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气爽
赏菊乐
昨天，市民在惠山古镇

景区赏菊。秋高气爽的双休

日，人们纷纷来到这里，欣赏

已进入盛放期的菊花。惠山

古镇景区是我市栽培菊花的

主要基地。

（刘芳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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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首店既有新品牌

又有老品牌创新店

疯狂的排队潮， 仿佛是每个城市对
首店初来乍到举行的最庄重的仪式。 此
前的“十一”黄金周，苏宁极物在无锡开
出的首个旗舰店就迎来了蜂拥而入的客
流。 其将消费与生活场景融为一体的新
模式，配合节日期间的有力促销，使得门
店新增顾客数超过 5000 个，成为国庆期
间销售完成率全国排名第一的苏宁极物
门店。

除了最近入驻的苏宁极物外， 前几
年就有多个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对无锡表
现出了偏爱： 英特宜家把在中国第一个
开业的购物中心放到了无锡； 滴滴将首
个外卖试点运营城市选择在了无锡……
这些企业缘何向无锡伸出橄榄枝？ 地理
区位优越、商业配套完善、国际化程度高
等硬条件优势显然是吸引企业的最重要
原因， 无锡已成为很多品牌扩张进程中
欲占领的重要区域。

据业内人士介绍，首店这个概念，原
本只是国际连锁品牌进驻中国的官方说
法；如今首店不只是品牌新开的“第一家
店”，还包括一些通过老店创新经营业态
和模式形成的新店。 这是一种为消费者
提供综合场景体验的新经济形态， 它不
仅售产品，更售全新的生活方式。 在梁溪

区商务局副局长干雨看来，红豆万花城、
穆桂英城中店等都可被视作首店。 如红
豆万花城在商场内集合无锡非遗项目、
老字号开出“吴韵春秋”体验店，这种商
文旅结合的创新为百货业引入了全新的
模式；穆桂英城中店则通过在产品、经营
模式上的创新， 以更年轻时尚的形式呈
现老字号文化， 吸引了附近酒店的商务
客人以及写字楼的年轻白领，1000 多平
方米的店铺目前日营业额达到四五万
元，坪效产出比老店翻一番。

消费升级下

首店业态创新的示范意义

每次有知名品牌首次进驻无锡，市
民王群总会和同事相约一起去尝鲜，从
餐饮到化妆品到出行方式等等。 王群是
零售行业的一员， 她表示除了想体验产
品、消费模式的新鲜感外，也会从中借鉴
先进的商业模式。

几乎每家首店甫入锡城，都能见到火
爆的场景。 消费者为什么愿意为首店埋
单？ 无锡市商务局相关人士认为，电子商
务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消费场景正慢慢
转回线下。 前几年是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
期，传统零售商有的在竞争中败走，有的
不断转型奋力一搏。 但这几年，网购市场
逐渐饱和，电商平台一方面需要面对越来
越高的获客成本，因此知名电商品牌“三

只松鼠”在无锡 T12、万象城开出线下体
验店； 盒马鲜生在无锡八佰伴开出体验
店。 另一方面，实体零售在新零售形态下，
正回归本源，通过实实在在的促销和服务
提升核心竞争力，让消费者逐步开始转回
了线下体验的消费场景。

此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一系列
促进消费政策的持续推进， 使得消费升
级的需求不断释放， 也促进了消费者对
生活品质的追求日益提升。 在这个追逐
为个性买单的消费时代， 首店一方面为
业态创新提供了积极效应；另一方面，其
稀缺性也在消费者中形成特有的影响
力。 记者在苏宁极物的生活空间中看到，
跨境海淘区、文创潮玩区、图书咖啡区、
高端进口家电家具区等全场景零售实现
了消费内容和商品的重组， 构建了全新
消费体验。 当然，流量成功转化到店的背
后是强大的信息技术的支撑。“作为智慧
零售全新物种， 苏宁极物的商品是基于
整个苏宁易购的大数据去筛选的， 比如
哪些产品在店里、电商平台是爆款产品，
我们就放进来， 这样的策略大幅提升了
销售转化与门店坪效。 ”苏宁极物相关负
责人透露。

从“打卡消费”到长期消费

关键看产品和服务

在市商务局相关人士看来， 首店经

济折射出消费市场的信号： 只要创新商
业模式，就能打开发展新空间。 首店由此
也被视为挖掘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
增强创新动力的重要创新手段， 吸引国
内各大城市竞相追逐：2018 年， 上海最
先单独提出首店经济， 北京商务局随后
发布了《关于鼓励发展商业品牌首店的
若干措施》，成都于今年 4 月举办了首店
经济发展交流大会并发布了中国首份针
对首店经济的调研成果。 而无锡也正积
极丰富首店经济业态， 加强自主品牌的
开发培育， 尤其是鼓励一些有一定经营
规模的老企业开出有别于传统经营模式
的首店，加快培育跨界融合的新型业态，
为消费增长提供新动能。 此外，市商务局
相关人士认为，首店概念还可延伸，第一
次进入无锡的国内外知名品牌， 能够提
升城市商业活跃度的， 也是无锡需要争
取的。

首店使得居民拥有了更丰富的选择。
不过首店如何吸引消费者从一开始的“打
卡消费”转变为“长期消费”，离不开强劲
的内生动力。首店只是吸引居民打开新消
费的第一步，“长红”关键还是看其产品和
服务，是否能真正满足美好生活需求。“如
何更好利用大数据、 线上线下协同等方
式，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并基于这样的需
求进行商业模式和服务的创新， 至关重
要。 ”市商务局相关人士称。

两代人的初心碰撞

“马阿婆，我俚来看看你，给你送点党员学习
材料，顺便收一下这个月的党费。 ”马阿婆边开门
边高兴地说，“来吧、来吧，我早就等你们来了”。这
是广瑞路街道广瑞二村社区的年轻社工看望老党
员马霞的一段开场白。

马阿婆今年 91 岁，是一位有着 71 年党龄的
老党员。她对上门看望她的年轻党员说，“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很有必要。 新中国成
立前我要求入党，动机很单纯，就是要让大家过上
好日子。现在过上好日子的目标早就达到了，奔小
康， 实现美丽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就要靠你们
了”。 年轻社工则表示，马阿婆几十年对党的感情
不变，是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最好诠释，也
是年轻党员学习的榜样。为党努力工作，热情服务
好居民永远是我们追求的方向和目标。 一次两代
人的初心碰撞，给社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增添了新的色彩。 （西风）

“首店”新业态 锡城受追捧
把“打卡消费”转为“长期消费”是创新发展成功关键

近两年来，“首店经济”在上海、北京、成都等国内多个城

市持续升温。在9月28日开幕的无锡金秋购物节上，无锡商

业最集中的梁溪区也发布了《梁溪促销费十条》，将发展首店

经济写入其中。在各大城市竞相追逐首店的同时，业内人士认

为，无锡零售业除了欢迎国内外知名企业落户外，要重点鼓励

有着良好发展基础的老企业借助首店经济等先进经营模式创

新发展，焕发新生机。

□本报记者 朱洁

社区文化认同
让生活更美好

近日，广益街道金和社区工作人员设计的一

款微信表情包受到居民的欢迎。表情包以去年社

区居民投票选出的卡通形象“金金”和“和和”为基

础，把社区形象融入居民日常生活场景中，让社区

治理更具活力，也更容易激发居民对社区文化的

认同。

站在远处看，许多社区外观大同小异，各种文

化设施似乎相差不大。只有真正走进社区，走进居

民的真实生活，才能感受到不同社区文化的独特

生命力。微信表情包看似微不足道，却是社区文化

中的独特一环。社区里的各种业主群、交流群里，

使用社区“专属”的表情包，能让居民感受到自己

的社区有别于其他的社区，增添对社区的归属感

和认同感。有了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能够激

发居民自治的热情，社区治理的很多工作就更加

容易进行。比如社区里的垃圾分类工作，有居民主

动参与会更容易实现。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街道

的东渡名人大厦垃圾分类做得好，一个重要原因

是此前社区自治工作做得好。

微信表情包的设计和运用只是社区治理的一

小步，但社区工作往往就是靠着这样的小步慢走

才让居民有了更加和谐美好的社区环境。比如，一

些社区开展的直播业委会选举、直播党课、业主群

评选文明行为摄影活动等，都是通过点滴的改善

与进步，让居民与居民、居民与社区之间形成更多

的连接，社区生活也由此更加美好。 （王皖杰）

寄畅快语

中国企业管理无锡培训中心（以下简称企
管中心） 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大潮的掀起，于
1982 年由原国家经委和江苏省计经委共同出
资组建的具有国家资质的专业培训机构。在计
划经济年代，承担国家特大型企业厂长经理的
培训任务，现为无锡市属全民事业单位。 近年
来，企管中心先后成为省企业职业经理人才培
训基地、省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培训基地、省中
小企业五星级公共服务平台、省产业人才培训
示范基地等。

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市有
关部门关心支持下， 企管中心秉持“实际、实
用、实效”的培训理念，倡导“不忘初心再创业、
国字品牌再出发”的创业精神，围绕“三化一
性”，即高端化、专业化、规范化、公益性，坚持
政治效益、 社会效益第一， 提升培训质量。
2019 年以来，已举办各类培训班 190 余期，同
比增长 73.5%，培训达 32005 人次，同比增长
43.2%，培训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58.8%。企管中
心已经从单一企业管理培训机构逐步发展成
为以企业管理培训为主， 涉及党政干部管理、
区域经济发展、园区建设、学历教育、大学生创
业辅导培训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培训机构，学
员覆盖北京、上海、重庆、江苏、广东、新疆、江
西、四川、贵州、山东、河南等全国 20 多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1、努力做好省、部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培

训。与国家工信部开展培训合作，举办公平竞
争审查与反垄断工作专题培训班；与国家水利
部人才资源开发中心开展战略合作，举办水利
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研修班；与公安部信息安
全等级保护中心合作举办全国地市级城市首
次网络信息安全专项培训班；与中国高新区杂
志社联合举办国家高新区应急管理专题培训
班；与江苏有线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企管中
心设立“江苏有线培训基地”， 累计举办了近
20 期专题培训班，培训 5300 多人次。
2、努力做好全省职业经理人培训。企管中

心作为省职业经理人培训办公室所在单位，已
累计在全省 27 个城市和地区组织举办中、高
级职业经理人培训班 159 期，培训职业经理人
近 8000 名。在我市举办了中、高级职业经理人
培训班 33 期， 先后有市属大中型国有及民营
企业的近 1800 名企业中、 高级管理者获得了
职业经理人证书，为推动无锡经济与社会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今年以来在无锡、徐州、连云
港、太仓、常熟已举办了 5 期培训班。
3、努力做好“产业强市”培训。围绕市委市

政府的战略部署以及市委干部教育培训领导
小组印发的《2019 年全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要点》，办好国资系统企业骨干、经营管理、党
建工作等 10 期专题培训， 与市工信局等一起
举办市重点企业转型升级培训班 2 期，共培训
2700 多人次。 多次举办“物联网引发的企业革

命”“物联网带来的创业就业机会” 等公益培
训，今年公益培训已达 5785 人。
4、努力做好“促进高质量发展”培训。为兴

澄特钢、朗新科技、上海南华国际物流公司、连
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扬州中燃、苏州城投、无锡
农商行等大中型企业开展具有应用性、 实用
性、针对性的企业内训。 为松下能源、松下冷
机、索尼数字、阿斯利康等无锡高新区知名外
商投资企业举办专题培训班，受到企业和学员
的一致好评。
5、努力做好党政机关部门干部培训。2019

年为青海、重庆、陕西、山东、福建、江苏等地及
我市党政机关部门举办专题培训班近 60 期，
培训 11500 人次以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没有全党大学习，没
有干部大培训，就没有事业大发展。 中共中央
《2018-2022 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中指
出， 干部教育培训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先导性、
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
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中具有
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国企业管理无
锡培训中心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围绕
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服务大局，按照既定的
三年行动计划， 不断谋划高质量发展的新途
径，致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跨越，努力开创
教育培训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可可)

深耕教育培训 当好高质量发展人才的“加油站”“充电站”

鸟瞰中国企业管理无锡培训中心。（潘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