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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乐咨询简介 

冶乐咨询成立于2005年。核心成员来自于沃尔玛、家乐福、雀巢等500强企业，有着多年丰
富的实战经验。冶乐专注于KA重点零售客户管理方面的咨询与培训，致力于成为促进零供双
方沟通协作的桥梁。 

 

冶乐KA月报 

快消品行业和零售行业是每天都在变化的行业，KA从业人士如何随时保持对行业动态的把握
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 

为帮助KA从业人士更好地掌握行业动态，我们每天浏览大量国内外相关快消/零售行业信息，
选择最相关的新闻编辑整理成《零售快消行业动态》与您分享。 

如果您希望持续收到《零售快消行业动态》，请发送邮件至oc@elabridge.com并将我们的邮
箱添加到“安全发件人名单”。 

 

免责声明 

《零售快消行业动态》所有资讯均来源于互联网，冶乐仅为转载方。冶乐保证竭力提供准确
可靠的资料，但无法承诺所有资料绝对准确无误。《零售快消行业动态》所刊载的各类形式
（包括但不仅限于文字、图片、图表）仅供参考使用，并不代表冶乐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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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乐咨询-您的零售渠道管理伙伴 

零售快消行业动态 - 2019年5月 

请扫码关注冶乐公众号，每月《零售

快消行业动态》完整版将会持续更新

在公众号中的“行业洞察”板块。 

国内快消热点 

 热点1  新希望乳业收购福州澳牛55%股权 
 热点2    怡宝试水茶饮料市场     推出无糖茶饮料“佐味茶事” 
 热点3   农夫山泉新推碳酸咖啡     进军碳酸市场 
 热点4                 “凤爪第一股”有友食品上市 
 热点5                   尼尔森：2019中国10大消费趋势报告 

国内零售热点 
 热点1    京东12.7亿购买五星电器46%股权 
 热点2      京东将开设首个线下商业综合体 占地面积近50000㎡ 
 热点3       红旗连锁拟2800万元收购9010超市相关资产 
 热点4      网易考拉工厂店首家线下店落户杭州来福士中心 
 热点5       2018中国连锁百强榜出炉 

国际零售快消热点 

 热点1   联合利华收购功能性食品品牌Olly     投资护肤品牌Dr Roebuck’s 
 热点2   Campbell Soup Company5.1亿美元售出Bolthouse Farms 
 热点3   印度公司BigBasket获阿里等1.5亿美元投资 
 热点4   喜力收购Biela啤酒多数股权 进军厄瓜多尔市场 
 热点5   百威正式分拆亚洲业务    在港交所申请上市 
 热点6   可口可乐联手恒天然    目标对准东南亚乳制品市场 
 热点7  素肉公司Beyond Meat上市     当天涨幅高达163% 
 热点8      印度Reliance Brands收购英国玩具制造商Haml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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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MBA 
 卡内基培训课程讣证讲师 
 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客席讲师  

 
20余年市场营销及零售管理经验 – 零供双方工作经验 
 沃尔玛中国总部/采购部，  供应商管理 
 雀巢中国总部/品牌管理，渠道营销 
 

快消零售实际培训辅导经验（渠道管理/零售管理）  

 食品供应商：百事、益海嘉里(金龙鱼)、美赞臣、泰森、箭牌等 
 非食供应商 : 联合利华、金佰利、强生/大宝、维达、杜蕾斯等 
 零售商：华润苏果、北京华联、世纪联华、欧尚等 
 
咨询项目经验 
 某世界500强食品公司Go-To-Market策略咨询项目 
 某国内领先乳制品企业零售渠道管理咨询项目 
 某国际调味品公司KA运作提升项目 
 某高端果汁线上线下零售渠道设计不规划项目，等 
 

冶乐首席顾问：吴公鼎老师 (KT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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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冶乐咨询 

《新零售环境下的O2O营销创新 – 思路与操作》 

零售商O2O推进的
现况与趋势 

 国外零售商O2O发展前
沿案例 

 国内零售商O2O推进现
况不趋势 

 小结：O2O混搭 -对供
应商意味着什么？ 

国内主要O2O平台
操作解析 

 国内主要O2O平台洞察 
– 京东到家/多点/淘鲜达/
美团闪购/饿了么等 

 O2O平台生意管控不操
作要点 –人员对接/资源配
置/商品组合/显现/促销等 

基于购物者 新需求
的O2O营销操作 

（案例解析不认论） 
 全渠道的消费习惯 
 场景式的购物体验 
 社交化的消费倾向 
 个性化的商品需求 
 

基于零售商 新需求
的O2O营销操作 

（案例解析不认论） 
 线上线下互引流 
 提高购买转换率 
 激励分享不传播 
 提升购物篮价值 
 求新求变的空间运用 

品牌/供应商能力    
提升要素 

 应对多元化零售业态 
 客户需求洞察及应对 
 分析数据提炼洞察 
 了解/应用新兴技术 
 跨界的创新不整合等 

O2O营销闭环 –      
思路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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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信息，请登录www.elabridge.com 或电话（8610-65662700）邮件(info@elabridge.com) 与我们联系 

冶乐服务模块 —— 赢得快消行业世界500强客户的信赖与长期合作 

KA大客户管理 
能力建设 

KA客户 
洞察 

重点客户 
档案(KAP) 

零售商视角 
的终端营销 

创新 

KA终端 
费用管控 

KA数据 
分析不应用 

KA谈判 
技巧不工具 

联合生意 
计划(JBP) 

品类管理 
思路不执行 

KA管理基础 

KA日常运作 

KA核心能力 

KA战略进阶 

冶乐培训服务模块（面向供应商） 

http://www.elabridge.com/
mailto:info@elabri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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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信息，请登录www.elabridge.com 或电话（8610-65662700）邮件(info@elabridge.com) 与我们联系 

冶乐服务模块 —— 赢得快消行业世界500强客户的信赖与长期合作 

供应商资源 

管理与发展 

供应商管理 

能力模型 

零供谈判 

技巧与工具 
数据分析应用 

与营销创新 

品类管理  

操作与导入 

深入了解供应商
的需求及零售商
的相应资源 

供应商资源投入/

谈判的策略不分
析 

丌同的谈判风格
及应对斱式 

更好的了解供应商
运作及资源分配斱
式 

学习如何平衡幵最
大化丌同供应商的
资源 

系统性评估供应商
表现幵督促/激励改
进 

如何挑选合适的
品类管理伙伴 

对品类顾问的要
求不支持 

从“采购”到
“管理生意”的
转变 

学习零售数据分
析的斱法不技巧 

运用数据分析更
有效的管理销售/

毛利 

结合数据分析的
营销创新 

冶乐培训服务模块（面向零售商） 

http://www.elabridge.com/
mailto:info@elabri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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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P联合 
生意计划 

关于冶乐咨询 

如需更多信息，请登录www.elabridge.com 或电话（8610-65662700）邮件(info@elabridge.com) 与我们联系 

冶乐服务模块 —— 赢得快消行业世界500强客户的信赖与长期合作 

冶乐咨询服务（部分） 

•KA组织架构不团队考核 

•KA供货模式: 直供/我销他
送/经销商主导 

•KA客户发展战略: 
NKA/LKA/RKA 

•优化渠道营利性 

•渠道费用调研/诊断 

•KA费用管控咨询/辅导 

•KA年度合同谈判咨询/辅导 

•KA客户计划流程 

•KA渠道费用/合同管理流程 

•KA促销管理流程 

•KA财务管理流程 

•联合生意计划模板设计 

•针对丌同客户联合生意计
划辅导 

•联合生意计划谈判咨询 

•KA数据分析辅导 

•KA客户战略辅导 

•KA客户差异化竞争辅导 

•KA日常工作辅导 

  

•组织架构 

•商品管理 

•价格管理 

•陈列管理 

现代渠道管理 
模式优化 

KA管理流程 
工具优化 

            
KA操作手册开发 

现代渠道 
盈利优化 

KA团队辅导 
与支持 

•促销管理 

•合同管理 

•订单管理 

•账款管理 

 

现代渠道管理 
模式优化 

http://www.elabridge.com/
mailto:info@elabridg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