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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报告

虽然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新的挑战不断涌现，对于SPAR全球而

言，2021年仍然是表现非常不错的一年，全球销售额增长3.3%，

达到412亿欧元。按两年期业绩来看，即对比2019年新冠疫情之前

至2021年营收情况，按平均年度汇率计算，全球销售额增长10.5%

。2017-2021年间持续稳定增长，年复合增长率为5.1%。 

SPAR能实现持续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供应链的强大市场适应

能力，遍布全球各大社区的13623家门店，以及忠诚坚定的全球

410,000 SPAR同仁们。在疫情封控和限制之下，整个环境充满着

不确定性，每位SPAR人都在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努力维护和推

动SPAR在全球范围的正常经营与发展。

SPAR不仅遭遇全球疫情冲击，还面临各种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带

来的难题与挑战，如拉帕尔马岛火山爆发、西欧洪涝、南非暴乱商

店遭打砸抢烧等严重事件。正如2020年年报中所述，我们在危机

中淬炼和蝶变成最好的SPAR。SPAR全球同仁们以无私奉献、勇

敢无畏的精神，坚持为当地社区提供各类新鲜食品和日常生活必需

品，值得我们每位SPAR人骄傲。

SPAR坚持多业态、多渠道零售经营策略，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布局

社区型生活超市和便利店，

得以确保全组织实现顺利增长。随着越来越多人远程办公，且越来

越注重本地生活与消费，开在消费者家门口的社区超市和就近消

费模式增长越来越快，特别是在SPAR网络内的西欧市场中，这类

开在消费者身边的社区超市就有9,000多家。

较大型综合超市业态，比如欧洲的EUROSPAR和非洲的

SUPERSPAR，主要供应品类丰富齐全、价格经济实惠的生鲜食

品，去年销售业绩稳步增长5.8%。INTERSPAR属于大卖场业态，

营业面积在2000㎡至7000㎡之间，主营大量新鲜食品与日常生活

用品，包括多个餐饮部，与2019年相比，该业态的每坪销售额增长

16.5%。

自2019年起，SPAR电商零售规模发展也取得了显著增长。SPAR全

球网络内顺应市场形势，快速推出线上零售服务的成员国家达到

35个，比上年增长192%。SPAR组织内广泛的国际协同合作，经验

技术共享，是促进电商渠道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为更好地服务SPAR组织内的全球成员伙伴，2021年下半年，SPAR

国际决定开发多功能、可定制式全球SPAR电商平台。SPAR南非和

西班牙的SPAR大加纳利岛，将率先基于该全球平台框架推出了其

线上食品超市。

拥抱变化 
坚毅前行

“虽然疫情给我们的全球经营带来持续影响，

但是SPAR拥有极强的市场韧劲。在不断变化和

严峻的市场环境下，SPAR的业务布局和经营规

模都实现了良好增长。SPAR在2021年实现增

长，主要得益于SPAR拥有多业态经营优势，加盟

零售业务在全球社区发挥的重要作用。” 
 
Tobias Wasmuht, 

SPAR国际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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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拥有更为广泛的数字化转型策略，涉及数字、数据、自动化

技术等领域，电商发展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之一。2021年，SPAR

国际进一步扩大了SPAR数字服务（SDS）范围，提升了中央国际

SPAR为全球成员国家提供的数据咨询服务能力，整合全球交易数

据，深入分析不同市场和地区的消费者行为特征，从中洞察相关信

息与趋势，提高全球零售运营的生产力和盈利能力。扩大SPAR数

字服务范围，整合全球供应链合作伙伴资源，是SPAR组织未来国

际化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拥有成熟的本土供应链体系是SPAR模式的最大特色。在全球供应

链动荡时期，这种区域和地方采购能力有助于我们维持稳定的终

端门店和消费者服务水平。2021年第四季度，全球商品通胀持续

高涨，要求我们加紧与供应商的供应链合作，发挥效益优势，联合

控制成本。

SPAR集结全球网络资源与优势，跨越边境实现无缝深度合作，形

成强大的国际化合作网络，持续展现出极强的市场发展韧劲，在不

断变化的环境下不断开拓市场、扩大品牌影响力。

展望未来

过去两年来，SPAR成功应对全球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与考验，在

全球范围内不仅体现出强大的市场韧劲和适应能力，还为迎接今

后动荡不确定的世界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

SPAR还在继续开拓新的国际市场，SPAR拉脱维亚将在2022年中

期正式成立，标志着SPAR品牌进驻第18个欧盟国家市场。SPAR

还将进入中亚市场发展，预计在2022年下半年成立SPAR哈萨克斯

坦，中短期内将进一步开拓这一区域市场。我们还将大力拓展发达

市场和发展中市场的加盟零售连锁业务，吸引更多有潜力的独立零

售连锁企业加入SPAR自愿零售连锁组织，享受全球SPAR品牌和

全球网络的规模效应和协同优势。

近两年来，SPAR在拉丁美洲与当地零售连锁企业进行广泛的市场

探索与综合考察，我们有信心在拉丁美洲大力发展SPAR自愿零售

连锁模式，预计2022年中期正式公布当地发展规划。面对持续的

动荡形势，集结资源、协同合作的SPAR模式，能给国际新合作伙

伴带来更安全、更有力的支撑与服务。

从2021年下半年直至2022年初，全球供应链中断、商品价格持续

上涨，持续通胀压力，经济形势严峻复杂，消费者价格敏感度提

高，消费模式呈现两极分化。人们越来越注重性价比，自有品牌市

场份额因此逐渐提高；同时受供应链影响，消费者的品牌转换意愿

也逐渐提高。在此背景之下，SPAR国际在2021年及时推出SPAR 

N°1 Value价值系列自有品牌，助力SPAR成员企业打造更多超高性

价比的优质好物。

SPAR实施多业态、多渠道经营策略，具备顺应零售渠道变化的灵

  

€412亿欧

全球零售销售额

“我们对未来的信心只增不减。SPAR将在零售和供应链领域

持续创新、加速发展、加大国际合作力度，立足于坚实基础之

上，为后续的繁荣发展做好准备。”

SPAR国际2021年年报4



Managing Director’s Report
活应对能力。两年时间内，有35个成员国家顺利开通电商渠道，实

现线上渠道融合转型。基于当前电商投资力度与扩张速度，可以预

计今后一年内还将继续快速发展，着力提升线上商超和数字平台

的消费者体验。

SPAR国际制定了新的发展规划，扩大快速电商试点规模，将SPAR

国际电商平台拓展到更多新的国际市场。为支持数字化融合转

型，SPAR将进一步赋能社交化新零售模式，推出更多个性化、定

制化服务，加强与消费者的互动体验，提升与供应商伙伴的合作力

度。以上SPAR数字数据策略的重要发展，也是SPAR 2025年发展

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

展望未来，我们的信心只增不减。全球疫情期间，不论是全球布局

和经营规模，SPAR都实现了良好增长，表现出持续的市场发展韧

劲。今后，SPAR还将在零售和供应链领域持续创新、加速发展、加

大国际合作力度，立足于坚实基础之上，为后续的繁荣发展做好准

备。

Tobias Wasmuht

SPAR国际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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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的
 
帮助全球零售和批发合作伙伴提高市场竞争力、生产力和盈利能力，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强化品牌核心价值。

我们的目标

– 成为全球合作伙伴的首选零售品牌

–  帮助SPAR零售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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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R增长模式

– 提高品牌影响力

–拓展资源与服务

– 运用规模与资源

– 借力国际网络

– 推动价值再生

策略重点

1 不断扩张实现高增长

2 推动零售发展与创新

3  促进数字方案融合 加强数据分析协作

4创造商品联采价

 5整合资产联采规

6共同推动品牌建

7 加强供应链协作

8搭建国际人才培养平台 促进优秀人才成长利用国际平台扩大本地活动影响力，做负责任的零售商。

SPAR在全球化经营视角下提出

我们的目的、目标和增长模式

指导我们准确把握战略重点

如何在全球SPAR网络内

展开有效合作经营

SPAR
国际策略

SPAR国际2021年年报6



SPAR国际董事会成员拥有丰富的品牌知识与广泛的行业经验，致力于推

动SPAR品牌全球发展，携手所有SPAR合作伙伴，共建更强大更美好的未

来。董事会成员不仅为本地市场制定发展策略，还协助SPAR国际明确长期

发展目标中的优先事项，满足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需求。

董事会每年组织四次会议，评估SPAR品牌的未来扩张与增长机会，为后续

发展方向提供有效战略指导。受持续疫情影响，2021年四次董事会全部以

线上形式召开。

2021年全球疫情持续蔓延，给全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冲击和影响，SPAR国

际董事会积极制定应对策略，最大程度降低相关影响。

2021年，董事会成员还与SPAR国际协会成员召开会议。SPAR国际协会由

不同市场的零售企业和个体代表组成，代表全球加盟零售商和合作伙伴直

营店的切实需求。自1932年在荷兰创建以来，SPAR国际协会为所有零售批

发企业和个体代表提供交流平台，共商战略方向，共迎市场挑战，是SPAR

成功发展的重要基石。

SPAR国际协会成员包括：Christian Prauchner（奥地利）；Suzanne 

Weldon（爱尔兰）；Martin Pircher（意大利）；Per Irgens Skjerdal（挪

威）；Dean Jankielsohn（南非）；以及 Peter McBride, （英国）。

SPAR国际董事会

董事会成员

成员

Fritz Poppmeier, 奥地利

Paul Klotz, 意大利

John van der Ent, 荷兰

Knut Johannson, 挪威

Dominic Hall, 英国

Tobias Wasmuht ,SPAR国际

David Moore,SPAR国际

董事长

Graham O’Connor, 南非

�“���联手合作大家获益.”

   ——SPAR创始人

阿德里安·范·威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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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
零售

社区

 我们承诺：SPAR不仅为本地社区提供优质、实惠

的购物体验，还为当地市民提供就业机会，为需

要帮助的困难群体提供志愿者服务，为慈善机构

募集爱心善款，积极赞助各类活动，增强社区凝

聚力。

我们行动：SPAR匈牙利在第25届“乐于奉献”捐

赠活动中捐出188吨食物，分装成26,000份爱心

礼包，联合马耳他慈善机构分发给需要帮助的

人。为积极宣传健康饮食习惯，意大利ASPIAG服

务公司推出“好习惯”校园项目，该项目已经连续

开展11年，惠及2000余名教师和15000多名学

生。SPAR英国为全国最大的临终关怀服务机构

Marie Curie，累计共募集爱心善款200万英

镑。SPAR南非东开普敦零售企业捐款为有需要

的人购买了1400把轮椅。

健康

我们承诺：SPAR积极推广健康饮食方式，正确引

导人们消费新鲜健康的食品杂货。SPAR制定了明

确的战略定位，为消费者提供各种有机天然产

品、以及符合特定饮食需求的特殊产品。SPAR不

仅注重饮食健康，还认识到运动锻炼带来的好

处，积极推广多种体育健身运动。

我们行动：为满足少年儿童的营养需求，SPAR奥

地利推出200余种不加糖食品和有机食品。SPAR

苏格兰联合苏格兰杂货商协会推出“健康生活项

目”，少年儿童可以从参与该项目的零售门店中免

费领取新鲜水果。SPAR匈牙利积极落实“减糖行

动”，减少果汁、冰激凌、燕麦、奶制品、糖果、休

闲饼干等自有品牌食品中的含糖量，目前累计共

减去糖量97吨。

负责任零售策略，由SPAR大家庭里的零售和批

发企业共同制定并落实，以健康、采购、社区、气

候、环境、人才为核心支柱。所有战略支柱均与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重点区域性发展

目标保持一致，比如欧洲绿色协议（EU Green 

Deal），致力于解决我们社区当前面临的主要社

会难题和环境挑战。

2021年，新冠疫情让我们见证了在SPAR全球经

营网络中，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确

保所有SPAR消费者能买到营养丰富的日杂食品，

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SPAR的目的是为本地社

区发展做积极贡献，不仅要服务好当地消费者，

还要联合本地生产者和供应商共同发展。因

此，2021年我们加大了从本地供应商的采购比

例，拓宽了生鲜与常温品供应链渠道。

为应对温室气体排放、能源消耗和自然资源枯竭

等全球挑战，SPAR在供应链领域加大相关环保

与可持续发展投资力度，高度重视引进配送中

心、门店以及物流运营方案、设备与技术，助力

SPAR应对主要的环境与气候挑战。这样，即使面

对当下能源价格上涨的市场形势， SPAR也能尽

量给消费者带来更多有效支持与服务，携手消费

者共同走向更可持续的未来世界。

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

SPAR作为全球零售组织，以为本地社会带来切实可见的益处为目

标，量身制定符合当地实际需求的策略目标和工作重点。

SPAR策略

融合14个

可持续发展目标

负责任零售

6大战略支柱

SPAR

经营足迹

遍布48个国家

社区

参与社区项目

健康

关注营养、运动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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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

我们承诺：SPAR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大量本地

直采的新鲜蔬果与杂货食品，支持可持续的采购

渠道与生产方式。SPAR全球零售企业与批发企

业积极采取措施，为消费者提供环保可持续产

品，支持动物福利政策，为农渔民提供公平贸易

机会。

我们行动：SPAR尼日利亚联合当地种子公司Rijk 

Zwaan，在门店推荐新培育的蔬菜品种。SPAR

斯洛文尼亚推出第五季“动起来，斯洛文尼亚！”

新品竞赛活动，最终用剩余水果制作成的有机果

酱生产商摘得桂冠。SPAR荷兰举办区域商

品“SPAR uit de streek ”上市十周年庆典活动，

大力推广从本地农户和小规模生产者采购的优质

商品。SPAR中国山东家家悦坚持实施农超对接

生鲜直采项目，在全国建立了1600多个农产品直

采合作基地，这种直采模式有助于企业提高整条

供应链的经营效率，确保信息的公开透明性与可

追溯性。

环境

我们承诺：SPAR希望能尽量避免果实采收后损

耗，提高冷链运输能力，缩短供应链周转环节，努

力降低商业经营过程中的粮食浪费。SPAR会时

刻检查商品包装情况，减少过度包装，避免塑料

垃圾对环境造成污染。SPAR还尽可能采用可回

收、可循环使用的环保包装材料。

我们行动：SPAR与科技公司Too Good To Go签

订全球合作协议，自2020年起共有2800多家门

店参与该项目，截止到2021年底节约餐食共计

130万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750吨。SPAR西

班牙推出可持续项目“El Futuro lo Hacemos 

Hoy”，积极推广100%可回收瓶、100%家用可

回收容器、以及用100%可生物降解塑料包装的

烘焙产品。SPAR国际开发的自有品牌SPAR Eco

环保系列，推出了大量家庭清洁、一次性餐具等可

持续替代产品

。

气候

我们承诺：SPAR作为全球性零售企业，不断寻求

有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日常经营方式，在节能

减排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SPAR致力于供应令

消费者满意的健康产品和优质服务，同时也尽量

减少日常经营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我们行动：SPAR瑞士新购入一辆先进环保的氢

能源电动货车，充电一次满载36吨时能驾驶大约

400km，全程零排放。SPAR组织内成员企业在

新店建设和老店翻新过程中，尽量采用对环境影

响较小的环保设备设施，比如新型冷柜、LED节

能灯等。SPAR大加纳利岛共投资42.6万欧元，在

蔬果配送中心扩建太阳能光伏板，在原来基础上

将光伏板安装数量增至1525块。与其它能源相

比，公司用太阳能光伏板发电更绿色环保，能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约214吨。

人才

我们承诺：SPAR的目标是对内积极培养优秀零售

人才，对外为门店所在社区多做积极贡献。在日常

经营过程中，SPAR致力于打造包容平等的工作环

境。SPAR重视人才和文化多样性，为每位新老员

工提供平等发展机会。

我们行动：SPAR瑞士再次为100位学员提供了职

业培训，培训内容涉及零售、管理、物流、运输等

各个领域，并给7名表现特别优秀的学员颁发了额

外奖学金。SPAR奥地利作为全国最大的私营企

业和培训公司，2021年再次提供了900个培训与

实习机会，其中包括23个专业岗位实习机

会。SPAR荷兰荣获国际顶尖雇主协会颁发的“顶

尖雇主”证书，SPAR在人才培养实践方面的卓越

表现获得充分肯定。

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

 
   

采购 环境 气候 人才

致力于本地可持续采购 关于粮食浪费、可持续

包装与回收利用

制定节能减排环保措施 致力于人才培养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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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SPAR拥有强大的全球影响力，但我们的发展

离不开所有本地加盟零售商的大力支持。加盟零

售商在当地赢得消费者的充分信任，拥有大批忠

实顾客。SPAR零售商处于当地社区核心位置，秉承

SPAR负责任零售策略方针，为周边市民提供日常

生活所需的商品与服务。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经济活动和生命健康遭受重大挑战时，SPAR

零售商更是发挥出纽带作用，大大增强社区居民

的凝聚力。

降低环境影响

凭借全球供应链与门店经营优势，SPAR可以减少

浪费给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为绿色环保世界做

出重大贡献。SPAR各国的成员组织一直在积极开

发结实耐用、可持续的环保包装，采取有效措施控

制粮食浪费。SPAR致力于减少塑料垃圾，尽可能

采用可回收、可循环使用的环保包装材料。SPAR还

尽量避免果实采收后损耗，提高冷链运输能力，缩

短供应链周转环节，努力降低商业经营过程中的

食物浪费。

为减少供应链和门店的食物浪费问题，2021

年SPAR采取了大量措施，落实了多个合作方

案。SPAR门店推出的创新食品浪费解决方案，既能

为消费者带来优质商品，又能大大减少生鲜食品和

保质期较长商品的浪费问题。

SPAR还通过自动补货系统、门店流程改进、实时折

扣、物资二次分配等数字化解决方案，专门应对粮

食浪费问题。此外，食物捐赠、促销打折等仍然是

SPAR日常经营中的主要措施。

SPAR挪威引进ASKO公司开发的NGFlyt方案，通

过货架可视化指标，优化门店建议订货量。该方案

还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高亮显示临期食品清

单，给出相应的门店促销或处理方案。该应用程序

类似于一个自动订单系统，帮助门店优化订单量，

最大程度减少食物浪费。

SPAR与科技公司Too Good To Go合作，也是减

少粮食浪费的举措之一。顾客可以通过Too Good 

To Go手机应用程序，搜索周边提供折扣食品包

的SPAR门店。SPAR Too Good To Go食品包在该

APP被称作“魔法包”，里面包含一些常见的餐饮食

物以及其他SPAR系列食品。目前，有13个欧洲国家

的SPAR门店接入Too Good To Go平台。截止2021

年10月份，参与该项目的2750家有效门店，共节约

1,178,439份餐食，减少碳排放量2,946,098千克。

基于之前北爱尔兰的成功经验，SPAR与科技公

司Gander签署全球合作协议。该科技公司提

供一个自动手机应用平台，顾客可以通过SPAR 

app、SPAR网页或指定的Gander app，实时浏览

临期折扣食品。

循环经济注重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对于SPAR

而言，重新设计商品包装变得日益重要。SPAR各国

成员组织加紧推出循环措施，通过量身定制的回收

方案，引导并联合消费者减少日常经营和生活给环

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各成员企业也在积极减少过度包装，尽量不使用

不可回收的包装材料。为减少食物浪费和包装垃

圾，SPAR一直在积极寻求多方共赢措施，加紧与各

© SPAR / Brunnb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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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业和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

SPAR国际推出SPAR Eco系列生态商品，用SPAR

商品和实际行动，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环境。该系列

商品包括家庭清洁、一次性餐具等，是SPAR环境可

持续发展策略的具体措施之一，其目标是减少生

产经营过程中的环境足迹和生活中的垃圾。SPAR 

Eco系列商品全部采用100%可回收材料包装，采

用无毒无害的绿色原材料生产制作。

SPAR奥地利支持顾客自带包装盒，到店购买并盛

装冷食、奶酪、餐饮柜台的肉食。门店严格落实食品

卫生条例，对食品柜的特殊托盘进行严格消毒处

理，顾客自带餐盒不直接接触柜台、称重秤或餐具。

自2019年起，门店就提供透明的FSC认证纸袋包装

蔬果，纸袋非常结实，可以重复使用，防潮防水。

节能减排措施

供应链是零售业的重中之重。SPAR作为全球零售

企业，在节能减排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不断寻求

有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方式。SPAR提供令

消费者满意的健康产品和优质服务，同时也尽量减

少日常经营的环境足迹。SPAR的发展，也为全球气

候带来更多潜在积极影响。

为减少环境影响，许多SPAR成员企业行动起来，在

物流经营、门店和配送中心全面引进最新科技创新

方案，与绿色环保零售解决方案供应商紧密合作，

目前已经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

减少CO2排放是可持续大楼设计与建设的一个重

要方面。整个SPAR市场中的批发零售企业，都在寻

求能实现节能减排的可持续材料和技术。在物流方

面，SPAR也在不断引进和落实前沿创新方案，优化

物流运输效率和资源整合流程。

同样，运输车队应用可再生能源，使我们的交通运

输方案更具可持续性，既能节省车辆在途行驶的时

间，又能实现更绿色物流运输。

SPAR在南非的6座配送中心，目前已全部安全太阳

能电池板。与其它所有可再生能源一样，太阳能清

洁、安全、环保。平均一座配送中心的投资回报期是

3-6年。从长远财务角度看，太阳能电池板也是不错

的投资项目。

SPAR瑞士物流车队引进一台先进的生态环保型氢

燃料电动车——现代XCIENT Fuel Cell，这是一款

总质量达36吨的大型重卡，专门按照SPAR的运输

需求配置，有助于实现瑞士中部地区的长途零排

放食品运输。重卡使用的绿色氢燃料，100%可持

续能源，充电一次即可将货物配送到400公里远的

SPAR门店。

SPAR各成员企业不仅在努力降低碳排放，还在尽

量降低能源消耗与浪费。在全球不同地区，SPAR成

员企业的门店和物流中心广泛引进节能设备，从新

型冷柜到照明系统再到太阳能板，不一而足。SPAR

优选供应商在助力开发和落实这类节能减排技术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SPAR苏格兰针对内部货物搬运设备，引进了稳定

可靠的Fronius智慧充电技术。公司希望能引进更

高效的助力节能减排的现代充电技术，将原来的手

动搬运设备全面升级换代。预计未来五年内，该项

目能降低碳排放量265,000kg，节约电池充电能源

成本约€11.5万欧。

SPAR挪威一直在寻找节能减排机会，在发现公司

现有制冷系统不符合挪威特殊运行条件后，SPAR

挪威引进了一套全新制冷系统，新系统预计能减低

能耗达58%。这种全新的较小型制冷系统，每年耗

电量能减少20万千瓦时，一家门店每年就能节省

电费€15,000欧。

SPAR匈牙利
减少
97吨

自有品牌商品
中的用糖量

SPAR

奥地利

提供900个

培训名额

SPAR英国
捐款

200万英镑
给MARIE CURIE

公益机构

 “   作为全球品牌，

我们深知为建设

更美好社会和环境

所肩负的重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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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SPAR网络内门店数量稳步增长，全球4大

洲48个国家中共有门店13,623家，总营业面积达

到7,521,137m²。

这种在相互合作的全国零售网络内，发展独立加

盟店与企业自营店相结合的零售模式，仍然是

SPAR全球网络中一种成功的市场开拓与深耕方

式。SPAR拥有成熟的多业态策略，能有效适应不同

零售渠道和市场；这种多元化特征也能带来丰富的

零售知识与专业技术，SPAR零售商可以将自己的

经验技术与SPAR值得信赖的成熟的国际品牌相结

合，推动自身快速发展。

2021年，SPAR全球网络内的多个成员企业组织

了大型周年庆活动。SPAR品牌在英国迎来75周年

庆，在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迎来30周年庆，在乌克

兰迎来20周年庆。SPAR还在葡萄牙为当地社区服

务15周年，在阿联酋服务10周年。此外，SPAR在阿

尔巴尼亚、马耳他、阿联酋的国家组织分别成功发

展了5周年。

西欧

在西欧地区，SPAR在16个国家共经营门店9,992

家，实现零售营业额259.3亿欧。2021年销售额增

长1.8%。对比两年期增长，即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

前，整个地区销售额增长13.4%，全球总销售额占

比近三分之二，取得非常骄人的成绩。

SPAR奥地利在2020年首次成为全国市场领先品

牌，在整个发展历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那之

后，SPAR奥地利进一步巩固市场领导者地位，市场

份额扩大至36%，零售销售额增长至85.6亿欧，比

2021年增长3%，两年期增长19.1%。

SPAR奥地利十分注重门店数量的有机拓展，即对

现有超市进行升级扩建。目前，近70家SPAR超市（

营业面积在400㎡-1000㎡之间）扩建成了较大业

态的EUROSPAR超市（营业面积在1,000㎡-2,500

㎡），其中2021年完成扩建的有8家。由SPAR加盟

商经营的10家SPAR超市，同样扩建成了现代时

尚的EUROSPAR超市，其中2021年完成扩建的有

4家。

INTERSPAR同样基于门店原址进行了升级扩建：

在上奥地利州的佩尔格（Perg），一家EUROSPAR

被扩建成了现代时尚的INTERSPAR大卖场。SPAR

奥地利集团共投资7.5亿欧，在奥地利全国和周边

国家开拓和建设SPAR业务。

在意大利，DESPAR意大利也在积极拓展SPAR品

牌，大力投资推动多业态门店建设和现有门店翻

新升级。2021年，SPAR意大利领先本国其他零售

品牌，投资3200万欧在圣彼得罗-泰尔梅堡地区建

设了一座全新的物流中心，为艾米利亚-罗马涅大

区省区域市场拓展提供支撑。在西西里岛，SPAR

区域合作伙伴批发商Ergon收购了43家门店。在

意大利南部，SPAR区域合作伙伴Maiora开设了2

家INTERSPAR大卖场和18家其他业态新店。截止

至2021年底，SPAR意大利共拥有不同业态门店

1,374家，总零售营业面积达到806,102m²。

SPAR西班牙再添14家新店，门店总数达到1,269

家，将SPAR品牌开到了更多社区和小区。为支持可

持续发展，SPAR西班牙在老店翻新和新店建设过

程十分重视环保材料的应用。

SPAR在瑞士的门店数量增长31%，增加至251家，

总零售营业面积达到73,575m²。2021年，SPAR

SPAR

全球增长

2017-2021
累计

营业面积

新增97.301m2

新增门店

840多家

扩张

全球

零售销售额

增长

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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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进一步扩大全国加油站零售业务，新增

SPAR Express加油站便利店66家。2021年1月1

日，SPAR瑞士收购了Store Service AG公司旗下

60家AVIA加油站便利店。

SPAR在英国共有五家区域性分销合作伙伴，2021

年五家企业继续投资扩大门店布局，总零售营业

面积增加至412,610m²。

2021年，SPAR在英国共开设或翻新门店200多家，

全国门店总数达到2,512家。EUROSPAR较大业态

综合超市开到北爱尔兰地区，标志着这种业态的

全国化布局再向前迈进了一步。

中欧和东欧

SPAR在中欧和东欧地区拥有11个成员国家，拥有

不同业态门店共计2,019家，2021年实现零售类总

营业额70.5亿欧。

SPAR匈牙利在2021年迎来公司成立30周年庆，截

止到年底共有不同业态门店614家，其中公司自营

门店380家，加盟商独立经营门店234家。根据公司

新店扩展计划，去年新开设自营店6家，完成老店

翻新项目18处。最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公司投

资2,950万欧建设的第35家INTERSPAR大卖场正

式开业。加盟零售商为当地SPAR门店网络增加了

30家新店。

SPAR格鲁吉亚地区也在大力扩张新店， 去年第

321家新店开业。在积极扩展策略支撑下，SPAR门

店已经延伸到格鲁吉亚全国，首都第比利斯市几

乎各个区都分布了SPAR门店。 

亚太

亚太地区2021年报告零售营业额18.3亿欧，业务

主要分布在该地区六个不同国家，按照多业态、多

渠道经营策略，共计经营SPAR门店488家。

自2005年首次进入中国市场以来，SPAR已经在

中国形成了重要的市场影响力。截止到2021年

底，SPAR中国共实现零售销售额13.8亿欧，经营

SPAR门店330家，营业面积72万平米。SPAR中国

合作伙伴采用多业态经营策略，从较大规模大卖

场到便利型生活超市，大部分门店通过自行开发

或与第三方平台合作的模式，实现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数字化经营与服务。

在北区，SPAR主要在山东发展大卖场和综合超

市。2021年，SPAR融创茂大卖场在烟台与消费者

见面，旗舰店营业面积4,000平米。北京冬奥会期

间，张家口地区多家SPAR店开业。

在澳大利亚，SPAR正在大力投资建设全新的布里

斯班配送中心，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SPAR澳大

“许多国际性的、本土的加盟零售商和批发商，被

SPAR的全球知名度和成熟的自愿连锁经营体系吸

引，希望享受SPAR的全球品牌优势，从SPAR全球

组织的专业知识技术和市场适应力中获益。”

门店总数

13,623

加盟零售商

拥有门店数

8,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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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地区继续落实多业态经营策略，2021年在澳

大利亚荣获最佳便利店奖。

在印度次大陆，SPAR在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

等地发展。当地新冠肺炎疫情波及面广、情况严重。

所幸在下半年形势有所稳定，门店客流量和营业

额有所回升。

非洲与中东

SPAR在南非和中东地区15个国家经营门店1,124

家，实现销售额63.4亿欧。

受全年疫情以及7月的社会暴动事件影响，SPAR

南非在2021年实现零售营业额53亿欧，按照平均

恒定货币价值计算，同比增长1.4%。去年，公司投

资对219家店进行了现代化升级，升级后的新店营

业额在898家门店总营业额中占比22%。

报告期内，南非打砸抢劫事件对公司旗下184家门

店造成了破坏。尽管如此，受害零售商与周边社区

联合起来重建门店，逆境中的正能量确实给人带

来向上的信心和鼓励。本着SPAR的核心思想，用

SPAR的创业创新精神、家庭价值观、以及走到一起

的集体主义精神，所有人站起来重新出发。

SPAR津巴布韦虽然面临严峻的市场环境，但仍根

据当地社区特征，经营SPAR超市39家，总营业面

积达到28,145m²。2021年，SPAR津巴布韦实现零

售销售额1.1亿欧，按照平均恒定货币价值计算，同

比增长26%。SPAR津巴布韦还推出电商平台，得

到当地顾客的热烈反响。

聚 焦 ：品 牌 扩 张 至 拉 脱 维 亚 和 哈 萨 克 斯 坦

品牌扩张至拉脱维亚和哈萨克斯坦

为进一步开拓全球市场，SPAR国际向哈萨克斯坦SKIP Trade LLP公司授予SPAR品牌经营许可，许可

协议自2022年1月1日起生效。该公司目前在全国拥有零售与配送网络，经营规模4亿欧，市场份额占

比15%。

2021年，SPAR国际还向拉脱维亚的S&P Logistics公司授予SPAR品牌经营许可。S&P Logistics公司

成立SPAR拉脱维亚，希望能联合当地独立零售企业共同应对全球日益激烈的折扣竞争。SPAR将为拉

脱维亚消费者带来高品质、现代化、符合当地实际需要的食品购物体验。

哈萨克斯坦和拉脱维亚首家SPAR门店，将在SPAR国际门店网络的支持下于2022年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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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
   “SPAR作为全球零售品牌，在48

个国家经营13,600多家门店，联

合批发与零售合作伙伴，根据当

地社区需求和消费偏好，打造高

品质食品杂货消费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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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  

全球增长

2017-2021
INTERSPAR大卖场

每坪销售额

增长37%

SPAR综合超市

营业额

增长22%

SPAR EXPRESS

便利店数量

增长28%

SPAR采取多业态经营策略，根据购物目标和当地

消费者需求，开发不同的经营业态：SPAR——靠近

当地社区的生活超市；EUROSPAR——满足人们一

周一次购买需求的综合超市；INTERSPAR——大

卖场；以及SPAR Express——人流量密集处和交

通枢纽地段的便利型业态。SPAR还在扩充业态组

合模式，推出多种电商解决方案，利用庞大的线下

门店布局网络，提供便捷快速的线上下单线下配

货服务。

融入社区

2021年落实许多创新性合作拓店项目，多家高水

准门店成功开业或重装开张，充分展现出SPAR多

业态策略的经营优势。

如今社区超市越来越受欢迎，部分原因是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也因此成为SPAR拓店策略的一个侧

重点。就近零售历来就是SPAR的经营优势，日后还

将成为重要的业绩增长渠道。

在北爱尔兰地区，SPAR北爱尔兰合作伙伴亨德

森集团，在SPAR英国和SPAR国际的共同支持下，

成功开出两家EUROSPAR旗舰店。该项目旨在

进一步提升北爱尔兰市场EUROSPAR业态的店

铺形象。结合本地知识与全球SPAR最佳实践经

验，EUROSPAR多格店和EUROSPAR罗斯唐尼店，

成功打造出以本地特产与新鲜食品为主的行业领

先店铺环境。两家社区综合超市，全部基于数据进

行设计与建设，为当地购物者营造满足自身购买需

求的消费体验。  

SPAR在奥地利开出一家全新的INTERSPAR大卖

场旗舰店，这里之前是维也纳银行协会总部，属于

奥地利首都一区重点保护建筑。旗舰店毗邻维也

纳城市大门之一Schottentor，营业面积1,770m²

，提供丰富的商品和优质服务，并开辟了首家à 

la carte INTERSPAR餐厅。SPAR奥地利共投资

1,000万欧元，历时三年对这栋大楼进行了精心规

划与翻新，将昔日的银行大厅与崭新的时尚超市完

美结合，整个项目建设过程中提供160多个就

业岗位。

SPAR意大利集团大力投资拓展SPAR门店网络，积

极推动当地经济振兴。

SPAR坚持本地采购策略，与当地生产企业紧密合

作，为多家新店建设和老店重装开业带来丰富的商

品供应。门店还引进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先进技术，

比如节能型制冷系统，空调与暖气系统、LED节能

照明系统等等。 

Maiora公司负责SPAR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地区

的业务。公司旗下的INTERSPAR大卖场巴里科拉

托镇店，经过全面翻新后重新开业。这家店最早在

© SPAR / Brunnb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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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开业，是人们购物的主要去处，本次

经过全面升级后，新店带来更丰富、更优质的创新

服务与商品，部门划分清晰明了，主打本地和新鲜

理念。Maiora制定了三年店铺升级计划，基于整个

零售门店网络，为消费者打造更高效、更优质的购

物体验。  

SPAR中国区域合作伙伴继续采用行业先进方法技

术，在主要便利地段开设高端大卖场。SPAR中国

合作伙伴家家悦，2021年开出高端卖场融创茂店，

营业面积4,000多平米，经营各类进口和本地商品

18,800多种。SPAR中国合作伙伴还在山东济宁开

出高端卖场吾悦广场店，营业面积6,800多平米，

经营商品10,000余种，为消费者带来优质服务。两

家卖场客流量极高，消费者来购物广场购买日杂食

品的同时，还能去广场里的其它门店休闲购物。

加油站零售业务也在不断升级商品品类组合和服

务水平。SPAR Express便利店供应大量新鲜食品

和便利小吃，适应消费者不断变化的购买需求。随

着门店经营种类的不断扩充与优化，这类便利店

也成为人们每天购买日杂食品的理想场所。2021

年，SPAR瑞士与AVIA公司合作，计划在全国更多

加油站开设SPAR Express便利店。

餐饮服务拓展

随着消费者对新鲜、健康和便利消费的需求越来越

高，SPAR坚持对门店的餐饮服务和食品加工部门

进行创新升级。

随着SPAR Express便利店和城市超市的稳步扩

张，SPAR荷兰继续根据本地消费者和上班族的实

际需求，量身打造创新零售解决方案。自2020年10

月收购高端三明治连锁品牌The Tosti Club大部

分股权后，SPAR荷兰迅速在全国SPAR城市超市内

引进这一知名餐饮服务。这种店中店经营模式，进

一步扩充了门店的餐饮经营种类，带给消费者更丰

富的餐饮体验。

SPAR英国区域合作伙伴A.F.布莱克摩尔集团，在

阿伯里斯特威斯市推出一家新型门店，基于街边

小吃店的灵感来源，在店内引进大量烹制新鲜外

带美食的餐饮专区。SPAR区域合作伙伴的“Eat 

Some…”就是在整个英国门店内推出的首个外带

餐饮品牌，为当地购物者提供丰富的外带美食，比

如汤品、奶昔、烤面包等等。

SPAR国际开发的全面CENSA Coffee解决方案，在

SPAR全球网络内快速推广应用，提升了门店的咖

啡消费体验。CENSA Coffee咖啡概念帮助SPAR零

售商提升品牌定位，丰富SPAR门店便利类商品的

经营种类，也是零售商增加门店客流量、提升品类

餐饮服务与大师咖啡

疫情期间，顾客朋友从商超购买餐饮食品的需求越来越高。虽然受疫情防控措施限制，暂时无法进行堂

食，但是门店准备了大量方便即食和加热即食类餐饮，吸引大量新老顾客购买。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逐

步放开，欧洲许多餐饮业面临用工短缺的问题，超市餐饮开始凸显其优势。SPAR奉行的本次采购策略，

有助于门店满足消费者越来越高的消费需求，在餐饮服务部门供应可持续方法采购的新鲜食材、健康美

食、以及更多植物基替代食品。

SPAR餐饮服务部门推出的CENSA Coffee咖啡概念继续发力。SPAR科索沃在普里什蒂纳Arbëria区开

出一家全新的SPAR超市旗舰店，在餐饮部引进了全套CENSA大师咖啡方案。

聚焦：餐饮服务与大师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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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重要机会。

SPAR国际也在全球网络内大力推广SPAR Bake-

Off解决方案，这种“即插即用”式解决方案能帮助

零售商优化店内烘焙商品组合，提升门店经营的可

控性，带来更高的性价比。这种成熟的烘焙解决方

案，能确保传统烘烤出品的质量一致性和新鲜度。

提升购物者体验 

数字化创新，助力SPAR打造便利性日杂食品解决

方案，带给消费者尽量高品质的购物体验。随着电

商平台和线上下单线下配货服务的持续发展，门

店数字化解决方案有利于大大提升消费者与门店

的互动感。

SPAR英国合作伙伴亨德森集团，在北爱尔兰

地区26家集团自营门店中，实施了Glory’s 

CASHINFINITY™后台现金回收解决方案。该系统

为消费者提供全方位、少接触的收银端现金支付

方案，顾客可以自行扫码结账，实现更快速、零接

触的结账体验。

为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SPAR全球网络内零售企

业，也在积极引进先进电子价签与显示屏。电子价

签与显示屏不仅能显示更多信息，还能减少使用

纸质打印物料。SPAR挪威在门店引进斑马牌手持

设备，用来扫描电子价签和电子显示屏。SPAR公

司后台系统内全面集成了支持该手持扫描仪的软

件系统。

可持续性

生态友好性与节能型解决方案，均是SPAR新店建

设与老店翻新过程中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

LED照明系统、先进制冷系统等高效节能设备，在

SPAR企业组织中得到广泛应用，助力减少SPAR门

店网络中的能源消耗量。SPAR在门店建设过程中，

借助最新科技应用可再生能源。

自2010年以来，SPAR奥地利在门店可持续能源

供应方面做了大量投资。公司在SPAR超市下奥地

利州沃克斯多夫店屋顶安装了首个太阳能发电系

统，至今公司旗下安装了太阳能系统的门店数量

达到100家，后续全国还将有更多门店安装这类太

阳能发电系统。

在匈牙利，SPAR超市塞格德店日常用电量的

13%，来自建筑楼顶安装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目

前，SPAR匈牙利其他门店也在积极安装可再生发

电系统。

2021年，SPAR挪威Snarøya店荣获NACS欧洲

便利零售可持续奖。评审团评价位于奥斯陆郊区

SPAR Snarøya店“是名副其实践行创新、生态友

好零售方案的国际示范企业“。

全球

总零售营业面积

7，521，137㎡

平均

每坪营业额

€5,472

© SPAR / Brunnb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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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消费者对便捷性要求越来越高，国际SPAR

网络内成员企业广泛采用数字化解决方案，满足

消费者需求。 SPAR网络内成员企业紧密合作，共

同提升数字化经营实力，以最新科技为基础，制定

并落实更好的零售策略与经营决策。

拓宽电商网络

生鲜类食品属于较晚全面落实电商解决方案的零

售品类之一，主要是因为生鲜商品对运输与配送

途中的温度提出了较高要求。然而，随着科技升级

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部分

助推，进一步扩大了生鲜食品的网购需求，加快了

食品电商的发展速度。

SPAR在20多年前就推出了首个电商平台SPAR 

Weinwelt.at, 由SPAR奥地利经营的网上超市。

这种开创性网络零售主张的提出，标志着全球

SPAR网络内不同形式的食品电商开始起步，并逐

渐发展出符合当地偏好和实际需求的电商模式。

目前，SPAR网络内已经有35个成员国家开通了电

商业务。

为了让SPAR成员国家顺利引进技术先进的、灵活

的全球电商解决方案，SPAR国际在2021年联合技

术公司Naveo，开发了综合性国际白标签（White 

Label）端对端系统。Naveo提供的这种模块化开

发方法，可以让SPAR全国性、区域性、以及单个门

店选择和适配符合自身需要的功能模块，同时能

确保订单流程与公司现有系统无缝对接。

目前已有多个SPAR成员国家，引进了这种预开发

和高度定制化的API-FIRST技术系统。2022年初，

首个系统在南非上线运营。

全球网络内的SPAR成员组织，也在积极布局数

字化接触点，提升消费者日常购物的体验感，

联合Deliveroo、Wolt、Glovo等多家配送平台

以及全球多品类商品配送APP，推出快速服务

（Quick Commerce或 Q-Commerce）。目前的

Q-Commerce快速服务，能确保门店营业期间，消

费者网上下单后40分钟内送达。目前，SPAR 意大

利、SPAR加纳、SPAR斯洛文尼亚、以及SPAR大加

纳利岛等成员国家已经推出这种Q-Commerce快

速服务。

平台收益、个性化、可扩展性、真正全渠道消费者

体验，这些关键增长优势还将继续推动全球电商

业务向前发展。

数字与数据

由加盟零售商

运营的SPAR

电商业务占比

28%

35个市场

推出电商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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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斯洛文尼亚线上零售方案

提升数据能力

SPAR数据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我们打造出合理的

零售项目和零售策略，提供更多有价值的行业洞察

观点，从而进一步增强消费者体验。

SPAR国际的数据池平台，拥有越来越强的数据采

集与清理能力，可以通过机器学习部署与大数据处

理方法，帮助不同SPAR市场准确识别消费者购买

动机，合理构建门店布局网络，进行品类配置，制

定市场营销策略。SPAR基于这种数据分析方法，为

不同地段量身打造不同的门店业态与商品组合模

式，提升商业网络内的整体经营绩效，精准满足消

费者行为偏好。

SPAR充分利用顾客购买、供应商交易、会员顾客项

目等渠道信息，以及线上门店访问量等其他开放性

公共信息，从中探究分析消费者需求和看法。

全球SPAR网络越来越注重打造个性化消费体验，

随着消费者与供应商两端的需求不断增长，比起传

统促销与参与方式，打造个性化消费体验的投资回

报率高出400%。

SPAR国际联合个性化忠诚度解决方案提供商

Spaaza，为合作伙伴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努力提

升消费者参与度。这种个性化解决方案有助于收集

更多有效数据，拉近SPAR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

如今，顾客对购物体验的期望呈指数级增长，寻求“

零售娱乐化”“要解决方案、不要产品”越来越成为

新兴零售趋势，这意味着只有依靠大量数据才能真

正让消费者买单，才是未来成功发展的关键方式。

负责任零售的数字化工具

为落实“减少供应链浪费”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SPAR竭力为顾客打造可持续解决方案。在

SPAR减少食物浪费的多重举措之下，数字解决方

案发挥关键作用。SPAR对整个供应链的需求与订

单预测流程进行了改进。在门店层面，商家可将未

售出的食材周转至餐饮部加工处理，或将一些临期

食品降价销售。 

SPAR还与一些新创平台合作，利用新科技提高各

个环节的经营效益，制定有利于降低环境影响的可

持续解决方案。2021年12月底，SPAR联合知名科

技公司Too Good To Go，通过2,832家参与项目

的SPAR门店，共节约1,383,262份餐食，相当于减

少碳排放3,458,155kg。SPAR还引进了其他以可

持续为目标的数字化工具，比如通过Gander手机

APP向顾客推荐SPAR超市内的折扣食品等。

SPAR网络内合作伙伴还积极利用数字化工具，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为员工提供工作技能培

训。SPAR国际还打造了SPAR培训学院，SPAR成员

国家可以登录内部平台免费学习。

SPAR奥地利集团的跨国培训与人才培养平台，获

得数字化转型领域的知名商业杂志《eLearning 

Journal》颁发的“开源”（Open Source）类大奖。

该项目为五个国家的90,000多名SPAR同事提供

培训服务，内容包括740个网络课程和800多场讲

座。

SPAR斯洛文尼亚线上零售方案

SPAR斯洛文尼亚在成功融合电商方案、更好地服务本地社区方面做得非常不错。该SPAR成员早在2018

年就首次推出了线上零售渠道，到2020年电商经营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经营商品种类少而精，主要保

障疫情期间消费者的基本民生供应。

消费者适应了这种手机APP和网站购物形式后，购买和配送需求迅速增长。SPAR斯洛文尼亚提供送货

到家、到店取货、小订单快速服务（Q-commerce）。在卢布尔雅那，INTERSPAR城市公园店专门设立了

一个取货点，消费者可以在指定时间段，直接开车进入该取货点，领取自己提前网购的物品。SPAR斯洛

文尼亚INTERSPAR大卖场，有专门团队负责电商订单的管理运营。该系统还有效融合各种促销信息、折

扣活动，顾客还可以实时查看最新库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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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食品系统中断风险，比如新冠肺炎疫情、

通货膨胀带来的市场冲击，SPAR的国际联采模式

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 SPAR坚持国际性联合

采购-同行共赢战略，充分发挥SPAR在采购和供应

链领域的规模化效应，丰富门店商品经营种类，形

成有竞争力的价格优势，并持续提升商品质量和

供应能力。  

满足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   

越来越注重价值性，是食品零售领域未来的一个

重要趋势。自有品牌在这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给消

费者带来更大的价值选择空间。    

为给消费者带来更多品质优良、价格经济实惠的

生活必需品，2021年SPAR在欧洲市场推出全新自

有品牌SPAR Nº1 Value价值系列商品。SPAR Nº1 

Value价值系列是公司多层级SPAR自有品牌策略

下的重要补充，带给消费者更多高性价比食品与

非食品类自有品牌商品。目前，该系列商品正在面

向全球SPAR市场推广销售，并不断扩充新品开发

种类和大类覆盖范围。  

消费者越来越注重购买更健康、更可持续商品，这

也是推动SPAR自有品牌发展的主要动力。SPAR依

据当前市场趋势制定全球策略，减少食品中的含

糖量、含盐量和饱和脂肪含量，优先践行可持续采

购方法和环保型包装方式，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优

质商品和相关营养信息，帮助人们养成营养均衡

的健康饮食习惯。

SPAR时刻关注全球各地的区域级和国家级政策动

向，包括营养价值和包装要求等，以确保SPAR自有

品牌商品符合当地行业法规要求，适应当地消费

者的偏好习惯。SPAR在全球落实了多个目标明确

的行动举措，加大与供应商的合作力度，进一步丰

富生鲜食品经营种类，尽量为消费者提供更有益

健康的绿色食品。    

2021年，SPAR Natural自然系列再添65个单品，

注重以生态有机、可持续方法采购的产品，满足人

们不同的饮食需求，支持购物者养成更理性地消

费习惯。为进一步强调商品的可持续目标，SPAR还

开发了零包装散货分配器方案，用于陈列销售

SPAR Natural系列多个品项。 

SPAR国际在2019年推出Eco生态系列商品，体现

出SPAR在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的重要承诺，力图减

少生产经营过程中给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尽量

商品联采
SPAR Nº1

价值系列上市

SPAR奥地利

有机系列

商品销售额

占销售总额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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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资源浪费。SPAR Eco生态系列目前主要开发

了家庭护理类和一次性餐具类产品。为满足不断增

长的新需求，该系列还计划在2022年开发更多新

品。

合作方法

SPAR借力全球48个国家13,600多家门店的庞大

网络资源，为从不同SPAR国家成员采购而来的

SPAR自有品牌商品，提供更广泛的市场拓展机会

和销售增长平台。SPAR在全球各地拥有255座配

送中心，将本地供应链与全球网络结合起来，形成

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优势。  

SPAR国际红酒系列，就是一个将本地知识与全球

优势相结合的典型例子。该系列主要供应来自奥地

利、法国、格鲁吉亚、意大利、葡萄牙、南非、斯洛文

尼亚以及西班牙等全球各地SPAR合作伙伴的精选

葡萄酒，提供入门级和中高级不同的葡萄酒选择。     

SPAR全球采购联盟主要支持SPAR成员国家扩充

自己的商品经营种类，加强与供应商的联系，加速

引进全球潮流新品。SPAR成员国家还协作寻求新

品开发机会，联合推动供应商资源的交流与协作，

提升本地和进口商品的采购条件。这种采购方式印

证了SPAR成员国家的重要经营使命，以及快速引

进潮流新品的采购实力。

快消品与挑战者品牌

消费者越来越倾向理性消费，比如注重选择植物基

食品、减糖食品等，因此许多快消品牌对产品配方

做出了重要调整。为顺应消费者偏好的新变

化，SPAR积极采取战略性措施，与主要的快消品品

牌商展开紧密合作，制定落实品类增长计划。得益

于这种前瞻性战略方法，SPAR已连续三年荣获行

业咨询机构Advantage Group的认可，在首选零

售合作伙伴榜单中跻身前五。

 商务领导团队，是SPAR国际采购战略的核心力

量，该队伍由八个成员国家构成，这八个成员国家

的销售业绩占全球总额的46%。商务领导团队提

出并确定了长期发展与战略伙伴关系，旨在让

SPAR网络内更多成员企业从中受益。

SPAR国际挑战者品牌计划同样取得了不错的进

展。该计划主要将具备国际增长潜力的新创食品品

牌纳入SPAR全球网络。2021年，该计划中加入专

属“本地英雄”品牌序列的品牌数量比上年增长

50%，门店销售业绩也实现大幅度增长。

“SPAR带有合作基因，

联合采购-同行共赢战略

就是它的重要体现。”

SPAR Nº1 VALUE价值系列

SPAR Nº1 VALUE属于SPAR国际的入门级自有品牌商品，2021年在欧洲市场率先上架销售，目前正加

大力度向更广泛的SPAR全球网络推广。

自首次上市以来，SPAR Nº1 VALUE价值系列已经进入全球10多个SPAR国家市场销售。该系列主要向

消费者供应更丰富的生活必需品，目前已成功开发了100多款食品与非食品，商品品质优良，价格经济实

惠。

每款SPAR Nº1 VALUE系列商品，均严格按照质量保证与标准精选开发，并特别注重商品价格的可负担

性。该系列最近开发的新品包括罐头食品、调味香料、巧克力、茶、Nespresso®兼容咖啡胶囊等，预计今

年还将开发更多新品。

聚焦：SPAR Nº1 VALUE价值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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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资源通胀形势愈发严峻，给

全球商品价格和经营成本造成重大影响。在此背

景之下，SPAR的资产联采方法以及优选供应商协

议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能有效帮助成员企业降

低经营成本和资产购买成本。

SPAR在寻源、购买、联合行动方面展开国际间协

作，形成较大的规模优势，为SPAR全球的有效发展

带来直接的积极影响。

面对当前价格成本和物资供应链方面的重大压

力，SPAR国际集结成员企业固定资产项目的采购

需求量后进行联合购买，以达到降低采购成本的

目的。该采购方法以集体采购计划为中心，利用品

牌的规模化优势，降低设备的净购买价，主要通过

联合采购项目或与越来越多的SPAR国际优选供应

商签订返点协议的方式实现。

满足消费者新需求

疫情期间，消费者期望和需求发生重要改变，越来

越关注电商、配送、门店安全与健康问题。

作为SPAR国际数字转型项目成果之一，SPAR成员

国家可以享受新供应商协议带来的好处，借助前

沿科技发展创新，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新期待。

随着数字技术在消费者购物体验方面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SPAR在2021年进一步夯

实了优选供应商基础，将Hanshow、

Spaaza、LS Retail和 Gander纳入

SPAR国际优选供应商计划。

数字技术市场领先企业Hanshow，

为SPAR成员国家提供大量数字化陈列设备与设

施，包括电子货架标签、数字货架挂条、数字顶部

显示牌、全尺寸数字海报等，彻底颠覆门店与消费

者交流沟通、分享信息的方式方法，减少使用以纸

张为主的门店沟通物料。

LS Retail是全球领先的一体化商务解决方案提供

商，将微软 ERP（企业资源规划解决方案）扩展出

专业化食品零售特定功能。目前，两个SPAR成员国

家已成功引进了LS Retail方案，该方案可根据现

代零售系统进行灵活调整配置，为支持后续的数

字化系统变革做好了准备。

专注打造个性化会员忠诚计划的Spaaza公司，也

被纳入了SPAR国际优选供应商计划。该公司可通

过最前沿技术，识别消费者的购物偏好与习惯，结

合品牌偏好与促销信息等，给不同消费者打造真

正个性化消费体验。

可持续方法

SPAR苏格兰

计划节能20%

物料搬运设备项目

中平均节能14%

资产联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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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是SPAR全球资产联采策略的关键考虑因

素之一。从SPAR本地零售店铺到全球端对端供应

链，我们力求降低环境影响和碳足迹，重点关注有

利于提高企业经营效益、满足本地实际需求的创新

资产联采项目。

优选供应商Gander公司提供一款折扣宣传应用程

序，通过移动APP和网页直接面向顾客宣传特价商

品。所有SPAR市场可以基于SPAR国际的供应商协

议，引进该创新技术，减少粮食浪费，践行负责任零

售企业责任。

SPAR资产联采团队联合老牌供应商HL Display

公司，开发了一款综合型零包装散货分配器解决

方案。这款散货分配器主要用来陈列销售SPAR 

Natural系列食品，方便消费者买到更健康、可持

续、有机的SPAR自有品牌系列食品。

SPAR苏格兰从优选供应商冷王公司（Thermo 

King） 引进新型铰链式冷藏车，大大节省了车

辆油耗，减少车队碳排放量约30%。在挪威和瑞

士，SPAR优选供应商斯堪尼亚公司（Scannia）继

续大力支持SPAR，为SPAR门店提供全电动配送

车。

SPAR在南非、爱尔兰、苏格兰等地，联合充电器和

能量转换解决方案专家、优选供应商伏能士国际

（Fronius International），升级了配送中心的充

电桩系统，引进新技术实现快速充电，实现太阳能

发电与电网之间的负载均衡。伏能士温控充电系

统，可以根据所连接电池的温度及时修正充电电压

值，有效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降低配送中心机械

设备的电池能耗。以SPAR苏格兰为例，新式充电解

决方案预计能减少碳排放量超过265,000千克。

在一个高通胀市场，新合作的笼车供应商Pilsl公

司，给我们提供的优惠价比现行市场价低三分之

二。面对轮胎价格上涨的市场行情，SPAR与供应

商Goodyear续签了轮胎采购协议，后者同意给

SPAR报价继续维持不变。

同行共赢

供应商的创新加上SPAR网络的专业知识技术，继

续助推SPAR成员企业提高经营效率，为我们的顾

客带来更舒适的购物环境，以及更优质的商品与

服务。 

聚焦：减少粮食浪费的技术解决方案

减少粮食浪费的技术解决方案

SPAR国际制定了减少粮食浪费行动方案，包括自动补货系统等数字解决方案、门店流程升级、实时折

扣、剩余物资二次分配等措施。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每浪费1千克粮食就产生大约

2.5千克二氧化碳，因此减少粮食浪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是SPAR负责任零售策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分

享国际最佳实践，与各行各业领先机构合作，有助于我们在减少粮食浪费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在欧洲13个市场中，SPAR与Too Good To Go合作，为消费者提供临期折扣商品组合包，此举避免浪费

大量粮食。北爱尔兰地区亨德森集团报告称，顾客习惯用手机APP Gander购物后，折扣商品销售额增长

36%。

© SPAR / evatrifft
SPAR国际2021年年报 27



88

DESPAR
 

Through United 
 

Co-operation All  
 

Benefit Regularly

‘Door Eendrachtig 

Samenwerken

Profiteren Allen 

Regelmatig’

Adriaan van Well’s 
vision of DESPAR, 1932

The first SPAR store opened in the Netherlands in 
1932. At the time owner-integrated supermarkets 
and department stores began to establish themselves 
in the Netherlands during the interwar period. 
They formed a new type of competition for local 
independent merchants who were increasingly 
under threat by this new model of centralised 
retailing. It was the vision of our founder, 
Adriaan van Well, that independent merchants 
would collaborate voluntarily and organise joint 
activities in purchasing and marketing under 
a single brand. Originally an acronym for the 
vision set out by van Well, 'Door Eendrachtig 
Samenwerken Profiteren Allen Regelmatig',  
the DESPAR organisation was born. Over time 
the SPAR Brand has extended its presence, 
serving the needs of local communities across 
four continents to become the world's local 
food store of choice.

Welcome to SPAR. 
The world’s local 

food store. 

2

2021年，虽然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给全球带来挑战，

但也给SPAR带来了机遇，促进SPAR成为消费者心

中首选的食品杂货超市，满足SPAR门店周边社区

的切实需求。

在SPAR迎来2022年品牌成立90周年之前，2021

年实现了许多重要里程碑。SPAR品牌进驻英国市

场发展75周年，进入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发展30

周年，进入乌克兰发展20周年，进入葡萄牙发展15

周年，进入阿联酋发展10周年，进入阿尔巴尼亚、

马耳他、沙特阿拉伯和白俄罗斯发展5周年。这些

重要里程碑印证了SPAR零售商网络的强大实力，

以及SPAR与全球本地社区的紧密联系。

在英国，SPAR品牌进一步强化本地定位，扶持社

区、热爱本地、服务到家成为三个新的支柱性策

略。SPAR波兰积极落实新措施，加强与本地零售企

业的合作力度，为消费者打造更好的购物体验。

SPAR在爱尔兰、北爱尔兰、荷兰等市场，积极落实

主要战略性品牌发展措施，侧重开发新型本地化

门店业态，将SPAR打造成消费者首选的本地零售

品牌。

2021年，SPAR编制了《全球SPAR品牌书》，详细介

绍了SPAR品牌价值、品牌起源，以及90年发展历

程。该品牌书强调了SPAR品牌如何将众多独立零

售商聚集起来，又成功将我们与顾客朋友联系起

来；书中介绍了与SPAR品牌相关的主要内容，适用

于加盟商和新员工入职培训、供应商合作、战略规

划、宣传沟通等场合参考使用。

SPAR品牌还获得了许多本地权威零售认证，SPAR

的全球化规模再次获得国际认可——在BrandZ 

Top 30最具价值荷兰品牌中排名第9位，在NRF 

Top 50全球零售商中排名第14位。 

社区荣誉

SPAR的成立愿景与品牌标识，都是围绕“零售批发

合作伙伴联手合作、更好地为我们消费者服务”的

宗旨而确立设计。

SPAR在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克罗地亚等

市场推出多场重大宣传活动，强调本地供应商，突

显本地特色，宣传SPAR与本地生产者的紧密合作

关系。SPAR在这些市场大力发展创业创新项目，

其中SPAR克罗地亚的新创项目荣获“社会责任企

业大奖”。

2021年，SPAR在七个穆斯林为主的SPAR市场，见

证了首个全球斋月活动，在伊斯兰历的这一重要时

期，为当地购物者提供相关商品与服务。

SPAR南非联合鞋业品牌Bata开展爱心项目，为当

地贫困儿童提供了近500,000双学生校鞋。

SPAR斯里兰卡成功举办了以“你的心有多大”为主

题的社区活动，帮助养老院募集资金，给养老院里

的老人和护理者捐助食物和口罩等。

DESPAR意大利也在本地开展了以“世界需要女

性”为主题的公益活动，呼吁为女性群体赋能，同时

给当地四所不同的慈善机构募集爱心款260,000

多欧。SPAR中国合作伙伴广东嘉荣启动一系列员

工家乡公益活动，比如在广西莫龙村为村民修建了

一座期盼已久的新桥等。

品牌
SPAR  

全球增长

2017-2021
新增门店

840多家

SPAR EXPRESS

便利店

总营业面积

增长32% EUROSPAR

综合超市

零售销售额

增长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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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数字化足迹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SPAR全球数字化发展进一

步加速，目前已有35个SPAR市场推出电商解决方

案。SPAR成员国家越来越注重通过数字化渠道进

行市场营销与宣传沟通。

SPAR挪威几乎完全实施无纸化沟通方式，该SPAR

成员国家成立了专门的电商部门，结合Trumf会员

顾客数据，在挪威各媒体渠道、Facebook和谷歌

等平台，进行广泛的数字化营销。为进一步落实多

渠道经营策略，SPAR荷兰和SPAR英国启动了电商

升级项目，进行SEO网站优化，扩大品牌可见性，为

门店吸引客流量。

社交媒体也是SPAR零售商连接购物者的重要沟

通工具。SPAR爱尔兰与知名厨师Donal Skehan

合作，SPAR匈牙利与旅游博主Vörös Borisz合作，

通过社交媒体与消费者分享大量美食内容。

许多SPAR成员国家利用数字平台，广泛宣传爱心

募捐活动，分享营养知识和美食菜谱，推广更健康

的生活方式，赞助趣味跑、体育联赛等各类社区

活动。

随着购物者越来越注重定制化购物体验，个性化

奖励将成为SPAR网络内企业今后发展的一个重

要增长机会点。斯洛文尼亚最常用的SPAR斯洛文

尼亚奖励计划，SPAR意大利的TRIBU手机应用程

序，是两个非常优秀的案例，为其它市场设计自己

的个性化奖励计划做出了良好示范。

为进一步支持这类计划的落地实施，SPAR国际也

打造了一个全球SPAR个性化奖励计划，预计2022

年将在部分SPAR市场推广实施。

 “ 2021年，虽然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给全球带来挑战，但

也给SPAR带来了机遇，促进SPAR成为消费者心中首选

的食品超市，满足SPAR门店周边社区的切实需求。” 

NRF TOP 50

全球零售商中

SPAR

排名第14位 
NRF TOP 50

全球零售商中

SPAR

排名第1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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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赞助

2021年，SPAR继续联合欧洲田径协会推广健康生

活方式。这一年对于欧洲田径运动员而言是意义非

凡的一年，自原赛事2020年被取消以来，运动员们

迫不及待要展示自己的运动实力。SPAR与营销领

域合作伙伴展开密切合作，通过这些体育赛事，加

强品牌宣传建设。

欧洲室内田径锦标赛

波兰 多伦 2021年3月5日-7日 

2021年欧洲室内田径锦标赛在波兰多伦举行，共

有来自46个国家的682名运动员参与角逐，是该

赛事举办36年来参与人数最多的一届。媒体高度

关注本次赛事，现场共有190家媒体，30个授权

单位进行了专题报道。随着数字媒体越来越受欢

迎，EBU直播平台面向所有田径粉丝进行了现场直

播。所有市场上的观众朋友都可以登陆直播平台观

看赛事，浏览量超过100万次，比2019年欧洲室内

田径锦标赛浏览量增长900%。整场赛事通过200

个专题节目进行了报道，播出总时长417小时，粉

丝观看时长6410万小时。

欧洲团体田径锦标赛

波兰 西里西亚 2021年 5月29日-30日

欧洲团体田径锦标赛超级联赛在波兰西里西亚

举行，赛事为期两天。本次超级联赛共有七支参

赛队伍、360 多名运动员参赛，东道主波兰最终在 

7,500 名观众面前成功卫冕。本次赛事通过33个媒

体广播进行了报道，播出时长84 小时 34 分钟，体

育粉丝观看时长533 万小时。

欧洲U23 & U20青年田径锦标赛爱沙尼亚 塔林  

2021年7月11日、 7月15日-18日

自1996年以来，SPAR一直是欧洲田径协会主赞助

方。但今年是首次赞助U23（23岁以下）和U20（20

岁以下）青年田径锦标赛。SPAR与欧洲田径协会在

2019年签署了该赛事赞助协议，标志着SPAR注重

面向所有年龄段推广体育锻炼与健康生活方式。本

次赛事共有96个媒体进行了播报，播出时长累计

275小时，观众观看时长1093万小时。两场赛事中

的SPAR品牌曝光时长超过143小时。

SPAR欧洲越野锦标赛

都柏林 芬戈尔 2021年12月12日

2021年12月12日，SPAR欧洲越野锦标赛，在位

于都柏林芬戈尔的国家运动校区（Sport Ireland 

Campus）越野锦标赛专用赛场举行。本次赛事共

有34个媒体进行了播报，播出时长累计56小时，观

众观看时长182万小时。

聚焦：赞助欧洲田径协会25年

赞助欧洲田径协会25年

SPAR自1996年以来一直是欧洲田径协会主赞助方，到2021年双方已合作25年。双方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表明SPAR一直在努力通过体育运动，积极推广健康生活方式。每年赞助各类赛事活动，有助于提升

SPAR品牌的全球知名度，SPAR成员也有机会为本国运动员提供支持。

2021年，欧洲田径协会共举办了五场赛事活动，每场活动都引起了极大的媒体关注度，累计共有360家

媒体对赛事进行了报道，播报时长总计832小时，其中SPAR品牌曝光时长超过440小时。SPAR作为各类

田径赛事赞助方，借力各类媒体面向欧洲和全球的广泛宣传报道，获得了极大的全球曝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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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

“SPAR供应链网络的优势与灵

活性，是我们在2021年实现持续

增长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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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到门店

的总箱数

增长21.9%

15座配送中心

引进自动化

设备设施

每周门店级

订单交付量

增加4732个

2021年，全球供应链面临诸多挑战，全球资源短

缺、商品价格上涨、运输成本越来越高等。在这充

满挑战的一年里，SPAR供应链网络的优势与灵活

性，是我们实现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我们在不断

创新和投资，SPAR的全球经营也因此从既国际又

本地的强大模式中获益。SPAR与供应商和全球物

流团队紧密合作，深刻了解端对端产品流程，有能

力继续提高商品供应能力，以可持续方式降低经

营成本。

效率

2021年，SPAR在供应链和配送网络的运营效率方

面，继续加大投入，实现良好发展。

SPAR在爱尔兰北部城市Mallusk，新建了一座

17,650m²的配送中心，设常温仓和低温仓，助力

公司扩大商品经营种类，提高日常经营效率。新配

送中心注重本地采购和供应商合作，带来了空前的

供应链灵活性，成为受英国脱欧影响的SPAR零售

企业的重要支撑。在克罗地亚，SPAR继续扩大旗下

多个批发中心的经营规模。在斯洛文尼亚和匈牙

利，SPAR也在升级物流设施，以提高日常经营效率

和物流吞吐能力。 

基于我们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的紧密社区关

系，我们已投资 3300 万欧元，建设一个新的区域

总部和一座18,600 平方米的圣彼得泰尔梅堡配送

中心。这些设施建成后将有助于提高当地生鲜类和

干杂类商品处理效率，缩短物流中心到门店的配送

距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在澳大利亚，2021年开始建设一座全新的配送中

心，新配送中心位于东部城市布里斯班，建设面积

13,400m²，建成后将提高公司业务经营效率，大

大节省经营成本。新配送中心还将引进太阳能光伏

板、LED节能灯、雨水回收利用系统等，尽量减少日

常经常中的环境足迹。

SPAR

全球增长

201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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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 

SPAR继续探索全球配送中心网络的前沿技术和新

型解决方案，确保以最短的时间将商品从生产地送

到消费者手中。在整个网络内，SPAR一直处于食品

零售领域配送中心自动化发展的领先地位，在奥

地利、挪威、比利时以及南非建设了多个现代化先

进配送中心。

SPAR中国合作伙伴继续加大力度提高仓库经营能

力，在烟台配送中心引进行业先进的轻量型拣选

机器人。这种货到人解决方案，通过一个仓库管理

系统引导自动导引小车（AGVs）将托盘送到拣货站

点。截止到2021年中期，该配送中心使用AGVs小

车后每小时拣货效率提高34%，每平米SKU拣货

量增加17%。SPAR瑞士合作伙伴也引进了AGVs系

统，用于在收发货区周转供应商托盘，既减少了人

工工作量，又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

聚焦：SPAR的光伏太阳能发电系统

SPAR的光伏太阳能发电系统

SPAR全球成员企业优先引进各类创新设施，比如在门店和仓库安装太阳能光伏板等。这种利用可再生

能源的环保举措，有助于企业降低电力消耗，减少碳足迹。

根据当地光照水平，SPAR南非配送中心安装光伏太阳能发电系统后，白天时段减少电网用电量高达

90%。SPAR大加纳利岛生鲜物流中心扩建了光伏太阳能发电厂，预计每年发电量能达到746兆瓦小时，

减少碳排放量约214吨。SPAR奥地利每年投资约100万欧元，与区域能源供应商紧密合作，扩建太阳能

发电系统。近期，SPAR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昆士兰州）配送中心正在进行升级改造，将利用每年充足的光

照优势，在配送中心安装光伏太阳能发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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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 

经营可持续性是供应链发展的关键，我们要持续

减少经营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荷兰、大加纳

利岛等SPAR全球网络内成员企业，仍在积极安装

太阳能电池板和雨水收集系统。

 不仅收集可再生能源重要，如何应用可再生

能源同样重要。SPAR与优选供应商伏能士国际

（Fronius International）紧密合作，在瑞士、苏

格兰、爱尔兰引进新型机械搬运设备充电桩，提高

设备充电效率。在部分配备太阳能发电系统的设

施里，充电桩还可以自动应用太阳能。

在我们的日常经营过程中，SPAR成员国家正在通

过合理的路线规划减少车辆需求，同时与供应商

紧密合作减少车辆行驶次数。目前，我们的配送车

队从20多个国家收集运输货物，配送量同比增长

35%。

在荷兰，SPAR联合生鲜商品供应商，实施动态入库

计划，即与供应商配合在闲时集中配送，尽量减少

车辆在路上行驶的次数。

在南非，SPAR与供应商合作，合理利用供应商的回

程空车，顺道为SPAR各门店送货。SPAR在南非市

场与这样的主要供应商合作后，减少货物处理次

数53%，减少道路车辆运输次数28%，还有效降低

企业成本和环境影响。

在英国，SPAR与领先快消品供应商合作，引进新型

货物搬运设备设施，根据订单模式减少道路车辆

流量。在苏格兰，SPAR投资187万欧元引进了一组

全新运输车辆，车辆配备最新冷王A400 Advancer

冷藏车厢。新型冷藏车能有效降低能耗约30%，大

大降低碳排放量。

SPAR中国

使用AGVs后

拣货效率提高

34%
SPAR南非

降低货物

处理次数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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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富有热情、聪慧博学的同仁，不论他们在零

售供应链的哪个环节工作，都是SPAR业务发展的

核心力量。SPAR业务分布在全球48个市场，拥有

不同职业阶段的多元化人才网络。重视人才培养，

为每位SPAR人提供岗位培训与发展机会，提供有

竞争力的职业上升空间，是促进SPAR事业长期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

  

人才发展

SPAR业务的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

否吸引、培养和留住优秀人才。面对当前的代际转

变，婴儿潮一代正在陆续退出社会岗位，加上英国

脱欧等当地社会环境变化，企业能根据当地人才

市场情况与实际偏好，科学定制合理的人才招聘、

人才保留与领导力培养策略，这一点尤为重要。

2021年，SPAR印度推出全新的“职业管理模型”

，SPAR奥地利推出新型“领导力模型”。在英

国，SPAR合作伙伴詹姆斯霍尔公司重新设计了新

员工入职路径，注重为员工提供职业成长通

道。SPAR荷兰和SPAR北爱尔兰亨德森集团注重培

养后续人才梯队，根据现有岗位制定明确的岗位

能力要求与标准。

在许多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中，师徒帮带、实习培

训、发展机会等都是企业吸引优秀人才的重要因

素。2021年，共有40多个代表参与了首届线上

SPAR未来领导者培养课程。SPAR在奥地利、瑞士、

苏格兰等国家成员企业，已成功引进或进一步扩

充其师徒帮带计划，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企

业。

在门店层面，SPAR加盟商十分睿智且充满创业创

新精神，一直在不断扩大SPAR门店网络，不仅从

SPAR国际上获得最佳实践经验、享受规模化优势；

同时也为SPAR网络带来全新的专业知识和新兴能

人才

“在SPAR，每位SPAR人都是我

们业务成功发展的重要力量。面

对激烈的竞争环境，是这群充满

智慧和奉献精神的SPAR人，让

我们创造出不同。”

SPAR全球

培训时数达

2,800,000

小时

全球

410,000

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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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INTERSPAR奥地利工作生活平衡

力素质。

SPAR首选雇主 

每位SPAR人都代表着SPAR形象，在打造SPAR首

选雇主的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为

SPAR同仁们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是SPAR品牌策

略的关键组成部分。

2021年仍然是艰难的一年，每位SPAR英雄都在当

地为顾客营造不一样的购物体验。每位SPAR同事

在各自社区里发挥的重要作用从未被忽视。在整个

SPAR网络内，多位SPAR同事为社区做出突出贡

献，获得当地社区的表彰与肯定。比如英国的

Linda Carrington荣获大英帝国勋章，丹麦的

Malene Hansen被评为2021年度FMI优秀店长

等。

SPAR努力打造多元化、包容性工作环境，给每位员

工提供平等的职业发展机会。在英国，SPAR区域合

作伙伴亨德森集团荣获人才投资标准（Investors 

in People Standard）金牌认证，SPAR荷兰和

SPAR南非被评为本国最优秀企业雇主（Top 

Employers）。

为进一步促进SPAR成为首选雇主，SPAR国际更新

了官方网站上的职业页面内容。SPAR成员国家意

识到员工健康与福祉的重要性，为此推出一系列员

工支持措施，比如与员工定期分享新闻邮件，提供

营养建议和医疗卫生支持等。 

混合式工作场所  

现代零售环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改变，

随着当前科技与文化的转型变化，员工看待企业的

视角，以及员工与企业的沟通方式均发生了根本变

化，实际工作场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混合式工作场所，也给企业招聘以及企业与员工的

互动方式打开了新机会，比如新员工不一定要住在

工作场所附近，因此进一步扩大了人才招聘的半径

范围。

员工是SPAR品牌形象代言人，不论他们在供应链

的哪个岗位上。许多SPAR员工的直接服务对象是

顾客，确保SPAR员工具备合格的岗位技能和行为

素质，也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关键。

近年来，培训方法发生了巨大改变，线上培训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受行业影响，零售企业最

适合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培训方法。

SPAR仍在积极开发不同的培训课程组合。SPAR瑞

士推出全新的线下培训学院；SPAR俄罗斯中伏尔

加推出新式数字化培训网站，不仅提供线上培训课

程，还自带数字化人力资源功能。SPAR沙特阿拉伯

引进官方认证的毕业生入职计划（Graduate 

Induction Programme），2022年还将继续深入

开发设计。SPAR意大利联合零售学院意大利

（Retail Institute Italy），为SPAR门店和办公室

员工提供尖端人才培训。

SPAR国际更新了官方网站的人才页面，为人力资

源管理者提供相关资源。新版SPAR培训学院上线，

该平台包含50多小时的培训课程，提供必修课程、

线上讨论会、播客、以及适用于线下课堂的培训素

材与资源。SPAR成员国家可通过SPAR内部平台登

陆进入两个网站。

INTERSPAR奥地利工作生活平衡

平衡好工作和生活，是关乎员工满意度的决定性因素。意识到这一点，SPAR成员国家继续采取各项措

施，确保为员工提供平衡的、有保障的工作环境。

奥地利劳工、家庭以及青年部给Maximarkt等77家INTERSPAR大卖场授予“berufundfamilie”（工作与

家庭）荣誉标识。INTERSPAR中央办公室在2014年荣获该质量标识。该质量标识主要对努力提供家庭友

好型工作环境的企业组织进行认证。为尽量平衡好员工的工作与家庭生活，INTERSPAR奥地利落实了

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实施弹性工作时间制，提供带薪产假，注重家庭观念的管理者培训，采取大量预防

性卫生与健康措施等。

© SPAR / PG Stud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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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平均门店规模M2
含各个区域四大业态

全球平均坪效M2
含各个区域四大业态

全球门店数
按地区

全球销售额
按地区

全球营业面积
按地区

主要 / 区域

西 欧

中 欧 和 东 欧

非 洲 和 中 东

亚 太 地 区

全 球

404 M2

661 M2

1,140 M2

1,776 M2

552 M2

17.1

53.7

11.5

17.7

% 全球占比% 全球占比

8.3

73.3

3.6

14.8

€ 6,421

€ 5,282

€ 4,948

€ 2,114

€ 5,472

“2021年SPAR取得持续增长，

离不开SPAR全球网络内各个领

域里SPAR人的奉献与付出。”

 
Tobias Wasmuht,

SPAR国际总裁

2021 全球

15.4

63.0

4.5

17.1
% 全球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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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占比%
含各个区域四大业态

72% 西欧 

16% 中欧与东欧 

11% 非洲与中东 

1% 亚太

77% 西欧 

14% 中欧与东欧 

5% 亚太 

4% 非洲与中东

46% 西欧 

35% 非洲与中东 

14% 中欧与东欧 

5% 亚太

58% 西欧 

28% 中欧与东欧 

12% 亚太  

2% 非洲与中东

全球销售额
按业态

主要 / 业态

SPAR EXPRESS 便利店< 200M²

满足当今消费者便利型生活需求的独特零售业态。

SPAR 200 – 1000M²

社区超市或生活超市。

EUROSPAR / SUPERSPAR / SPAR综合超市1000 

– 2500M²

较大型综合超市，满足人们一周一次的家庭购物需

求。

INTERSPAR / SPAR大卖场>2500M²

大规模卖场，非食品百货占比50%以上。

全球

全球门店数
按业态

3.6

24.6

13.9

57.9

% 全球占比

1,577

10,397

1,283

336

1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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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销售额按恒定年均汇率换算成欧元计

2021 
年数据

     

 

奥地利 1954  8,559,886   1,519   1,230,191   810 

南非 1963  5,295,235   898   1,024,278   1,141 

意大利 1959  3,997,309   1,374   806,102   587 

英国 1956  3,692,280   2,512   412,610   164 

匈牙利 1992  2,431,781   614   439,153   715 

俄罗斯 2000  2,133,068   439   338,130   770 

西班牙 1959  1,767,955   1,269   524,206   413 

挪威 1984  1,702,380   292   191,358   655 

爱尔兰 1963  1,516,359   456   118,762   260 

中国 2004  1,383,668   330   720,000   2,182 

比利时 1947  1,241,933   317   156,195   493 

法国 1955  1,121,305   898   244,587   272 

斯洛文尼亚 1992  965,619   132   176,224   1,335 

荷兰 1932  828,717   453   111,848   247 

克罗地亚 2004  792,607   125   172,275   1,378 

瑞士 1989  613,302   251   73,575   293 

丹麦 1954  607,752   135   88,243   654 

波兰 1995  385,348   225   106,066   471 

澳大利亚 1994  220,809   119   35,604   299 

博茨瓦纳 2004  220,174   35   36,499   1,043 

印度 2014  188,846   24   101,224   4,218

纳米比亚 2004  158,592   33   34,713   1,052 

尼日利亚 2009  158,024   13   45,863   3,528 

格鲁吉亚 2014  152,169   321   40,684   127

阿联酋 2011  116,610   21   29,421   1,401 

      
 

葡萄牙 2006  115,102   140   34,760   248 

津巴布韦 1969  110,080   39   28,145   722 

莫桑比克 2012  88,751   13   22,210   1,708 

德国 1953  81,889   336   23,520   70 

阿尔巴尼亚 2016  74,597   66   34,078   516 

乌克兰 2001  58,675   76   16,218   213 

沙特阿拉伯 2016  52,979   11   19,008   1,728 

卡塔尔 2015  47,733   4   6,396   1,599 

希腊 2018  42,250   32   15,832   495 

阿曼 2014  31,495   23   12,531   545 

斯里兰卡 2017  30,544   8   6,478   810 

阿塞拜疆 2014  26,104   11   5,168   470 

加纳 2020  25,649   14   5,012   358 

马耳他 2016  22,950   5   3,900   780 

白俄罗斯 2016  22,930   6   3,517   586 

塞浦路斯 2017  18,406   3   2,500   833 

喀麦隆 2014  18,384   8   4,420   553 

马拉维 2014  9,864   7   6,805   972 

巴基斯坦 2017  8,180   3   2,720   907 

塞舌尔 2015  6,180   1   992   992 

科索沃 2019  5,480   4   2,793   698 

赞比亚 2003  2,358   4   5,429   1,357 

伊朗 2017  858   4   894   224 

总计   41,153,163   13,623   7,521,137   552 

国家 国家加入SPAR
年份

加入SPAR
年份

销售额 
（千）

销售额 
（千）

门店数 门店数营业面积 
（㎡）

营业面积 
（㎡）

门店规模
（㎡）

门店规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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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年来，按恒定汇率计算，全球销售额从€336亿增长至€412亿，

增长+€74亿，五年复合增长率5.08%。

过去五年区域增长

中欧与东欧

+€20亿  

+41%

CAGR 8.96%

西欧

+€47亿  

+22%

CAGR 5.14%

非洲与中东 

+€9.60亿  

+18%

CAGR 4.26%

过去五年本地增长举例

奥地利 +€1.85亿  +28%   CAGR 6.3% 

葡萄牙 +€43亿 +59%  CAGR 12.3% 

西班牙 +€378亿  +27%   CAGR 6.2%

过去五年本地增长最快

乌克兰 

+€52亿 +803%  

CAGR 73.3%

荷兰

+€356亿 +76%  

CAGR 15.1%

莫桑比克

+€51M亿 +138%  

CAGR 24.1%

全球销售额（单位亿欧）

全球门店数

格鲁吉亚     +€1.27亿     +529%     CAGR58.3%

波兰              +€1.43亿    +59%        CAGR 12.3%

匈牙利          +€704亿     +41% CAGR8.9%

南非 +€797亿   +18%  CAGR 4.1%

博茨瓦纳  +€70亿     +47%    CAGR 10.1% 

尼日利亚 +€49亿     +46%    CAGR 9.9%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412

388

372

355

338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13,623

13,295

13,363

13,112

12,777

2017 – 2021  
重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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