有机食品、严格素食
主义食品、素食主义食品、无麸质无乳糖食品等。

为了在当地树立起自己的品牌地位，SPAR丹麦在
门店经营过程中推出诸多举措，支持当地中小企业
主和供应商，引进各种创新创意商品，拓宽高端品
牌商品经营种类等。

DESPAR意大利还在继续投资，对现有门店进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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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方式

2019年，在SPAR国际采购组的支持下，SPAR瑞士
在全国各门店成功推出SPAR Natural系列商品，包
括有机系列、素食系列、无麸质系列、无小麦系列、
无乳糖系列、无糖系列等各种特需食品，给选择更
健康生活方式或有特殊饮食需求的顾客，提供全
面的选择空间。

SPAR瑞士对SPAR Natural系列商品，进行了全面有
效宣传，引起了广大顾客的兴趣和消费热情。SPAR
瑞士联合SPAR国际，在门店打造了引人瞩目的视
觉陈列效果，吸引消费者眼球，还借助数字平台广
泛宣传“SPAR Natural”天然健康概念，为SPAR 
Natural系列的成功经营做出重要贡献。

SPAR国际与SPAR瑞士合作，继续扩充咖啡胶囊系
列品项，新增有机咖啡胶囊、公平贸易咖啡胶囊、奶
茶胶囊等。胶囊包装不含塑胶和铝，全部采用100%
可生物降解可堆肥的环保材料制作。

SPAR全球采购联盟 

SPAR国际采购联盟的成立，旨在帮助SPAR成员企
业扩大商品采购体量，巩固供应商合作关系，争取
关键产品的优先获得权。 

SPAR成员企业在商品品类方面展开紧密合作，有
助于彼此在新品开发交流、项目协调招标等方面谋
求更多合作机会，并在国内国际产品合同条款谈判
时采取联合行动。事实证明，在SPAR合作伙伴的大
力支持下，这种商品联采方式非常成功，且加快了
新品开发速度。

在SPAR国际商业领导力论坛等多个项目的推动
下，SPAR进一步加强了与快消品企业的合作力
度。SPAR与全球领先的快消品企业合作，有助于联
合行动提高市场渗透率，开展国际营销活动，共同
开发新品，整合供应链资源，降低采购成本，从而提
升SPAR整体经营效益。

SPAR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组成了国际性集团，这种联
合模式侧重分享彼此在零售发展、消费体验、经营
效益、社会责任、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与做
法，加快推动盈利品类的开发与增长。

SPAR还与许多发展较快的新锐品牌积极合作。这
些新锐品牌凭借强大的产品创新和营销能力，超

越其它竞争对手，赢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消费
者在不断寻求更新颖的商品；SPAR国际也积极寻
找并支持这类新锐品牌，为SPAR各国成员企业提
供更多差异化经营选择，丰富门店的商品经营种
类。SPAR国际在许多新市场和SPAR供应链体系
内，积极推广这类新锐品牌，将这些创新商品引进
SPAR各市场销售，支持他们走出本地市场向国际
市场辐射。 

自有品牌发展 

为满足消费者在食品健康、质量和口味方面的要
求，SPAR国际制定了清晰的应对策略，对SPAR自
有品牌食品进行重新配方，在产品原料和源头上严
格把关，按照最新消费趋势进行合理调整。

SPAR Natural系列产品仍在不断发展，按计划还将
推出更多新品，以满足消费者新需求和当前市场新
趋势。2017年，SPAR Natural首次以店铺概念推出，
旨在满足人们在健康与福祉方面的消费需求；目
前，SPAR Natural系列健康食品越来越受消费者青
睐，已进入全球19个国家的SPAR门店销售。

在2019年自有品牌生产商协会“自有品牌世界”国
际商品展上，SPAR Natural系列食品质量得到业界
一致好评，荣获三个优秀产品奖。获奖的三个产品
均为休闲食品类，表明SPAR Natural系列的产品理
念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大，在食品口味、质量、包装
和性价比等方面得到高度认可。

我们不仅要扩充自有品牌产品组合和数量，还要
不断创新，推出更多高质量的产品，以满足不断变
化的消费者需求，特别是人们对健康、社会福祉和
可持续消费的新需求。

为继续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迎合消费者越来越高
的可持续消费意识，SPAR还在2019年推出了SPAR
品牌的一次性环保用品，包括能生物降解的厨房
用具、餐盘、纸杯等。 

国际采购战略 
SPAR国际采购策略还支持，采购由SPAR各成员国
供应的系列优秀SPAR自有品牌商品，让合作伙伴充
分发挥自己对本地市场的了解和认识，获得更多本
地特色优质产品。其中，国际红酒系列就是一大成
功案例，充分发挥并利用了SPAR在全球主要葡萄酒
产区的资源优势和专业经验。SPAR国际红酒系列来
自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南非等地的20多家红酒生
产企业、供应商、批发商，为SPAR合作成员带来世界
最优质的葡萄酒。

SPAR国际红酒品类的成功开发，表明深入了解本地
市场和强大的国际物流能力在采购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有助于进一步提升SPAR全球零售经营能力。

“SPAR在几大主要红酒产区
有专门的红酒采购团队，为我
们精心挑选大量优质红酒，让
更多消费者品尝世界美味。”采

购
商品联采 同行共赢
在SPAR同行共赢战略指导下，全球商品联
合采购工作取得明显进展，继续发扬全球
合作伙伴协同合作的优良传统。

SPAR充分利用国际规模，整合全球资源，
联合SPAR成员企业共同发展，形成较大规
模经济效应，扩大商品经营品类，推出更多
有价格竞争力的更优质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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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号召业界所有同仁协
同合作，分享批发和零售领域
成功实践经验，推行能使多方
获益的可持续发展方案。”

联合采购网络
SPAR就非销售类设备与耗材采购工作，与全球优
质供应商积极交流协商，尽量使合作双方实现整
体利益最大化。

资产采购分两个方面：一是借助SPAR品牌的全球
规模优势，发起联合采购，降低设备净价成本；二
是与SPAR国际众多优选供应商合作，签订供货返
利合同。

2019年，我们完成了供应链方面的多个联采项目，
包括笼车联采、卡车轮胎联采、物料搬运设备联采
等，帮助合作成员大幅降低了企业采购成本。

依据协同合作的采购框架，在品类采购联盟的推
动下，多个SPAR合作成员一致同意进行联合采购。
采购联盟负责明确、评估和优化集团内所有成员
的采购需求后，就供应商策略和商业目标达成共
识，为联盟成员争取更多利益，降低企业采购成
本。 

本地和区域项目
维系好与本地合作伙伴的关系，是SPAR国际联合
采购的核心。工作的重点是，既要保证产品质量符
合当地标准和规范的要求，又要通过联合采购争
取到更低采购价格。

在2019年完成的物料搬运设备、HGV轮胎、笼车等
联合采购项目中， 我们确保每次购得的产品质
量，全部符合SPAR合作成员的本地标准和规范的
要求，平均降低企业采购成本11%。SPAR还将进
一步在全球推进以上品类的联合采购工作，给
SPAR合作成员和供应商争取更多商业机遇和采
购优势。

去年，45家供应商与SPAR国际建立了战略性合作
伙 伴 关 系 ，成 为 S P A R 国 际 和 区 域 优 选 供 应
商。SPAR优选供应商都是当地市场领先企业，服
务好、产品质量高和创新能力强，其中大多数与现
有SPAR合作成员已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十分
认可SPAR全球联合采购量带来的巨大购买力。

有了国际合作协议和国际重点客户的大力支
持，SPAR能精准把握本地市场机遇，迅速采取行

动，为SPAR合作成员和供应商带来更多益处。 

同行共赢
SPAR始终相信我们要携手同行，才能共赢未来。彼
此共享供应商信息、商业洞察、创新思想，以及
SPAR全球专业知识与技术，此举成功帮助所有
SPAR合作成员，提高了企业经营效益。在优选供应
商项目的推行下，我们搭建起全球性供应链网络，
所有供应商和合作成员都可以开诚布公地共享商
业机遇，共担风险挑战，共谋未来发展。 

鉴于全球不同区域市场，需求情况各不相同，我们
通常按区域采购。为满足各区域具体需求，我们一
直在积极组织区域供应商圆桌会议，为区域或国际
供应商与本地SPAR合作成员提供面对面交流机
会。双方可以在圆桌大会上畅所欲言、集思广益，以
加强彼此的交流与合作。

此外，我们还充分鼓励供应商通过思想交流会、专
题座谈会、经验分享会、行业趋势研讨会等形式，
积极邀请SPAR相关品类代表参与交流。

2019年，SPAR联合优选供应商，成功召开了系列行
业相关会议，其中包括两场以“未来与创新”为主题
的特别活动。生产型企业Rational在公司的食品研
发厨房举办了门店餐饮研讨会，大众集团举办了关
于运输类专用车的最新洞察与发展趋势的交流会。

联合采购
起重运输设备（或物料搬运设备）是SPAR物流仓
库与全球供应链有效运营的重要保障。SPAR采购
组评估不同仓库使用起重运输设备的差异情况
后，发现了联合采购的机会。

采购组整理出详尽的采购需求说明书，列明了六款
不同设备的具体规格和要求说明，传统铅酸蓄电池
和可持续锂离子电池的多种选配方案，以及三种不
同的财务方式等。

SPAR联合招标活动启动后，特别邀请了四家优选
供应商参与投标。经过多轮磋商洽谈，最终签下永
恒力叉车、林德叉车和丰田叉车三家公司，为参与
本次联采的SPAR成员企业节省大笔成本。

联
采

资产联采 同行共赢
不论从哪方面来看，全球成员联合起来，共
同采购资产设备与耗材，都将直接给SPAR
的国际化经营发展带来积极意义。SPAR是
全球性品牌，门店遍布全球近50个国家。
实践证明，与SPAR国际结盟也将给区域和
全球供应商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

SPAR资产联采是同行共赢战略的重要表
现，既有助于SPAR成员企业了解最新的采
购趋势和发展动态，又能为优选供应商带
来全球市场渠道和行业信息，给SPAR零售
商和供应商双方带来更多商业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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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在不同市场布局物流

配送中心共253座，拥有庞大
的全球供应链网络，真正展现
出SPAR全球化品牌规模和行
业影响力。”

供应链与信息技术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SPAR全球成员企业可以利
用科技与顾客建立连接，为顾客带来更丰富的购
物体验。越来越多的SPAR合作成员，不仅开始推行
电商和数字零售方案，还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实现
端对端供应链经营效益最大化。

2019年，SPAR物流供应链和配送中心整体经营效
益得到明显提升，在意大利、挪威、英国、中国、荷
兰、西班牙、阿联酋等市场，新建和现代化升级了
多座配送中心，成功提高了仓库作业效率，缩短了
收货、储存和拣货时间，全面提升了门店服务水
平，为顾客带来更超值服务。 

配送中心的革新
SPAR供应链的核心驱动力是，为门店和顾客供应
新鲜、优质、丰富的好产品。SPAR大加纳利投资
550万欧元，在大加纳利岛打造了一座大型生鲜配
送中心，以提高产品质量，优化仓储作业流程，从
而全面提升SPAR超市的生鲜经营水平。

新配送中心建成后，SPAR大加纳利的仓储能力提
高了36%，新鲜蔬果日存储量达到63万公斤以上，
其中从本地供应商直采的蔬果占比55%。新配送
中心从当地200多家农户手中收购新鲜农产品，经
必要的加工处理后送至门店销售。与SPAR大加纳
利合作的农户数量，比五年前增长了40%以上。预
计未来几年，还会有更多农户加入到我们的合作
队伍中来。

新配送中心设两个收货月台，本地农产品与国际
进口商品分开收货；另外还建成了一个3,400㎡的
大型冷藏储存区，引进带语音拣货技术的先进仓
库管理系统，更大程度地提高新鲜蔬果管理效率。
除建设新配送中心以外，SPAR大加纳利还与供应
商紧密合作，加快建设物流标准化体系，提高整个
端对端供应链作业效率，有效减少库存浪费。

SPAR荷兰根据先进的全自动化物流改扩建方案，
将现有配送中心Waalwijk从原来的22,500㎡扩建
到37,400㎡。扩建后的SPAR新配送中心，不仅扩大
了仓库储存能力，还提高了整体运营效率，可为全
国更多门店和独立零售商提供物流配送服务。

SPAR阿联酋在多个优选供应商的支持下，仅用时
三个月，便成功打造出一座新型现代化配送中心。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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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供应链模型 
实现销售额两位数增长
S PA R 联 合 可 口 可 乐 公 司 和 集 保 物 流 设 备 公 司

（CHEP），构建了从产品生产到门店货架陈列的
供应链业务流程模型，该模型突出强调了配送中
心和门店的大量人工活动。

该团队还对不同的货物运输方式进行了建模分
析，认为标准化陈列托盘是配送中心和门店用于
货物运输与店内陈列的潜在选择。在可口可乐和
集保公司的支持下，我们已成功完成了多个货品
堆放和陈列配置试行方案；经评估同意，该方案将
在整个供应链全面推广应用。

多方联合行动，不仅有助于减少门店与仓库的工作
量和成本，还能促进门店实现销售额两位数增长，
效果十分显著。通过端对端合作，可口可乐公司、集
保公司和SPAR三方真正实现了同行共赢。

 “仔细观察供应链各个环节，
从供应商到我们仓库再配送到门店，
很明显可以看出，
整个供应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SPAR英国亨德森集团 Pat McGarry

物流仓储的重大发展
2019年，中国的物流供应链取得重大发展，SPAR
在全国建成多座新配送中心。其中，2019年10月
份，山东烟台综合物流园部分投入使用，园内规划
建设了区域常温仓、区域冷藏仓、区域冷冻仓、全
国常温仓和生鲜加工中心等，是满足连锁超市物
流仓储与配送需求的大型物流综合体。

可持续发展
SPAR大加纳利岛、南非和挪威的多座配送中心，在
建筑屋顶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利用太阳能发电，
可以满足配送中心大部分自身用电需求，为减少
环境污染、推动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尽量降低物流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是我们
的工作重点之一。SPAR在英国、爱尔兰、荷兰和中
国应用了先进的车队路线跟踪系统。该系统有助
于提高物流配送规划效率，减少道路行驶公里数，
跟踪燃料使用和碳排放情况，还可根据实时道路

交通情况，为司机重新规划路径。

SPAR还使用替代燃料减少运输活动给环境造成的
影响。SPAR挪威率先使用替代燃料技术，与斯堪尼
亚公司（Scania）紧密合作，引进多台氢燃料电池
车，覆盖其大部分物流配送网络。这些氢燃料电池
物流车全部可在物流中心充电。 

SPAR爱尔兰引进了多台压缩天然气运输车和液
化天然气运输车。目前，电动物流车也在快速发
展。SPAR挪威走在行业的最前沿，与电动车开发企
业合作，积极参与电动车测试与体验活动，共同推
动电动汽车技术发展。 

SPAR奥地利正在测试使用小电动车为市区多家
INTERSPAR卖场配货的可行性。小电动车噪音小、
零碳排放量，充一次电可跑200公里，是市中心物
流配送的理想选择。SPAR奥地利是“低排放电动运
输车”研发项目的六家测试企业之一，对十台电动
车的实用性和可行性进行了测评。

信息技术系统也是供应链的重要板块之一。2019
年，SPAR山东在信息技术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与
SAP合作部署数字化信息技术平台，其中包括中央
管理、业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商品销售、商品运
输、和财务核算管理等多个管控系统。执行团队依
据明确的革新方案，对所有业务流程进行了全面
评估梳理，以全面提升和升级企业运作方式。有了
全新的业务平台，未来几年内公司业绩还有望大
幅提升。

从生产线到货架陈列再到消费者手中，我们的供
应链属于端对端流程。提升供应链每个环节的效
率至关重要。我们的仓库与门店经营团队，紧密跟
踪端对端流程中的每个环节，与供应商展开高效
合作，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

在北爱尔兰，我们的团队联合两家优选供应商，
对端对端供应链的管理方式和操作流程进行了
分析。

在整个端对端供应链中，减少操作环节，降低物流
成本，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福利。

我们也在积极推动与快速消费品供应商的合作。
在协同合作的框架下，我们合理利用订单时间、最
小订单量、收货速度、运输共享、周转箱配置等多
个机会点，帮助合作成员提高货品供应率、降低库
存水平、减少经营成本。 

SPAR合作成员还与供应商合作，共同提升了端对
端供应链运营效率高达58%。而且，我们还引进了
新的门店管理系统，利用优选供应商推荐的先进
设备，加上门店运营团队的支持配合，将不与顾客
直接接触的后台活动减少了28%。

58%
提升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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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EASIER THAN EVER TO LIVE
YOUR MOST WHOLESOME LIFE!

QUICK & DELICIOUS
MEALS FOR TINY TUMMIES

QUICK & EASY TIPS
TO HELP YOU AT HOME

QUICK & EASY TIPS
TO BE MORE SUSTAINABLE

FAMILY MEALS WITH A TWIST
EASY & DELICIOUS

FIND OUT 
MORE 

IN-STORE

品
牌

4年 

欧洲田径协会赞助合约再续

年赞助，合作将持续至2027年
23 

51 
个欧洲国家参与赛事

核心差异点
SPAR品牌是我们的重要资产，是消费者通过门店、
产品和员工获得良好体验时，能联想到我们的唯一
标识。加大品牌建设投入、增强品牌建设意识至关
重要。2019年，全球SPAR合作成员，都在持续加强
SPAR品牌建设，不断提升SPAR品牌知名度。

SPAR作为国际性组织，汇集大批独立所有、自主经
营的食品零售商和批发商；随着SPAR网络的不断
发展壮大，强强联手将形成更大的规模效应，迎来
更大的发展机遇。2019年，SPAR合作成员发挥我
们的规模经济效应，联手发起健康家常美食、圣诞
营销活动、国际赛事品牌赞助等多个SPAR品牌建
设项目。参与该类品牌建设项目，既能保证活动内
容与国际同步，又能在本地市场进行灵活调整，以
规模经济效应摊薄开发成本，为合作成员节约大
笔费用。预计未来一年或一年半内，我们还将继续
加大以上项目在SPAR网络内的推广力度。

欧洲田径协会
SPAR国际自1996年至今，一直是欧洲田径协会主
赞助商。2019年初，SPAR国际与欧洲田径协会再续
八年新合约，双方合作将持续至2027年，表明SPAR

致力于通过各类体育活动，积极推广健康生活方
式。

欧洲田径协会举办的各类体育赛事，是SPAR提升
品牌曝光度的重要平台，也是SPAR合作成员借国
际体育赛事、开展本地营销活动的重要机会

第35届欧洲室内田径锦标赛在英国格拉斯哥举
行，来自49个欧洲国家的637位运动员参赛，展开
激烈角逐。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众多媒体悉数

到场，对各场赛事进行了广泛宣传报道，赛事观看
时长全球累计530小时以上。

SPAR英国还在本地组织了粉丝互动活动，千余位
体育爱好者参加了SPAR精英短跑挑战赛。SPAR
苏格兰还在运输卡车上挂起横幅标语，进行活动
宣传；期间，SPAR超市还举行了苏格兰田径名将
Eilidh Doyle粉丝见面会，吸引了大量人气。

同 期 举 行 的 还 有 欧 洲 田 径 团 体 锦 标 赛 超 级 联
赛，SPAR挪威是第一场联赛的赞助商。赞助这类体
育赛事，是SPAR积极推广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体
现。 

第26届SPAR欧洲越野锦标赛，在葡萄牙首都里
斯本举行，SPAR葡萄牙作为东道主国家企业，为
主办方提供资金赞助。2019年网络直播人气高
涨，SPAR全年赞助的体育赛事累计观看时长达
240万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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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82  名跑步爱好者
从90个国家云集于此参加
布达佩斯马拉松活动

€300 万
投资用于SPAR匈牙利
数字零售建设

个网络订单配送
工作岗位

100

49 
个地区和布达佩斯市

运动、健康与福祉 

为大力推广校园足球运动，SPAR爱尔兰冠名赞助
爱尔兰小学生五人制足球赛（FAI）。2020年，SPAR
欧洲越野锦标赛将在爱尔兰国家体育公园举办。
为帮助本地运动员提前熟悉赛道，SPAR爱尔兰还
专门组织了一场SPAR越野赛道体验活动。

第34届SPAR布达佩斯马拉松赛，吸引了全球90个
国家的30,982名马拉松爱好者参加。SPAR匈牙利
在现场举行了义卖活动，将活动期间募集的100
万福林捐给了当地慈善机构（Hungarian Maltese 
Charity Service），用于为300多个村庄建设移动游
乐场。

SPAR西班牙合作伙伴Valvi，从2010年开始一直为
当地女子足球俱乐部（SPAR Citylift Girona）提供
赞助，积极回馈本地社区，鼓励人们多锻炼多运
动。SPAR西班牙还积极赞助女子足球赛、马拉松
等全国各类赛事活动。

SPAR南非合作伙伴KwaZulu-Natal，开始赞助当
地“校园女生快速五人制无挡板篮球赛”，这是继

成功赞助当地曲棍球赛九年后，又一次参与体育
类赞助活动。积极赞助体育活动与SPAR南非战略
愿景相契合，帮助妇女儿童过上更健康更幸福的
生活。

SPAR英国继续举行人民大奖台活动，表彰本地英
雄人物。2019年，再次举办了威尔士残疾人运动
会，赞助了英国兰开夏郡中学校运会。SPAR挪威也
在积极赞助挪威室外滑雪队。2019年，挪威室外滑
雪队荣获多块奖牌。

服务社区
做好本地社区服务，是SPAR坚定不移的基本原则，
是SPAR不同于全球其他零售商的主要特征。

2019年，SPAR斯诺文尼亚推出了专为当地年轻创
业者们打造的新品推广活动“动起来，斯洛文尼
亚！”，所有获奖的创新产品均可进入INTERSPAR
大卖场销售。SPAR匈牙利也推出类似活动“SPAR
匈牙利酷”，最终获奖的10款创新产品，从2020年
4月开始，进入INTERSPAR大卖场销售。 

SPAR南非联合当地800多位艺术家，制作了大批
圣诞节手工装饰品。消费者只要在SPAR门店消费
满500兰特，即可获赠这类手工艺品。

SPAR在克罗地亚、挪威和匈牙利的多个合作成员，
借助电视广播、报纸杂志、门店宣传、数字广告、社
交媒体和网络视频等渠道，大力宣传“从农场到餐
桌”概念，积极推广本地农产品。

提高顾客忠诚度和客流量
SPAR合作成员继续通过传统手段、现代科技等多
元化方式，积极回馈忠实顾客。

在许多地区，消费者仍然青睐“集印花”传统会
员活动。SPAR比利时在门店推出了奇宝萌兵系列

（Oddbods）集印花活动。SPAR匈牙利推出了福
腾宝（WMF）、双立人（Zwilling）、艾烈希（Alessi）
、爱尔悍马（Ellehammer）厨具品牌、Kappa运动
及服装休闲品牌集印花活动。SPAR俄罗斯还发起
了“享折扣优惠、赢免费泰国游”活动。

DESPAR ASPIAGE推出一款叫做“部落游戏”的手
机APP，选出1,000位顾客为“最忠实顾客”，开展感
恩回馈活动。顾客可以在这款APP上玩游戏、了解
商品信息、获取指定商品优惠券。在挪威、斯洛文
尼亚、瑞士、南非、匈牙利等地的合作成员，也在积
极发展忠诚顾客项目，推出系列个性化、受欢迎的
顾客回馈活动。

数字化与数据
利用最新的数字科技与信息数据，提升顾客的消
费体验，加强门店与顾客的沟通联系，仍是我们的

工作重点。截止到2019年底，SPAR全球网络内共
有12个电商方案上线运行，预计2020年还将有更
多合作成员开通电商经营渠道。

SPAR葡萄牙推出B2B电子商务网站。SPAR匈牙利
推出综合性电商平台，服务覆盖首都布达佩斯和
周边49个市镇。

分析购物者的消费数据，有助于我们了解购物者行
为习惯。SPAR英国合作成员AF布莱克摩尔集团，打
造了基于消费者购物目标的店面集群设计方案。

为满足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SPAR不断更新
调整零售服务方式。2019年，SPAR继续深化零
售数字化转型，合作成员们纷纷推出不同的电
商经营模式，包括网上下单到店取货、手机购物
WhatsApp、开通网店、送货到家等。

以数据为导向
越来越多SPAR合作成员开始注重投资大数据，广
泛收集、整理和分析消费者大数据，据此制定切实
可行的零售经营方案。我们还可以借助个性化促
销活动、以消费者购物目标为基础的店铺集群设
计、以数据为导向的品类规划等手段，给企业带来
更高的市场营销投资回报。

数据整合有助于我们加强彼此合作交流，凭借敏
锐的洞察力发掘跨境市场机遇，在保留本土市场
特色的前提下，充分借鉴跨境同业的成功经验。有
效运用大数据，还有助于SPAR为全球顾客带来更
多样化、更个性化的购物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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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下一代领导人 

企业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能力吸
引、留住并培养事业发展所需要的、有远大抱负
的、希望将来不仅为SPAR品牌、甚至为整个零售业
做贡献的青年人才。

为顺应当前人才发展趋势，SPAR合作成员加大对
企业管理者和优秀人才的培养力度，积极推出学徒
帮 带 制 度 、学 院 培 训 课 程 、领 导 力 培 养 项 目
等。SPAR国际以企业内部和外部领导力培养路径
相结合的方式培养优秀人才，还特别支持为SPAR
年轻人才提供国际实习机会。

人
才

人才——顾客服务的核心
随着零售和电商规模的不断扩大，人才始终
是企业的关键竞争优势。每天，37万经验丰
富的SPAR人，在全球各地与我们的顾客交
流互动，为顾客带来出色的购物体验，维系
顾客对SPAR品牌的忠诚度。

企业重视持续投资人才很重要。我们可以通
过定制化的培训课程、人才发展项目、借鉴
人才管理成功经验等措施，不断提高员工业
务知识与技能，让员工变得更专业，让顾客
对我们的服务更满意。

北 爱 尔 兰 的 亨 德 森 集 团（ H e n d e r s o n 
Group）、SPAR南非等许多SPAR合作成员，
越来越重视人才培养与发展。2019年，SPAR
合作成员在企业人才方面获得多个重要奖
项，亨德森集团荣获“以人为本投资者”银牌
认证，SPAR南非连续第六年被评为“南非最
佳雇主”。

370,000  
名员工
在SPAR全球大家庭工作 

领导力培养项目

2019年，詹姆斯霍尔公司（James Hall）的领导
力培养项目，推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人才培养计
划。

整个培养项目分四个等级，每个等级适合不同级
别的管理者学习：

• 主管
• 初级经理
• 中/高级经理
• 总经理

每个等级里还包含多个培训“阶段”，每个阶段有
专为该级别管理者定制的阶段性学习内容。

主要学习内容包括个人管理、团队管理、高级业
务管理、领导力培养等。

SPAR合作成员的门店数量众多，经营足迹遍布世
界各地，可以为许多有潜力的员工提供培训和实习
机 会 。S PA R 奥 地 利 是 全 国 最 大 的 私 人 培 训 企
业。2019年，旗下共有3,000多人参加了SPAR奥地
利的培训项目。     

SPAR加大了人才发展关注力度，为全球同仁带来
了更多更好的事业发展机遇。

SPAR创新培训 
在企业人才创新方面，SPAR合作成员一直走在最
前沿，构建了以能力为导向的高效人才培养与发
展体系。

SPAR爱尔兰食品学院和SPAR奥地利最新的商务
学院就是两个优秀案例。两个SPAR合作成员还进
一步拓展了线上培训平台，为员工提供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学习体验。 

许 多 S PA R 合 作 成 员 开 始 尝 试 新 的 线 上 培 训 模
式。2019年，英国合作伙伴James Hall 和 Appleby 
Westward公司开始使用SPAR国际学习平台。

SPAR国际学习平台，为合作成员提供线上研讨会、
课堂资源、3D游戏等多种形式的培训资源，用于提
升员工的工作技能和专业知识。2019年，该平台接
入SPAR线上课程共享入口后，平台上的学习资源
得到进一步丰富。

SPAR 3D游戏，目前提供四种语言版本，被合作成
员广泛使用。爱尔兰合作成员用来给新员工做入
职培训，挪威和丹麦合作成员则用来提升门店经
营和服务水平。 

SPAR 首选企业雇主
为吸引和留住年轻零售人才，SPAR全球合作成员
注重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这一代年轻人对自己
的事业、工作环境有明确的期待和追求，希望尽量
平衡工作与生活。

我们的员工更喜欢现代、高效的沟通方式，使用方
便的数字工具与员工交流沟通，也是SPAR作为首
选企业雇主的一个重要表现。 

2019年，为满足员工需求，SPAR合作成员在人才招
聘、新人入职、员工绩效管理、员工沟通与培训等人
力资源工作中，广泛应用数字化评估与执行工具。 

其中，SPAR合作成员开发的“幸福健康与员工沟
通” APP，就是充分利用数字便利性，将员工的“工
作生活平衡”与“卫生健康项目”相结合，满足了员
工的需求。

员工是SPAR在当地社区的重要形象大使。不论是
线上门店，还是实体店，不论是工作场合，还是个
人交往，都代表着SPAR形象。

SPAR将继续为所有员工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培
养更多SPAR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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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
责

任
零

售
6 大
SPAR国际负责任零售战略

14 个
可持续发展目标

2030
“SPAR与您一起面对全球问

题，一起分享创新成果，相互学
习相互借鉴。利用我们的规模
来共同减少生态足迹，寻找可
持续解决方案，集合采购体量，
在包装等方面节约更多成本。”

自1932年起持续增值
SPAR一直在致力于为门店所在的社区创造更多价
值，为人们带来出色服务和优质商品，积极参与社
会和环保建设工作。SPAR作为全球性品牌，有责
任帮助全球顾客和社区应对和处理各种难题与挑
战。这份社会责任感根植于SPAR战略核心，即我们
同行共赢。

关注健康与营养
营养不良、过度肥胖等营养问题，仍然是世界各地
日益严峻的问题。SPAR一直在努力采取各种举措，
帮助消费者改善日常生活方式。2019年，SPAR尤
其在引导消费者选择健康饮食、提升门店健康食
品供应能力、推广健康生活方式等方面做出了重
要努力。

2019年，SPAR“更好的选择”系列上市，着重宣传
健康食品的营养价值，提醒消费者选择有利于身

体健康的食物。该系列食品覆盖范围广、种类多，
为自有品牌和快消品供应商带来更多合作机会。

SPAR还通过全新的数字化平台，积极分享营养健
康类创新成果，为消费者获得更好的消费选择提
供便利渠道。2019年，SPAR西班牙推出营养类手
机应用“SPAR, saber elegir”（SPAR，知道如何选
择），SPAR比利时Colruyt推出了 “SmartWithFood”

（智慧与食物），两款手机应用均支持用户扫描食
品包装上的二维码，了解详细的食物营养信息。

2019年，SPAR还在减少使用棕榈油方面取得重大
进展。目前，奥地利99%的SPAR自有品牌食品中，
不再含有棕榈油成分，为自然环境和顾客健康做
出贡献。SPAR奥地利还采取减糖行动，成立减糖联
盟“Zucker-raus”。在众多食品厂家和医学专家的
支持下，减糖联盟不仅倡导去除食品中额外添加
的糖分，还呼吁更多其它领域关注减糖饮食。

在许多其它国家，SPAR合作成员们也采取了类似
行动措施。截止到2019年底，SPAR克罗地亚共减
少自有品牌食品中的糖量共计21吨；SPAR斯洛文
尼亚宣布，计划减少自有品牌食品中的糖量80吨、
盐量25吨。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建议，SPAR意大利联合帕尔马
大学，对旗下九大品类的300多个自有品牌食品进
行了分析研究，计划采取合理措施，减少食物中的
反式脂肪酸、含糖量、含盐量，重新设计食品份量
和包装大小。

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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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顾客伸出援手，扩大该机构的社会影响力。 

SPAR英国从2017年开始，为癌症慈善机构Marie 
Curie提供赞助，迄今为止已为该机构募集资金超
过110万欧元。目前仍在全国、区域和本地范围，举
办不同级别的宣传活动，希望能为Marie Curie募
集更多资金，给身患绝症的患者及其家人送去关
怀与帮助。

SPAR南非还尤其关注本国妇女儿童健康与性别平
等问题，是SPAR南非社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具

减少食物浪费
为对抗食物浪费问题，SPAR零售商联合起来，在九
个国家发起“Too Good To Go”活动，旨在鼓励用
户通过应用程序低价购买临期食品，避免将仍可食
用的食物直接丢弃，由此减少食物浪费。

顾客可以在应用程序“Too Good To Go”上，搜索查
看附近SPAR超市可供应的食品包份数。SPAR食品
包里一般有新鲜蔬菜、水果、牛奶、面包、以及SPAR
系列其它食品。

从零售商和消费者两个角度同时行动，减少食物浪
费，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十二项重要内容
之一。为SPAR顾客提供这种方便的解决办法，只是
SPAR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减少食物浪费的众多举
措之一。

20% SPAR瑞士
近五年内减少碳排放量

“EUROSPAR在爱尔兰
全力寻找新机遇和新方
法，帮助我们自己和更多
零售商减少碳足迹。”   
 
Malachy Hanberry，SPAR爱尔兰

“SPAR作为全球性品牌，
有责任帮助全球顾客和社
区应对和处理各种难题与
挑战。”

投资运营管理
SPAR的不断发展，对所处的环境也产生了更大的
影响。因此，SPAR合作成员一直在积极采取改进措
施，降低物流运输、供应链、配送中心、门店在生产
经营活动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耗量。2019
年的工作重点包括，与供应商合作引进可持续设备
解决方案，尽量降低环境影响，打造消费者所期待
的优质服务。

在爱尔兰多尼戈尔郡， EUROSPAR戈塔霍克店，
安装了先进的太阳能电池板，预计减少碳排放量
15%，为门店节省大笔电费成本。SPAR斯里兰卡
也首次在SPAR卡卢博维拉店安装了太阳能电池
板。SPAR南非旗下六座区域配送中心，全部安装
了太阳能发电装置，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生态可
持续发展水平。

SPAR瑞士的物流运输在降低碳排放量方面表现
突出，荣获由GS1颁发的“精益绿色奖”。该奖项旨
在表彰，近五年内碳排放量降低20%以上的优秀
企业与组织。

积极履行环保责任
2019年，SPAR仍然重点关注塑料垃圾问题，在沿
用之前的有效措施的前提下，继续推出更多新措
施，减少或不再使用塑料包装，选用生态环保的其
它替代方案。其中新措施包括，号召组织内成员联
合采购包装材料，体现出SPAR联合采购、同行共
赢的战略理念。

SPAR奥地利一直积极致力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在生鲜部门推行一系列环保措施，包括在部分店
内餐饮区使用环保木餐具；在INTERSPAR大卖场
熟食柜台鼓励消费者自带餐盒打包食物；在门店
尽量减少使用塑料包装，提供可重复使用的、可生
物降解的环保购物袋；蔬果部门也不再使用一次
性塑料袋，全部换成纸袋、可循环涤纶网袋。

SPAR南非联合本地供应商，共同对抗当地塑料垃
圾问题。公司引进全新的纸袋和100%可回收塑料
袋。公司还与乳品加工厂Woodlands Dairy和包装
公司利乐Tetra Pak展开积极合作，利用垃圾管理
系统，回收UHT常温奶纸箱，将其加工制作成SPAR
瓦楞纸箱。

SPAR挪威合作伙伴降低可循环使用购物袋价格，
尽量让所有顾客都用得起，鼓励顾客做出更绿色
的选择。

社区优先
社区活动是SPAR经营的核心。我们不仅是社区的
投资人和公益赞助商，还希望通过组织社会活动
和参与社会赞助的形式，加强我们与社区居民的
直接联系。

在奥地利，INTERSPAR大卖场一直是SOS儿童村
的长期合作伙伴。十六年来，为该儿童救助机构捐
助资金140余万欧元。INTERSPAR大卖场还鼓励更

体行动包括组织女子赛跑活动，赞助优秀女运动
员，为年轻人树立榜样，通过门店活动为女性慈善
机构募集资金等。

积极合作
2019年是SPAR国际和SPAR合作成员加强合作的
关键一年。在同行共赢战略目标的引领下，SPAR国
际成功组建了健康工作组和塑料工作组，举办了
新一届负责任零售论坛。活动吸引负责任零售领
域的主要SPAR管理人士汇聚一堂，共同分享行业
经验，寻找彼此合作机会，推动本国工作发展。

我们还将不断加强负责任零售工作，从健康、采

购、社区、气候、环境、人才六大方面不断改进，尽
量做到并有能力做到行业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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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
SPAR EXPRESS 便利店 < 200M²  
独特的零售业态、注重便利性， 
以响应现代消费者生活方式.
 
SPAR 社区店 200 – 1000M² 
本地超市或 
社区店
 
EUROSPAR / SUPERSPAR / SPAR 
SUPERMARKET 超市 1000 – 2500M²  
更大业态的超市门店 
旨在一次性满足全家每周购物需求
 
INTERSPAR /  
SPAR HYPERMARKET 大卖场 > 2500M²  
大卖场业态， 
超过50%的商品销售额来自于非食部门

西欧
 
中/东欧
 
非洲与中东
 
亚太

业态

“2019年SPAR继续扩张，进驻两个新的国家市场
推出SPAR品牌。新增门店208家，在48个国家/地区
共运营13,320家门店，营业额增长4.35%，达到371
亿欧元。” 
Tobias Wasmuht, SPAR 国际总裁

全球
销售额各地区所占比例%
70%  西欧
16%  中/东欧
12%  非洲与中东 
2%  亚太

销售额各地区所占比例%
46%  西欧
12%  中/东欧
37%  非洲与中东 
5%  亚太

销售额各地区所占比例%
52%  西欧
28%  中/东欧
0%  非洲与中东 
20%  亚太

销售额各地区所占比例%
80%  西欧
11%  中/东欧
4%  非洲与中东 
5%  亚太

全球平均门店面积 M2  
各地区四大业态总计

703 
中/东欧

1,183 
非洲&中东

1,652 
亚太

399 
西欧

560 
全球

全球销售额 % 按业态 全球销售额各地区占比 €371 亿

销售额
% 按地区占比

门店数
% 按地区占比

全球门店数各地区占比 13,320 全球销售面积各地区占比 745 万 M²

销售面积 
% 按地区占比

西欧
 
中/东欧
 
非洲与中东
 
亚太

M²

14.6 3.2

24.4

SPAR EXPRESS
SPAR
EUROSPAR
INTERSPAR

57.8

16.3
5.2

16.7
61.7

8.2
4.4

13.7

73.7
17.3

13

17.2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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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 法国 
2019年，SPAR法国新增门店13家，全国SPAR门店
数达到871家，年营业额实现10.4亿欧元，比上年
增长1.4%，这主要得益于SPAR法国提高了对门店
现代化升级的重视程度，扩大了商品经营种类，以
及持续投资数字方案。

投资数字方案，能有效帮助独立零售商实时获取
销售和库存数据，促进零售商提高门店坪效。建立
本地生产企业和产品信息数据库，还大大提高了
独立零售商的本地直采能力，及时满足消费者需
求。 

顺应全国减少食物浪费行动要求，所有400平方米
以上的SPAR门店，全部联合当地公益机构，借助
最新消费者技术，对临期食品进行二次促销。同
时，门店也推出临期食品优惠促销政策，呼吁人们
减少食物浪费。 

多个独立零售商，去年夏季积极赞助本地知名体
育活动，延续之前的成功经验继续在海边山脚，成
功搭建了临时的移动超市，进一步提升了SPAR品
牌知名度。

零售营业额 €10.4 亿

SPAR 丹麦 
截至到2019年底，SPAR丹麦开出四家全新旗舰
店，全国门店已达到134家，全年销售额总计5.27
亿欧元；与上年相比，门店每平米收益增长6.7%，
平均客单价增长1.4%。

SPAR Teglholmen店是位于市中心的一家新旗舰
店，采用全新设计方案，主打便利与新鲜理念，还
以店中店的形式在门店打造了品类专区，引进了
SPAR Natural自有品牌系列商品。

在员工培训方面，SPAR丹麦成功引进了先进的
SPAR零售模拟3D游戏，学员学习效果不错，参与
度也非常高。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SPAR丹麦与国家环境组织
Ren Natur（清洁自然）合作，围绕“本地社区垃圾
回收”、“本地公益机构赞助”、“环境保护支持”三
方面展开具体工作。

每平方米营业额 +6.7% 

SPAR 比利时 
SPAR在比利时拥有Colruyt集团和Lambrechts集
团两大合作伙伴。两大合作伙伴在全国食品零售市
场份额中占比4%，全国门店总数为320家，营业面
积为159,148平方米，全年销售额达到10.6亿欧元，
已连续第二年突破10亿欧元。

2019年，许多SPAR比利时独立零售商继续加大门
店投资力度，引入门店环保技术等。一些门店经过
升级改造后，很快销售额较之前增长约10%。

SPAR比利时还进一步扩充了商品经营种类，推出
多个忠诚顾客回馈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形
式，与顾客积极互动。为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门
店生鲜部门还引进了多个创新方案。

零售合作伙伴Colruyt集团，针对其自有品牌商品
推 出 了 经 科 学 认 证 的 营 养 评 分 标 签 系 统

（NutriScore），帮助消费者做出合理的食物选
择。SPAR Lambrechts集团，在2020年禁用塑料袋
之前，提前实施了无塑料解决方案。

零售营业额 €10.6 亿

SPAR 奥地利 
SPAR奥地利实现销售额71.9亿欧元，比上年增长
4.5%，连续第十年成为全国超市、大卖场领域市
场增长领先企业。与奥地利食品零售业预计增长
率2.1%相比，SPAR奥地利的增速是其两倍以上，
取 得 如 此 优 秀 的 成 绩 ，很 大 一 部 分 原 因 在
于，SPAR自有品牌商品业绩表现不错，占公司销
售总额的40%，比2018年增加5.4%。

2019年，SPAR奥地利旗下共有直营店811家，独立
加盟店687家，分别使用SPAR、EUROSPAR和
INTERSPAR不同业态品牌经营，总营业面积达到
119万平方米，将SPAR品牌送到全国更多消费者身
边。 

SPAR奥地利投资2,150万欧元，用于下奥地利州
阿姆施泰滕市的INTERSPAR大卖场现代化改造。
卖场经升级改造后，2019年10月以全新面貌重新
开业，打造了多个生鲜熟食、外带餐饮区，还新增

一家餐厅。SPAR奥地利还重新设计了多家加油站
前场店SPAR Express，采用全新的市集风格。 

S PA R 奥 地 利 致 力 于 推 动 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2019年，公司大力支持采购本地有机食品，去
除所有SPAR自有品牌产品配方中的棕榈油。而且，
从2017年初至今，已去除SPAR自有品牌产品中的
含糖量累计约1,000吨。

2019年，SPAR奥地利还推出了“减少使用塑料”行
动。目前，在门店提供多种塑料替代品，鼓励顾客
自带食盒去食品柜台购买食物，在INTERSPAR大
卖场安装有机产品灌装设备，使用回收瓶灌装饮
料 等 。I N T E R S P A R 还 被 环 保 组 织 绿 色 和 平
Greenpeace评为“2019年度优秀超市”，表彰其支
持可持续发展的系列环保产品。

零售营业额 €71.9 亿

SPAR 德国 
SPAR德国在全国共经营有SPAR Express便利店
441家，总营业面积为33,174平方米，去年累计实
现销售额超过2.89亿欧元。

SPAR Express便利店均分布在火车站、机场、加油
站等人流量较大的场所，商品价格与综超的商品
价格不相上下，性价比非常高。 

2019年，为提高消费者对特价商品和营销活动的
关注程度，SPAR德国继续重视在门店推行数字化
沟通方案。门店注重打造便利购物体验，尤其是生
鲜部门，以员工服务区与顾客自助区相结合的形
式，确保即使在客流高峰时段，消费者也能享受轻
松便利的购物环境。

SPAR德国还在客流量极高的SPAR Express柏林波
茨坦广场店，引进了最新的SPAR Coffee-To-Go创
新咖啡解决方案。2020年往后，SPAR德国还将加大
投资力度，对门店进行现代化升级，继续布局更多
SPAR新店。 

门店数 441

西欧

€228.7 亿 
总销售额

3.57%  
销售额增长率 
按年均恒定汇率计算

140家
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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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 意大利
SPAR意大利全国共有六个区域合作伙伴，推行多
业态经营策略。2019年业绩表现相当不错，全国
1,240家门店，营业面积达757,774平方米，实现营
业额36.2亿欧元。其中，公司直营门店459家，报告
销售额平均增长3%。 

Group 3A是最近加入SPAR的新成员，从2020年1
月开始，重点在意大利西北地区发展SPAR业务。
随着全国合作成员的不断发展，SPAR成功拓展至
多个新城市和地区，开设越来越多的SPAR便利店
和EUROSPAR综合超市。  

SPAR意大利再添220个SPAR自有品牌单品，不仅
在国内各门店销售，还通过SPAR国际出口到全球
其他市场，进入SPAR其他合作成员门店销售。目
前，自有品牌食品销售额占食品类总销售19.8%，
预计未来一年，还将继续增长3%左右。

所有合作成员都十分关注零售和分销系统的可持
续发展。SPAR意大利进一步升级改进了门店和配
送中心的设备系统与作业流程，希望能有效减少
食物浪费、降低能源消耗。2019年底，全国六大区
域合作伙伴共同成立了DESPAR联营公司，新公司
共招募零售门店、中央办公室、配送中心工作人员
13,000多人。

各合作伙伴都在积极行动，支持本地社区活动，包
括引导儿童过健康的生活、帮助有困难的女性，资
助当地卫生医疗机构等。与帕尔马大学合作，共同
关注全国饮食健康、拒绝肥胖。

门店总数 1,240

SPAR 爱尔兰 
S PA R 爱 尔 兰 业 绩 表 现 突 出，销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3.36%，达到13.3亿欧元，全国门店457家。

SPAR爱尔兰斩获多个行业重要奖项。在著名的
IGD伦敦颁奖典礼上，都柏林的SPAR Merrion Row
店被评为“年度优秀门店”； 在 ShelfLife便利店颁
奖典礼上，利默里克的SPAR Parkway店被评为爱
尔兰“2019年度全国优秀便利店”和“年度优秀加
油站零售商”。

2019年，SPAR爱尔兰还成功举办了SPAR FAI小学
生五人制足球联赛，这是历届参与人数最多的一
届。此外，SPAR爱尔兰还组织了“SPAR更好的选
择”商品促销活动，推出“开学季”校园系列营养套
餐。 

SPAR爱尔兰全新开发了以“不断变化”为主题的
品牌推广活动，旨在满足不断变化的爱尔兰消费
者需求，在社交媒体吸引大量消费者参与互动。 

零售营业额 €13.3 亿

SPAR 希腊
SPAR Hellas自获得在希腊的SPAR品牌经营权后，已
经顺利经营了两年，为多个独立零售商提供零售支
持。加入SPAR的独立零售商，希望借助SPAR在本地
消费者和游客心中的品牌知名度，推动自身业务发
展。 

截止到年底，经过全面改造后的30家门店全部开门
营业，实现销售额6,490万欧元，同比增长139%；加
上20家其它门店，SPAR希腊营业面积共15,990平方
米。2020年，公司计划再开30家新店。

独立零售商将从SPAR获得系列支持与服务，比如
有价格竞争力的产品、门店经营指导、员工培训支
持、市场营销活动等等。

SPAR供应的大量本地和进口自有品牌商品，受到
当地消费者的欢迎与喜爱。SPAR希腊积极采购本
地产品，不断开设新店，为推动本地经济发展、创造
更多就业机会做出重要贡献。

销售额增长 139%

西欧

SPAR 挪威
2019年，SPAR挪威成为当地唯一实现市场增长的
连锁超市品牌，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3%。近五年
来，SPAR挪威能实现持续市场增长，主要得益于其
良好的门店经营模式和店内促销措施。全国共有门
店293家，实现销售额15.3亿欧元，其中EUROSPAR
综合超市业态增长表现尤为突出。 

2019年，SPAR在挪威再开四家新店，进一步巩固
了其市场地位。SPAR还在当地推出“10kr”（10克
朗）等不同形式的促销活动，吸引更多消费者参与
关注。在可持续发展方面，SPAR挪威继续发挥带头
作用，作为负责任零售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SPAR挪威还特别重视员工培训，采用线上平台和
线下教室相结合方式，增加学习的趣味性，成功吸
引年轻人学习使用。新一代人才开始进入零售业工
作，成为年轻的创业者，将SPAR价值观念一代代传
承下去。

在挪威北部最大城市特罗姆瑟市，EUROSPAR 
Strandveien店顺利开业，也是2019年的亮点之一。
这是一家综合超市，营业面积约3,000平方米，给当
地消费者带来丰富多样、种类齐全的产品与服务。

零售营业额 €15.3 亿

SPAR 荷兰 
SPAR荷兰报告销售额实现6.71亿欧元，比上年增长
22.8%，在营门店共计456家，比上年增加102家，累
计营业面积达到103,119平方米。公司还引进了快
消品半自动化仓库，有效提高了门店服务水平和仓
库运营效率 

SPAR荷兰继续与EuroGarages公司合作，在德士谷
Texaco和埃索Esso加油站开设SPAR Express便利
店。2019年下半年，旗下第150家SPAR Express顺利
开业。

2019年，SPAR荷兰在数字和电商方面取得重大进
展。在多所大学附近开出SPAR校园无现金超市
后，SPAR荷兰继续全面推广移动支付模式。 

2019年5月至9月，SPAR荷兰还发起了以#verder（#
进一步）为主题的全国品牌推广活动，进一步提高
SPAR品牌在消费者身边的可见度和知名度。

销售额增长 22.8%

SPAR 马耳他
Azzoppardi集团获得在马耳他的SPAR品牌经营
权，自2018年在当地市场首次引进SPAR品牌后，
先后开出多家社区超市。 

由 于 马 耳 他 首 都 瓦 莱 塔，每 年 都 迎 来 大 批 游
客，SPAR马耳他决定在这里开设INTERSPAR大卖
场，为消费者带来品类齐全、种类丰富的生鲜及其
它商品。全国现有三家SPAR门店，总营业面积为
3 , 0 8 0 平 方 米，年 营 业 额 为 6 9 4 万 欧 元 。按 计
划，2020年还将开设更多新店。 

SPAR 塞浦路斯 
2018年，继SPAR成功进入拉纳卡市后，SPAR塞浦
路斯继续扩张，分别在首都尼科西亚市和利马索
尔市开出两家新店，并将现有食品店改造成了时
尚现代的SPAR超市。SPAR塞浦路斯以优质、多选、
新鲜为核心，精心打造各个部门，积极扶持本地小
农企业。

三家SPAR超市共有营业面积2,500平方米，实现营
业额706万欧元，其中两家较大型门店从2019年中
期才开始正式营业。

SPAR 葡萄牙 
SPAR葡萄牙全国共有SPAR超市142家，实现营业
额1.1亿欧元，比上年增长3.8%。公司还在继续投
资拓展新店，加上新开的6家超市，总营业面积达
到36,090平方米。

SPAR自有品牌商品继续获得大批忠实顾客的青
睐。SPAR葡萄牙在门店推出多个生鲜经营方案，比
如近期重点打造的SPAR Café咖啡区，获得当地市
民和外来游客的好评。

自从去年十一月，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成功举办
SPAR欧洲越野锦标赛以来，SPAR葡萄牙迅速在当
地树立起极高的品牌知名度。赛事期间，SPAR葡萄
牙还举办了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吸引大批顾客参
与这一世界知名赛事，并借此机会积极推广SPAR
自有品牌商品。

门店总数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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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 英国 
SPAR英国尽管面临并购等一系列问题，全国门店
数稍有下降，但在批发和单店零售两方面，销售额
均同比增长2.6%。与上年相比，全国2,520家门店
平均单店营业面积增加1.7%，累计总营业面积达
到398,192平方米。2019年，全年零售营业额实现
33.4亿欧元。

SPAR自有品牌越来越受欢迎，凭借其优秀品质、
持续创新、以及关于低糖低盐的重新配方，荣获多
个行业大奖。SPAR英国还在门店使用更环保的包
装材料，尤其是在快餐部门使用环保餐具，此举得
到“绿色消费者”的好评。 

去年，公司继续投入大笔资金，对直营店进行现代
化升级，并开发了一批示范门店，对全新的生鲜概
念进行试点运营，计划成熟后再逐步推向全国。为
配合生鲜概念的发展推广，公司还特别重视提高
配送中心运营效率和合作成员生产力。 

SPAR英国合作成员继续支持本地社区发展，为年

轻人提供就业岗位，参与各类体育活动，扶持本地
小农企业发展。

SPAR英国继续开展人民大奖台活动，表彰本地运
动英雄；SPAR苏格兰成为女子国家队赞助商之
一；AF Blakemore集团赞助威尔士残疾人运动会，
支持残疾人运动；James Hall公司赞助兰开夏郡学
校 运 动 会 ，关 注 青 少 年 健 康 成 长 ；A p p l e b y 
W e s t w a r d 公 司 与 萨 默 塞 特 郡 板 球 俱 乐 部

（Somerset County Cricket Club）合
作；Henderson Group成为贝尔法斯特马拉松活动

（Deep RiverRock Belfast City Marathon）赞助商
之一。

第35届欧洲室内田径锦标赛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
欧 洲 顶 级 运 动 员 云 集 格 拉 斯 哥，展 开 激 烈 角
逐。SPAR英国在本地积极预热，动员体育爱好者参
加SPAR短跑精英挑战赛。

零售营业额 €33.4 亿

SPAR 西班牙
2019年，SPAR西班牙继续扩张，开出93家新店，其
中营业面积400平方米以上门店占比66%，全国门
店1,226家，总营业面积506,379平方米。全国共有
13个区域合作成员，累计零售营业额实现16亿欧
元，比上年增长8.8%。

SPAR西班牙还联合SPAR国际，共同推出SPAR 
Bake-Off烘焙解决方案，帮助零售商在门店制作
并销售新鲜烘焙产品，实现一小时快速出品，带给
消费者更直观的购物体验和始终高品质的烘焙美
食。 

2019年，SPAR西班牙推出关注营养健康的手机应
用程序 “SPAR, saber elegir”（SPAR，知道如何选
择），帮助消费者查看更多详细的营养信息。SPAR
大加纳利岛投资550万欧元，用于在大加纳利岛建
设 当 地 最 大 规 模 的 蔬 果 配 送 中 心 。2 0 2 0 年
初，SPAR大加纳利岛波多黎各店，凭借各部门出色
的购物体验，荣获“EuroShop零售设计奖”。

销售额增长 8.8%

SPAR 瑞士 
2019年，SPAR瑞士迎来了公司30周年庆。截止到
年底，全国共有门店186家，总营业面积70,137平
方米，实现累计零售销售额4.92亿欧元。

SPAR瑞士加大了门店现代化升级的关注程度，在
门店引进全面烘焙解决方案、SPAR Natural系列
产品与新概念，以满足消费者对新鲜、健康、有机
食品的新需求。去年，SPAR瑞士还成功推出了会
员卡SPAR Friends。

在第14届GS1大会上，SPAR瑞士荣获2019“精益绿
色奖”。该奖项主要表彰SPAR瑞士为降低碳排放
量、发展绿色物流做出的重要努力。 

SPAR瑞士还与Too Good To Go公司建立合作关
系。Too Good To Go是一家支持可持续发展、积极
采取措施杜绝食物浪费的公司。

门店总数 186

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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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 克罗地亚
到2019年底，SPAR克罗地亚共有门店115家，包括
INTERSPAR大卖场22家，SPAR综合超市93家，其
中新开店5家，总营业面积比上年增加8,181平方
米，达到164,189平方米，全年销售额增长5%，达
到7.22亿欧元。SPAR已连续第二年被评为全国优
秀零售商。

SPAR克罗地亚在打造健康食品方面取得长足进
步，给消费者带来了更优质、更健康的食品，进一步
降低了SPAR和INTERSPAR新鲜烘焙品和自有品牌
食品中的含糖量和含盐量。

SPAR克罗地亚经营的食品中，从本地采购的占比
77%，共430余种，分别由90多家本地食品企业供
应。SPAR克罗地亚还发起了“是本地的！”和“克罗
地亚田园”两大主题营销活动，提高了消费者对
SPAR本地直采食品的关注程度。

销售额增长 5%

SPAR 斯洛文尼亚 
截止至2019年底，SPAR斯洛文尼亚共有门店123
家，其中包括SPAR综合超市111家，INTERSPAR大
卖场12家，总营业面积为164,005平方米，销售额
比上年增长4%，实现8.48亿欧元。 

去年，SPAR斯洛文尼亚共开出四家新店，其中两家
SPAR超市由公司开设，其余两家由独立零售商开
设。SPAR斯洛文尼亚继续对门店进行现代化升级，
增加可持续发展经营特色，以减少门店经营活动
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SPAR斯洛文尼亚不仅顺应消费者对更健康食物
的新要求，积极降低食物配方中的含糖含盐量，还
不断扩充自有品牌商品经营种类。公司大力扶持
本地小农企业，不断扩大店内品类宽度，尤其为一
些小企业打开大卖场销售渠道。

2019年，SPAR斯洛文尼亚第四季“动起来斯洛文
尼亚”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最终获奖的当地优秀创
业者，有机会与SPAR签署独家长期合作协议，将自
己的产品推进SPAR超市销售。

门店总数 123

SPAR 匈牙利
2019年，SPAR匈牙利销售额实现20.9亿欧元，按年
均恒定汇率计算，比上年增长10%。SPAR匈牙利旗
下涵盖不同类型门店共计572家，其中公司直营店
382家，独立加盟店190家，累计营业面积为425,746
平方米。五月，线上购物平台成功运行。SPAR匈牙利
投 资 1 , 1 8 0 万 欧 元，用 于 建 设 Ta t a 市 第 3 4 家
INTERSPAR现代化大卖场。为了升级门店自助水平，
提供更多便利服务，SPAR匈牙利还对多家公司直营
店进行了升级改造。

自2012年，SPAR匈牙利启动二级授权加盟业务
后，由独立零售商经营的SPAR门店数持续稳步增
长。目前，SPAR匈牙利是全国大型企业雇主之一，
拥有员工近13,000人。

零售营业额 €20.9 亿

中欧和东欧

€61.9 亿 
总销售额

6.83%  
销售额增长率 
按年均恒定汇率计算

70家
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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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 格鲁吉亚
SPAR格鲁吉亚继续快速扩张，截至到年底，共经营
有189家门店，零售营业面积为27,155平方米，实
现销售额8,209万欧元，按年均恒定汇率计算，比
上年增长78.8%。能取得如此优秀的成绩，主要得
益于SPAR格鲁吉亚在市中心和重点社区成功开出
了多家便利店。 

2019年，SPAR格鲁吉亚迎来了公司成立五周年
庆，举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周年庆活动。其中，最大
的亮点是库塔伊西市的SPAR超市重新开业。 

2019年，SPAR格鲁吉亚仍十分注重投资人才，留住
公司重点培养的优秀员工。SPAR格鲁吉亚还尤其
重视提高仓库和供应链运营水平，为门店商品供应
做好后勤保障。

销售增长 78.8%

SPAR 阿尔巴尼亚

SPAR阿尔巴尼亚继续拓展门店，在全国13家独立
零售商的共同努力下，截止到2019年底，SPAR门
店数已突破60家，零售营业额比上年增长19%，达
到5,834万欧元。 

SPAR阿尔巴尼亚不仅在首都地拉那开出一家新
店，还在全国其它八个城镇开设了新店。

SPAR自有品牌系列商品获得许多消费者青睐。这
些本地的、区域的、以及国际进口的自有品牌商品，
种类丰富多样，成为SPAR阿尔巴尼亚在当地的差
异化经营优势，吸引更多忠实消费者。

消费者越来越喜欢使用“我的SPAR” 会员卡，越来
越多家庭注册成SPAR会员， SPAR在全国的品牌
知名度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销售增长 19%

SPAR 亚美尼亚
SPAR国际已经授予当地一家知名食品经销商和
批发商SPAR品牌经营权，授权其在亚美尼亚地区
经营SPAR品牌。按计划，首批SPAR品牌超市将布
局在首都耶烈万，随后几年再继续向其它地区拓
展。

中欧和东欧 SPAR 白俄罗斯 
到2019年底，SPAR白俄罗斯共经营有9家门店，其
中SPAR综合超市3家，EUROSPAR大型超市6家，总
营业面积6,328平方米，年营业额达到2,088万欧元，
比上年增长307%，实现如此高增长率主要得益于
多家新店开业。 

SPAR白俄罗斯尤其重视生鲜经营，在门店增加了沙
拉吧等外带餐饮区、新鲜烘焙区与咖啡区，进一步
丰富备受消费者欢迎的生鲜经营种类。 

SPAR白俄罗斯在2018年底推出会员卡政策后，成
功吸引了更多消费者到店消费，提高了顾客单笔消
费金额。为响应可持续发展目标，SPAR白俄罗斯在
各门店用纸袋替代塑料袋，效果非常不错。

销售增长 307%

SPAR 科索沃 
自2019年中期首家门店成功开业以来，SPAR科索
沃已经开出4家SPAR综合超市，其中3家位于首都
普里什蒂纳，总营业面积为2,593平方米，六个月
共实现零售营业额283万欧元。 

SPAR科索沃还在各门店，打造了全方位的SPAR烘
焙区和咖啡区，进一步丰富了店内鲜食与外带餐饮
经营种类。 

SPAR自有品牌商品，包括从当地小农企业和种植
户采购的本地优质特产，以及从不同区域和国际
市场采购的其它自有品牌商品，进一步丰富商品
经营种类，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空间，满足不同
的口味需求。

零售营业额（半年）  
€283 万 

SPAR 乌克兰
SPAR乌克兰目前共经营有37家门店，其中SPAR 
E x p r e s s 便 利 店 1 4 家 ，S P A R 综 合 超 市 2 2
家，EUROSPAR大型超市1家，累计营业面积为
8,781平方米，营业额达到2,589万欧元，比上年增
长141.7%。SPAR乌克兰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拓展
更多新店，扩大生鲜经营种类，尤其在SPAR国际团
队支持下，在门店增加了全新的烘焙区和咖啡区。

SPAR乌克兰继续开发自有品牌，在门店供应更多
本地的、区域的、以及国际进口的自有品牌商品，以
满足消费者更多的口味需求。

为巩固独立零售商网络，SPAR乌克兰不仅推出以
观看视频为主的线上培训课程，帮助独立零售商
提高零售技能，还吸引更多零售商入局，扩大我们
的合作伙伴网络。SPAR乌克兰已经制定了未来几
年的品牌发展规划。

门店数增长 141.7%

SPAR 阿塞拜疆 
2019年，SPAR阿塞拜疆继续经营EUROSPAR大型
超市、SPAR社区超市和SPAR Express便利店等多
种业态。目前，全国共有门店13家，营业面积7,525
平方米，销售额比上年增长10.9%，实现3,080万欧
元。

SPAR阿塞拜疆重点打造门店新鲜熟食、即食快餐
部门，由专业团队在店内现场制作，为消费者带来
贴心周到的服务，进一步丰富了店内食品经营种
类。

食 品 零 售 是 阿 塞 拜 疆 市 场 极 具 活 力 的 行 业 之
一。2019年，SPAR在阿塞拜疆的工作重点是全面提
升SPAR经营效益。 

SPAR在阿塞拜疆的门店越来越多，给当地市场带
来许多国际成功经验，打造满足、甚至超出消费者
预期的全新零售体验。  

销售增长 10.9%

SPAR俄罗斯 
2019年，SPAR俄罗斯继续表现优秀，门店数和门店
年均坪效均实现良好增长。全国550家门店，共有营
业面积405,305平方米，实现销售额21.4亿欧元，比
上年增长7.6%。 

SPAR俄罗斯继续为全国合作成员提供全面支持，
帮助各门店落实本地采购工作，进一步扩充SPAR
自有品牌商品经营种类，目前共有自有品牌单品
2,839个。2019年，SPAR自有品牌开发取得历史最
好成绩，自有品牌占比从2018年7.2%增至8.7%，
销售额从1.5亿欧元增至1.81亿欧元。 

SPAR加里宁格勒在当地继续稳步发展，共经营门
店48家，总营业面积达到40,106平方米。2019年，
该地区销售额同比增长11.2%，实现4.95亿欧元。 

SPAR中伏尔加目前共经营SPAR门店197家，年营
业 额 同 比 增 长 2 1 . 1 %，实 现 9 . 5 6 亿 欧 元 。2 0 1 9
年，SPAR中伏尔加在莫斯科地区开出21家新店，
其中17家是由独立零售商开设的SPAR综合超市

和SPAR Express便利店。公司还成功涉足莫斯科
食品电商市场，推出购物网站和手机购物程序。

2019年，SPAR车里雅宾斯克开出了不同业态的
SPAR新店10家，门店总数达到63家，销售额同比增
长20.2%，实现1.81亿欧元。公司继续向周边地区拓
店，进入州首府叶卡捷琳堡市，开出了一家1,147平
方米的SPAR综合超市。

SPAR俄罗斯还成功扩张至西伯利亚西南部地区，
在鄂木斯克开出两家EUROSPAR超市。SPAR Far 
East成为俄罗斯地区新合作成员，获得SPAR国际
授予的哈巴罗夫斯克和海参崴两大地区品牌经营
权。

零售营业额 €21.4 亿

SPAR 波兰 
2019年，SPAR南非获得了SPAR国际授予其在波兰
的SPAR品牌经营权，收购了波兰的零售连锁企业
Piotr�i�Paweł公司。SPAR波兰对现有批发基地和零售
门店进行整合后，到年底共有门店153家，营业面积
达到41,070平方米，实现营业额1.66亿欧元。 

2 0 1 9 年 1 2 月，S PA R 波 兰 在 华 沙 开 出 其 首 家
EUROSPAR超市，经营从本地、区域和国际等多个
渠道采购的SPAR自有品牌商品和生鲜品类，种类
十分丰富。

SPAR波兰计划与三座配送中心联合建立供应链体
系，建成后不仅能服务公司现有超市Piotr� i� Paweł，
还 可 以 服 务 有 意 向 加 入 S P A R 集 团 、经 营
SPAR、EUROSPAR、SPAR Express品牌店的独立零
售商。SPAR在波兰发展首个由独立零售商自主经
营、SPAR团队专业支持的零售事业，前景非常广
阔，目前已制定了四年内完成400家店的计划。

门店总数 153

SPAR 国际 2019 年报 47SPAR 国际 2019 年报46



SPAR 莫桑比克
SPAR莫桑比克，属于SPAR南非旗下公司，在全国
各城市为消费者带来出色的购物体验。独立零售
商获得SPAR二级品牌经营权后，打造出已获得消
费者普遍认可的高标准门店。

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共有三家SPAR综合超市
和三家SUPERSPAR较大型超市，累计营业面积超
过18,000平方米；加上布局在全国其它地区的六
家超市，全国总营业面积达到20,604平方米。 

2019年，虽然莫桑比克整体经济环境严峻复杂，
但SPAR零售商仍然表现稳定，按年均恒定汇率计
算，销售额比上年增长34%，实现7,812万欧元。 

在门店创新方面，SPAR零售商主打新鲜概念，继续
在门店引进Bean Tree咖啡解决方案，效果十分不
错。门店还精心打造了现烤烘焙、外带鲜食、新鲜熟
食等生鲜部门。

销售额增长 34%

SPAR 纳米比亚
SPAR纳米比亚，属于SPAR南非旗下公司，2019年
销售额实现1.54亿欧元，按年均恒定汇率计算，比
上 年 增 长 1 % 。全 国 同 期 食 品 类 价 格 通 胀 率 为
4.7%。 

SPAR纳米比亚共经营有SUPERSPAR较大型超市5
家，S PA R 综 合 超 市 2 2 家，且 近 期 新 开 的 S PA R 
Express便利店3家，30家门店累计营业面积为
31,782平方米。 

SPAR纳米比亚各门店经营现烤面包、新鲜肉品、各
种各样的家常美食等新鲜食品，种类丰富，选择多
样。 

尽管受政府推出各种财政整顿措施、居民家庭负
债高、银行信贷收紧、人们可支配收入减少等经济
因素影响，但SPAR纳米比亚总体表现良好。2019
年，纳米比亚还面临着严重的干旱问题，对全国粮
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2019年，SPAR纳米比亚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采取多项举措，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性别平等。

零售营业额 €1.54 亿

SPAR 博茨瓦纳 
SPAR博茨瓦纳从2004年起，一直紧跟消费者趋势，
不断求变。目前，全国共有34家门店，营业面积
35,394平方米，由SPAR博茨瓦纳授权的独立零售商
经营。2019年，SPAR社区超市和SUPERSPAR较大型
超市，共实现营业额2.08亿欧元，按年均恒定汇率计
算，比上年增长12.5%。

SPAR博茨瓦纳从2004年起，一直紧跟消费者趋
势，不断求变。目前，全国共有34家门店，营业面积
35,394平方米，由SPAR博茨瓦纳授权的独立零售
商经营。2019年，SPAR社区超市和SUPERSPAR较
大型超市，共实现营业额2.08亿欧元，按年均恒定
汇率计算，比上年增长12.5%。

2019年，SPAR博茨瓦纳采取多项举措，积极帮助
本地社区和周边市民。比如，参与志愿者行动，为
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物资捐助等。

销售额增长 12.5%

SPAR南非
SPAR南非报告，按年均恒定汇率计算，销售额比
上年增长7%，实现50.9亿欧元。目前，SPAR南非网
络内共有三种不同业态的门店884家，累计营业面
积 达 到 1 , 0 3 1 , 5 4 5 平 方 米 。其 中，较 大 型 业 态
SUPERSPAR贡献了全年总营业额的60%，比上年
的贡献增长9%。

SPAR南非推出新的品牌方案“我的SPAR，我们的
明天”，在独立零售商和消费者中间掀起了新一轮
品牌热度。SPAR南非通过该品牌方案，向消费者
宣传我们的品牌核心价值观，即致力于提高女性、
社会弱势群体和当地社区居民的生活福利，帮助
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2019年，SPAR南非对181家SPAR门店进行了现代
化升级，进一步巩固了SPAR的品牌信心。SPAR零
售商还充分利用零售培训学院，为门店员工提供
技能提升训练，并结合相关项目提升顾客服务能
力。 

去年，又有多个零售商在门店引进了Bean Tree咖

啡专区、Chikka Chicken熟食专柜等新的鲜食概
念。而且，全国已有48家超市在店内引进了SPAR 
Natural天然健康系列食品区。 

SPAR南非继续加快供应链建设，积极打造内地一
体化物流中心，预计2020年将全面启用并投入运
营。2019年，为降低企业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SPAR南非在全国六座配送中心安装了太阳能电
池板。去年，六座配送中心共处理物流订单2.44亿
个，比上年增长5.3%。 

SPAR南非与供应商和零售商联合行动，继续采取
有效措施，提高塑料和纸箱的回收利用率。对于
SPAR自有品牌系列商品，全部采用更环保的替代
包装方案，并根据市场趋势重新调整了产品配方。

零售营业额 €50.9 亿

SPAR 尼日利亚
截止到2019年底，SPAR尼日利亚共有大卖场14家，
营业面积达到44,961平方米。尽管全国面临严重的
货币危机，但零售销售额仍增长10.3%，实现1.29亿
欧元。 

SPAR尼日利亚在门店经营大量本地直采的生鲜
食品、现烤面包、新鲜农产品等，得到消费者的热
烈欢迎。去年，SPAR尼日利亚还在首都拉各斯的
两家大卖场，成功推出两款新酒Barman@SPAR。 

2019年，SPAR尼日利亚对当地零售业做出重要贡
献，荣获三个行业大奖，并在2019年尼日利亚商业
领袖正式颁奖典礼上，被评为 “2019年优秀零售与
超市品牌”以及“2019年度零售品牌”。 

SPAR尼日利亚积极举办儿童节狂欢日等社区活
动，进一步提升SPAR品牌知名度，强化SPAR与社区
的融合互动。  

零售营业额 €1.29 亿

非洲与中东

€60.6 亿 
总销售额

5.26%  
销售额增长率 
按年均恒定汇率计算

1,088 
门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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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 津巴布韦
2019年，在严峻的经济环境下，SPAR津巴布韦仍
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开出两家新店，全国SPAR
门店数达到38家，其中由独立零售商经营的有20
家，由公司直营的有18家，拥有员工2,000余人，每
天为150万位顾客提供服务。尽管当地货币贬值，
但全年零售销售额仍实现7,976万欧元。 

SPAR津巴布韦在多家门店扩充了即食餐饮方案，
引进新式快餐Chikka Chicken鸡肉专柜和Pick a 
Pizza披萨专柜等；并在所有门店新增特色新品，
满足当地市场的消费需求。

2019年，SPAR津巴布韦大力发展网上超市。在首
都哈拉雷，所有网络订单全部免费配送到家；随着
服务范围不断扩大，布拉瓦约市、穆塔雷市和奎奎
市，也陆续开通配送到家服务。 

SPAR津巴布韦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支持

全国性大型公益活动，各SPAR门店还积极参与本
地公益行动，为学校、孤儿院、疗养院、以及其它社
会公益项目提供帮助。

零售营业额 €7,976 万

 
SPAR 赞比亚
SPAR赞比亚报告，截止至2019年底，零售营业额实
现2,827万欧元，全国门店数10家，累计营业面积为
17,315平方米。尽管面临严峻的经济环境和政治形
势，但SPAR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

零售营业额 €2,827 万

非洲与中东
SPAR 马拉维
SPAR马拉维经营有七家SPAR超市，累计营业面积
8,318平方米。根据现有门店的成功经验，SPAR马拉
维计划，2020年全国营业面积翻倍，重点在首都利
隆圭开设SPAR门店。尽管经济前景未卜，SPAR马拉
维报告零售营业额1,100万欧元，与上年相比，继续
维持稳定发展。

零售营业额 €1,100 万

SPAR 塞舌尔 

S PA R 南 非 授 予 塞 舌 尔 合 作 伙 伴 二 级 品 牌 经 营
权。2015年，在伊甸岛开出的SPAR超市，一直受到
当地顾客及游客的欢迎和喜爱。 

2019年，SPAR伊甸岛店进行了扩建改造，营业面
积扩大到992平方米，增加了生鲜营业面积，新设
了现烤烘焙和新鲜肉品区，进一步丰富了外带鲜
食经营种类。门店经过扩建后，2019年实现销售
额653万欧元，比上年增长18.9%。

销售额增长 18.9% 

SPAR 喀麦隆
目前，SPAR喀麦隆共经营有6家门店，总营业面积
为4,570平方米，年营业额实现1,674万欧元。2019
年，SPAR喀麦隆在首都雅温德开出新店。所有门店
均供应丰富多样的SPAR自有品牌商品，包括本地
的、区域的和国际进口的，充分发挥SPAR的品类宽
度和深度优势。

凭借SPAR在加油站零售领域的全球经验，SPAR喀
麦隆与全国领先加油站品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
同 开 发 和 建 设 全 新 的 加 油 站 便 利 店 S P A R 
Express。SPAR Express便利店一般建在加油站前
场，供应系列便利商品、新鲜食品、日常主食等，这
在喀麦隆市场属于全新零售业态。SPAR喀麦隆门
店供应现烤烘焙、外带餐饮、以及针对不同购物者
需求配置不同的商品组合，为当地零售业树立起新
标杆。

销售额增长 20.5%

SPAR 沙特阿拉伯
2019年，SPAR沙特阿拉伯在PNU大学开出新店，
门店数量从5家增至7家，销售额比上年增长57%，
实现5,328万欧元。SPAR沙特阿拉伯未来还将重点
发展中型超市、以及较小型社区超市和便利店。 

去年，SPAR沙特阿拉伯建成中央烘焙厨房，生产
自有品牌烘焙冷冻面团。为确保项目达到理想效
果，SPAR国际在确定面包品项、烘焙设施、布局设
计、工作流程、生产计划等方面，为SPAR沙特阿拉
伯提供了大力支持与帮助。目前，全国所有SPAR
门店烘焙品销售额中，中央烘焙厨房贡献33%。

SPAR沙特阿拉伯整体表现良好，不仅成功引进了
SPAR Natural系列、SPAR自有品牌商品，还进一
步优化了商品组合。 

销售增长 57%

SPAR 阿联酋 
SPAR阿联酋共有门店19家，累计营业面积31,985
平方米，实现营业额1.49亿欧元。

2019年，SPAR阿联酋的主要业绩表现有：将SPAR
品牌从阿布扎比拓展至迪拜，对现有门店进行了现
代升级改造，加大便利零售发展力度，为新零售商
提供基本培训，进一步推动了SPAR在全国市场的
布局与发展。  

2 0 1 9 年 1 月，迪 拜 首 家 S PA R 超 市 成 功 开 业 。之
后，SPAR阿联酋继续投资40余万欧元，在迪拜成功
开出第二家超市SPAR格利茨店。SPAR格利茨店营
业面积562平方米，经营新鲜蔬果、新鲜肉类、鲜活
鱼类、现烤面包、新鲜熟食、家常快餐等，种类丰富，
选择多样。

为满足不断发展的业务需求，SPAR阿联酋在迪拜
建成并启用新仓库，是SPAR阿联酋为今后的供应
链发展做出的重要投资。SPAR阿联酋还充分借鉴
了仓库管理的成功经验，引进了现代化仓库管理系
统。

零售营业额 €1.49 亿

SPAR 阿曼
自2014年首店开业以来，SPAR阿曼目前全国共有
门店23家，累计营业面积11,081平方米 。2019
年，SPAR阿曼全年营业额达到3,064万欧元，与上
年相比，同类门店销售额增长13%，平均客单价增
长11%。 

S PA R 阿 曼 由 合 作 成 员 K h i m j i R a m d a s 公 司 经
营。SPAR的四大核心价值“新鲜、多选、实惠和优
秀的顾客服务”，引起当地顾客极大的兴趣，推动
SPAR在阿曼市场成功发展。 

SPAR阿曼还积极参与社区活动，赢得了良好的社
会声誉。2019年，为庆祝阿曼建国49周年，国庆日
当天，SPAR超市卡布斯市店邀请涂鸦艺术家到店，
现场启动年度公益活动“为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
手”。该活动与慈善机构Dar Al Atta合作，在全国23
家SPAR门店设立爱心食物站，鼓励顾客为需要帮
助的人捐赠食物。

门店总数 23

SPAR 卡塔尔
SPAR卡塔尔积极发展多业态经营策略，已在当地
建立起强大的品牌知名度。目前，SPAR卡塔尔共
有三家门店，累计营业面积5,796平方米，年销售
额已超过2,559万欧元。 

Al Wataniya国际控股公司是卡塔尔市场的SPAR
品牌授权合作伙伴，拥有强大的快消品业务板块
和供应链体系。受卡塔尔贸易封锁影响，全国所有
零售商正面临重重困难。SPAR卡塔尔灵活变通发
展策略，将工作重点放在提高现有门店经营效益
上面。目前，电商运营的前期准备工作已基本完
成，预计将在2020年全面上线运行。

SPAR卡塔尔三家店均精心打造了餐饮部门，继续
吸引大批回头客，有效提升顾客忠诚度。门店还推
出了“SPAR明星”团队员工风采展示活动，得到同
事的欢迎与支持。

销售增长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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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 中国
SPAR在中国门店数量多、分布广，全国384家门
店，累计营业面积811,875平方米，覆盖全国七个
省份的33座城市，总销售额实现15.3亿欧元，按年
均恒定汇率计算，比上年增长2.16%。2019年是非
常成功的一年，在全国开出31家新店，其中SPAR
在山东、广东和北京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2019年，SPAR合作成员重点投资建设物流与供应
链，成功启用四座全新的生鲜加工中心和三座现
代化区域配送中心，目前全国配送中心达到15座，
向分布在全国各区域的SPAR门店提供物流配送
服务。

SPAR中国零售商始终将顾客体验摆在首位，重视
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营造良好的购物环境，提供
优质的产品与服务。在零售创新方面，门店不仅接

入刷脸支付技术，还借助手机应用程序，与门店顾
客积极交流互动。 

在顾客数字方案和零售技术方面，SPAR中国仍然
走在最前头。2019年，SPAR中国继续发展数字平
台，越来越多消费者选择网购。SPAR中国合作成员
借助各类手机小程序，满足消费者需求，提升顾客
忠诚度，推动网上订单量实现快速增长。

零售营业面积 811,875m2 

亚太

€19.4 亿 
总销售额

3.04%  
销售增长率 
按年均恒定汇率计算

1,652m² 
平均门店规模

SPAR 印度 
SPAR印度继续大力发展现代化大卖场。截止到
2019年底，全国共有门店25家，总营业面积102,406 
平 方 米，营 业 额 实 现 1 . 8 9 亿 欧 元，比 上 年 增 长
21.90%。

SPAR大卖场芒格洛尔店，采用全新的店铺设计方
案，成为其他大卖场升级改造的参照标准。

全新的设计风格，进一步增强了门店的SPAR品牌
可视性，突出了店内沟通信息，增加了更多高性价
比商品，并扩充了新鲜农产品经营种类。

SPAR印度蔬果部门采取措施减少食物浪费，较之
前已经减少50%；新增更多健康食品，以满足人们
不同的饮食需求，支持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零售营业额 €1.89 亿

SPAR 斯里兰卡 
2019年底，SPAR斯里兰卡共有3家门店，营业面积
2,150平方米，销售额实现1,040万欧元。不论是
2019年的新店月环比，还是2018年的老店年同比，
销售额均在稳步增长，为SPAR在斯里兰卡的进一
步发展奠定了基础。2019年，顾客交易量比上年提
高30%，平均客单价也提高13%，表明SPAR已经赢
得当地消费者的充分认可。

SPAR斯里兰卡（Ceylon Biscuits 公司）与SPAR南
非两大合作伙伴强强联合，成立合资公司。SPAR合
作成员可以彼此分享经验，相互学习借鉴，共同推
动SPAR斯里兰卡的零售发展，充分发挥SPAR成员
优势。自2018年成立以来，SPAR斯里兰卡一直在
积极推动生态可持续发展，发起减塑行动，尝试安
装太阳能电池板，满足门店用电需求等。

销售增长 940%

SPAR 澳大利亚 
2019年，SPAR澳大利亚分别在昆士兰州和新南威
尔士州开出五家新店。目前，全国共有SPAR超市
126家，总营业面积为44,038平方米，零售营业额实
现1.91亿欧元。

去年，SPAR澳大利亚引进SPAR新品51种，增加
SPAR国际独家经营的自有品牌单品5个，目前共
经营有SPAR品牌单品331个。

SPAR澳大利亚推出“运费补贴”业务刺激政策试
点项目，帮助较偏远地区零售商推动业务发展，增
加订单数量。该试点项目结果显示，获得运费补贴
的门店，产品订单量较之前提高了7.5%。

SPAR澳大利亚还推出门店经营培训项目，帮助店
主提高业务技能，培养对象可以是新加入的零售
商，也可以组织内的现有零售商。公司还为零售商
开发了一款手机应用程序，用于新品特卖、供应商
补贴促销、及分销活动等。

零售营业额 €1.91 亿

SPAR 泰国
SPAR泰国共经营有SPAR便利店和加油站前场店
46家，其中独立零售商经营的有13家，总营业面积
为6,406平方米。2019年，是SPAR进入泰国市场的
第三个完整年，年营业额达到1,383万欧元，比上
年增长22.1%。

去年，SPAR泰国的首要工作是提高现有门店的营
业效益，其次才是拓展更多新店。SPAR泰国还继续
推出“天天低价”活动，为独立零售商和消费者带
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SPAR泰国属于班查克石油公司下属企业，一直高
度重视生态可持续发展，采取积极有效的减塑行
动，支持可持续产品采购等。在“品味泰国”活动
中，SPAR门店重点推荐了多款采用可持续方法采
购的绿色产品 。为响应政府减少使用塑料的号
召，SPAR门店引进了可重复使用的无纺布购物袋。
在“让我们一起保护大自然”活动中，SPAR泰国向
顾客推广可重复使用的购物袋，并为多家医院捐
赠了1,500个棉布袋。

销售增长 22.1%

SPAR 巴基斯坦
2019年底，借鉴卡拉奇市两家SPAR超市的成功经
验， SPAR巴基斯坦在费萨尔巴德市顺利开出第三
家SPAR超市，将SPAR品牌进一步延伸至新城市，
为当地消费者带来丰富的产品选择。

2019年，SPAR巴基斯坦实现营业额715万欧元，按
年均恒定汇率计算，比上年增长14.4%。在门店重
点打造现烤烘焙、新鲜肉品、农副产品等生鲜部
门，为顾客营造出色的购物体验。对于注重商品高
性价比的顾客而言，SPAR自有品牌商品是不错的
选择，在当地非常受欢迎。

SPAR巴基斯坦属于伯克集团成员，伯克集团拥有
丰富的快消品分销经验。SPAR通过网络媒体、本地
活动和门店体验进行广泛宣传推广，已在当地成功
打响了品牌知名度，预计第四家SPAR超市将于
2020年开业。

销售增长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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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销售数据按年均恒定汇率计算
* 亚美尼亚在2019年获得品牌授权 预计2020年开出首批门店

国家  加入 销售额  门店数  零售面积 平均门店规模 
 SPAR （千/欧元）    (m²)   (m²)
 年份

奥地利 1954 7.189.076  1.498  1.187.322  793 
南非 1963 5.087.123  884  1.031.545  1.167 
意大利 1959 3.615.582  1.240  757.774  611 
英国 1956 3.335.261  2.520  398.192  158 
俄罗斯 2000 2.143.662  550  405.305  737 
匈牙利 1992 2.086.632  572  425.746  744 
西班牙 1959 1.604.689  1.226  506.379  413 
中国 2004 1.532.420 384 811.875 2.114 
挪威 1984 1.529.846  293  191.352  653 
爱尔兰 1963 1.327.792  457  118.884  260 
比利时 1947 1.064.159  320  159.148  497 
法国 1955 1.036.836  871  252.549  290 
斯洛文尼亚 1992 848.245  123  164.005  1.333 
克罗地亚 2004 722.380 115  164.189  1.428 
荷兰 1932 670.963  456  103.119  226 
丹麦 1954 526.619  134  81.821  611 
瑞士 1989 492.334  186  70.137  377 
德国 1953 289.612  441  33.174  75 
博茨瓦纳 2004 207.840  34  35.394  1.041 
澳大利亚 1994 190.897  126  44.038  350 
印度 2014 188.846 25  102.406  4.096
波兰 1995 165.832 153  41,070  268 
纳米比亚 2004 153.714  30  31.782  1.059 
阿联酋 2011 149.275  19  31.985  1.683 
尼日利亚 2009 128.867  14  44.961  3.212 
葡萄牙 2006 109.939  142  36.090  254 

国家  加入 销售额  门店数  零售面积 平均门店规模 
 SPAR （千）     (m²)   (m²)
 年份

格鲁吉亚 2014 82.088  189  27.155  144 
津巴布韦 1969 79.763  38  28.430  748 
莫桑比克 2012 78.118 12  20.604  1.717 
希腊 2018 64.900  30  15.990  533 
阿尔巴尼亚 2016 58.342  60  31.110  519 
沙特阿拉伯 2016 53.280  7  14.175  2.025 
阿塞拜疆 2014 30.798  13  7.525  579 
阿曼 2014 30.643  23  11.081  482 
赞比亚 2003 28.269  10  17.315  1.732 
乌克兰 2001 25.889  37  8.781  237 
卡塔尔 2015 25.592  3  5.796  1.932 
白俄罗斯 2016 20.878  9  6.328  703 
喀麦隆 2014 16.736  6  4.570  762 
泰国 2016 13.827  46  6.406  139 
马拉维 2014 10.998  7  8.318  1.188 
斯里兰卡 2017 10.402  3  2.150  717 
巴基斯坦 2017 7.154  3  2.716  905 
塞浦路斯 2017 7.062  3  2.500  833 
马耳他 2016 6.937  3  3.080  1.027 
塞舌尔 2015 6.533  1  992  992 
科索沃 2019 2.827  4  2.593  648 
亚美尼亚 * 2019 0  0  0  0 

总计  37.059.476  13.320  7.457.857  560

2019年数据
以下为提出SPAR同行共赢战略四年来SPAR合作成员部分累计增长数据

全球销售额 （十亿）

2015 – 2019累计增长

1,205
全球门店数

486,884
全球营业面积 M2

奥地利

中欧和东欧

€21.8 亿 

423 
西欧

184,751M2 
非洲和中东

南非

€12.3 亿
荷兰

€2.35 亿
博茨瓦纳

€8550 万

37
中国 葡萄牙

48
斯洛文尼亚

24
格鲁吉亚

169

35,999M2
尼日利亚 意大利

76,777M2
英国

41,490M2
俄罗斯

110,565M2

 +9.94%

 +21.36%

 +54.37%

 +18.78%

 +10.66%

 +401.68%

 +32%

 +51.06%

 +11.27%

 +54.05%

 +24.24%

 +11.63%

 +69.93%

 +845%

 +37.51%

 +16.76%

 +4.50%

 +6.98%

€6.52 €11.4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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