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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访谈

提炼产品卖点、力促人货分离，她用行动消除西堤商圈低端混乱的偏见

巧动“手术” 她推动专业市场转型

人物：

何芳

，南方大厦总经理

信息时报讯（记者 郭展鹏）

“很多

人觉得西堤商圈卖的都是低端货，但

这其实是误会。 ”近年来，南方大厦总

经理何芳积极推动专业市场转型，以

新型的智慧综合体重塑专业市场，升

级为生产与研发分离、 商务与基础服

务分离、 线上线下高度融合的新型业

态， 输出好产品给各个电商平台及电

商卖家。 她坚信，通过对传统业态的重

塑，能改善西堤商圈给人“乱”的感觉。

“寒冬”来临前 积极布局

作为百年老字号， 南方大厦见证

着时代的发展，承载着老广州的回忆。

15 年前， 南方大厦转型为国际电子数

码城。 市场内产品畅销欧美、拉美、中

东、东南亚、非洲等世界多个地区，成

为中国最具规模的手机配件产品外贸

批发市场。 大概 10 年前，电商兴起，发

展迅速，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 由于南

方大厦商户主要以外贸批发为主，电

商的冲击力，商户还没有深刻的体会。

2013 年，何芳敏锐地察觉到，未来可能

会经历寒冬，她开始思索应对方法，为

发展作布局。

南方大厦手机配件网在她的提议

下建起来了，该网是一个垂直平台，针

对国外市场进行交易。 但是，由于关检

商税汇率等原因， 网站并不能进行交

易，只能发布信息，展现产品。 何芳与

团队成员到东南亚、中东、非洲、欧洲

等地推介网站，效果并不理想。 此时，

南方大厦的商户并没有像其他经营实

体经济的商户那样受到冲击， 他们的

经营状况仍然可观。 有商户表示，线上

经营导致散单增多，碎片化严重，会分

散他们的精力。 因此，他们只打算做好

线下，以批发为主。

免费为商户服务 共同转型

何芳与团队没有因此放弃， 经过

思考、重组，对原有的电商平台进行改

版。 何芳介绍，改版后，由垂直平台改

为供货平台， 直接对外国大的电商平

台进行供货。 平台不仅仅像过去那样

只是产品展示，可以进行线上交易。 此

外， 还与国内大的电商平台进行沟通

合作， 商户货品可以直接在开通的平

台进行多渠道交易。

凭着对市场的敏锐观察， 何芳明

白，假如不主动改变，能否熬过寒冬是

个未知数。 她采取不对商户收取费用

的方式， 希望商户加入到线上交易的

行列中，把量做起来，共同转型。 经过

她与团队的努力，成效逐渐呈现。

某商户开发了一条新的数据线，

与传统数据线相比， 新的数据线增加

了充电完成后停止充电的功能， 还配

置小灯显示充电状态：绿灯充电，红灯

满电。 按照以往商户的做法，会在商铺

内将所有数据线铺开， 让买家自己挑

选。 有了电商平台以后，何芳与团队对

数据线的功能进行提炼， 把她命名为

“会呼吸的数据线”， 结果在电商平台

上大卖。 商户也改变了只做线下的想

法。

何芳近年一直在尝试推动产业带

的升级转型， 推动制造工厂与广大卖

家、分销商的深度融合，推动制造工厂

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 在她的构想

中， 未来南方大厦实现人货分离， 商

场内只有样本， 买家看中商品， 线上

进行下单， 商户直接从工厂出货 ，

杜绝大量货物进入商场。 “很多人

来到西堤商圈觉得乱， 其实是因为

商户用手推车运送货物到商铺， 从

商铺出货。 在南方大厦我们不允许

这样做。” 她表示， 研发电商平台，

除了是要符合市场趋势， 另一个重要

原因是实现货物不进入西堤商圈， 杜

绝手推车拉货占道现象。 “环境变好

了， 人们对西堤商圈也就改观了。”

目前， 她正在配合政府要求， 设计方

案对南方大厦进行新一轮升级改造，

输出好产品、好服务。

既是党员又是企业家，来穗20多年他坚持踏踏实实做生意

初心不变 诚信经营赢得口碑

人物：

程启富

，广

州市荔湾区电子商会党支部书记

信息时报讯（记者 郭展鹏）

“我出来

广州打拼有 20 多年了，以前在老家当村

长。 ”在南方大厦内，广州启富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程启富经营着手机钢化

玻璃膜等产品。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广州

市荔湾区电子商会党支部书记，把党性

融入到生产经营中，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和服务质量，树立诚信经营模范。

诚信经营 广交好友

程启富是重庆市万州区

人， 毕业后成为村长， 那年

他 21 岁。 凭着优良的表现，

出色的政治素养， 担任村长

期间， 他成为一名共产党

员。 他曾在老家教过书， 任

过村书记。

农村经济条件较差， 程

启富思考着改善家

乡经济状况的方法。

上世纪 90 年代初，

他决定来广州看看，

了解市场经济， 掌

握先进的技术。 来

到广州后， 他便成

了厂长。 后来， 他

在西堤商圈开铺 ，

经营手机配件生意。 “无论身份怎么转

变， 我的初心始终不变———以诚为本。”

他说自己经商以后没遇到什么大的

挫折， 关键是诚信， 与买家、 同行都成

了朋友。 他经营的货物以外贸为主， 有

一次， 中东的买家收到手机膜后， 告诉

他商品出现损坏。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

问题呢？ 一般来说， 他的商品是经过海

运到达买家手中， 当时正处盛夏， 商品

在集装箱内经过长达两个月的海上运输

才到达中东。 “应该是天气炎热， 导致

手机膜出现变形。” 判断问题出现的原

因后， 他重新准备了一批手机膜发给买

家， 期间没有再收取任何费用。 正是他

的这种诚信经营， 为他赢得了口碑， 交

上了众多朋友。 他的企业在广州连续四

年被广东省评为“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虽然成了一名企业家， 但是， 他没

有忘记党员的身份。 他说， 成为一名私

营企业家， 一举一动都会直接或间接，

部分或全部的影响到身边的人， 所以他

真诚的做生意， 踏踏实实， 把党员的党

性融入到生产经营中， 不断提高产品质

量和服务质量。

不忘初心 贡献力量

他记得，当初来到西堤商圈时，只有

三名党员。为此，他们在岭南街党工委指

导下成立西堤电子通讯市场党支部。 经

过多年的发展， 西堤商圈发展了多个党

支部，程启富也发展了不少党员。有商家

问程启富，入党有哪些好处，程启富耐心

地为他们讲解。“入党唯一的好处是提高

个人素养。做生意与做人一样，做好人自

然就做好生意。 ”经过他的培养，他发展

的党员贯彻执行诚信理念， 提高了企业

的形象和信誉。

程启富按照上级党组织的要求，认

真主动学习理论知识， 积极参加党支部

开展的各项活动， 全力主持党支部的各

项工作， 多次在党支部开展的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等各种

学习活动中，发表自己的学习体会。他表

示，“之前，我们的商会好松散，很长时间

都没组织活动。党支部成立后，党员之间

经常碰面，一起学习，有了组织的依靠。”

在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 程启

富也一直把关爱社会公益事业放在心

上。 这些年来，他一直热心公益活动，跟

随岭南街深入困难群众中， 探访孤寡老

人，慰问困难党员，到贫困村对点扶贫。

他没有忘记改善家乡经济承诺， 成了重

庆市万州区长岭镇驻广东省流动党支部

书记，充当桥梁的作用，号召企业至当地

发展。

何芳。 受访者供图

程启富。 信息时报记者 郭展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