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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电商：提供放心乳品便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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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清明，1981年进入达
茂旗乌兰牧骑，1985年考入
内蒙古艺术学校（今内蒙古
艺术学院）进修班，1986年
考入西北民族大学音乐学
院学习声乐。2009年被评为
国家一级演员。2002年起任
内蒙古德德玛艺术学院声
乐系教授，2013~2016年任
内蒙古德德玛艺术学院声
乐系主任。2014年至今任内
蒙古民族艺术剧院国家一
级演员男高音歌唱家、内蒙
古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声乐
系教授。

1981年，吴清明从达茂
旗民族中学高中毕业后进
入达茂旗乌兰牧骑，学习舞
蹈、声乐以及三弦演奏，由
于勤奋刻苦，很快成为一专
多能的骨干队员。上世纪八

十年代初的吴清明，是一个
不到20岁的毛头小子，但在
乌兰牧骑工作的5年间，他
比年长的队员们都有干劲
儿、有激情、能吃苦，经常主
动要求进农村下牧区，奔波
于1.8万平方公里的达茂草
原，5年时间演出上千场次，
平均每年200场。那个时候，
虽然忙碌、辛苦、劳累，但吴
清明感到的始终是充实和
快乐。

有一个故事让他至今
记忆犹新：“有一次我们在
牧区演出，回来的路上下起
了暴雨，我们一行近20人坐
在一辆东风卡车的车斗子
里，司机发现回百灵庙镇的
路断了，只好带我们到一户
牧民家里。牧民一家看到乌
兰牧骑演出队来了，很热情

地招呼我们，可当时条件太
差，家里地上都站满了人还
是有队员进不去。我看到他
家外面的羊圈还是有顶子
的，立即召集队友们一起动
手打扫羊圈，然后把沾了煤
油的布条缠起来点燃挂在
羊圈上，便开始给这家牧民

演出。虽然牧民一家只有5
个人，我们仍是认认真真表
演每一个节目。之后把卡
车上的苫布铺在羊圈里，
队员们挨在一起相互取
暖，睡到天亮……”吴清明
回忆说，当时条件艰苦，我
们这支“草原上的红色文艺

轻骑兵”真正做到了以天为
幕布，以地为舞台”，扎根草
原，传承和弘扬着服务农牧
民群众的“轻骑兵”精神。当
时在乌兰牧骑工作，不单单
是表演舞蹈、声乐类节目，
也经常表演骑马、骑骆驼、
摔跤等传统民族项目。

如今功成名就的吴清
明，经常随团出访演出，已
到过法国、德国、澳大利亚、
挪威等十多个国家。同时，
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
学生，遍布全国各地。虽然
取得了今天这样的骄人成
绩，但吴清明在不同场合都
会说：“其实我是一名乌兰
牧骑的老兵，乌兰牧骑是我
艺术人生的起点，是乌兰牧
骑培养了我。”言语之间透露
出他对乌兰牧骑割舍不断

地情怀。
从草原深处一路走来

的吴清明，依然不忘初心，
心系草原，心系乌兰牧骑。
当得知习近平总书记给苏
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回信，吴
清明激动异常。他不计报酬
和辛苦，主动帮忙参与到达
茂旗乌兰牧骑新创作歌曲
《我们是草原轻骑兵》的录制
中，帮助联系呼和浩特市最
知名的录制老师，组织最优
秀的合唱团，请最好的演奏
家配乐，每天加班到深夜，
有时竟忘了吃饭，最终在很
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首歌
的录制。如今，这首歌曲正
在被达茂旗乌兰牧骑的队员
们传唱着，悦耳的歌声飘荡
在广袤的草原上，飘荡在牧
人的心中。 文/海 清

清晨，北京市丰台区的
杨先生从京东商城伊利旗
舰店订购了一件安幕希酸
奶，下午下班回家后，杨先
生已经喝到了新鲜浓郁的
酸奶，一天的疲惫瞬间被融
化。信息化时代来临，网络
购物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伊利洞
察先机，果断与京东、天猫
合作发展电商，利用互联网
为消费者提供丰富、高品质
的绿色乳品，给消费者带来
了全新的消费模式。在刚刚
过去的2017年，伊利电商销
售再创奇迹，特别是“双十
一”，伊利品牌全网销售突
破2亿，稳居行业第一；在
2018年春节前的年货节上，
伊利产品在天猫和京东平
台的销量同比增长均超
200%，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通过网购平台享用了优质
健康的伊利乳品。

鼠标一点牛奶到家

打开京东或天猫的伊
利官方旗舰店，金典系列、
安幕希系列、谷粒多系列、
byebye君系列、QQ星儿童
奶系列、舒化奶系列、奶粉
系列等数十种乳制品一应
俱全，满足不同人群的需
求。消费者只要点击一下鼠
标，选择好产品后付款，几
分钟内就可以完成订购流
程，消费者足不出户就可以
喝到安全放心的牛奶，省时
省力更省心。

“我家有老人和孩子，

牛奶和酸奶是生活的必需
品，每隔半个月就要购买一
次。由于平时工作忙，没有
时间去超市，除了生活用品
外，乳制品也成为我网购的
一部分。这几年，我习惯在
京东商城伊利旗舰店购买
乳制品，不仅种类齐全、品
质有保障，还有优惠活动，
最重要的是产品直接送货
到家，十分方便。”北京市通
州区的王女士感慨道，自从
能在网上购买乳制品后，给
她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

随着人们消费习惯的
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
了网络消费模式，而伊利电
商以其丰富、高品质的健康
乳品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
信赖和喜爱，成为消费者心
中的高品质品牌，其业务得
到高速发展。2017年伊利集
团发布的三季报显示，公司
的电商销售对整体业绩的
带动明显，2017年上半年，伊
利天猫旗舰店同期增速超过
300%，在京东超市牛奶品类
销售额占比升至21%，渠道
掌控能力和产品渗透率进一
步提升。据凯度消费者指数
发布的报告显示：每天有1亿
多份伊利产品到达全国消费
者的手中，每年有超过11亿
名消费者能够享受到伊利的
产品和服务。

最快当日下单当日达

“早上下单晚上到，送
货速度真快，很不错，非常
满意的一次购物体验。”“酸

奶收到了，日期很新鲜，口
感非常好，价格也很划算，
最重要的是物流飞快，值得
推荐给小伙伴们！”“多次购
买了，快递很快，方便快
捷。”在京东商城伊利旗舰
店，记者任意点开一款产
品，就会看到许多消费者的
好评，这些好评除了凭借伊
利是可信赖的品牌外，高效
的发货速度同样重要。

近日，记者来到伊利京
东北京协同仓，仓内琳琅满
目的产品按种类整齐地摆放
着，30多名工作人员有的贴
签、有的包装、有的搬运……
他们干劲十足，争分夺秒地
忙碌着，为的是让每个订单
产品及时送达消费者手中。

据了解，占地面积为
2000平方米的协同仓于
2017年10月正式运营。考虑
到未来的业务发展，该仓可
以存放20万提产品，目前每
天约发货1.2万提。协同仓
的主要功能是对所有伊利
在京东平台的订单进行分
拣、贴签、包装，最后发运到
京东分拣中心，业务范围辐
射华北地区。协同仓每天分
8个波次运行，一个小时内
需要完成一个波次的所有
订单。每个波次的货品发运
到京东分拣中心后，最后一
步由京东的物流来完成，实
现每天11时前下单，当日送
达，23时前下单，第二天11
时前送达。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每
件货品都能及时送达消费
者手中，协同仓的工作人员

会对所有订单全程跟踪，确
保货品完好无损地送到千
家万户。

大数据挖掘消费者需求

2016年11月，伊利发布
了一款针对互联网年轻消
费者的新品byebye君，得到
了年轻消费者的青睐。
byebye君在产品设计阶段，
伊利就基于电商大数据，洞
察到线上购买牛奶的年轻
人往往更追求生活品质。
byebye君的定位，是倡导他
们与灰色时刻的自己“说再
见”，同时与产品功能相结
合，给年轻人提供量身定制
的品牌体验。

记者了解到，伊利通过
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电商
平台的运营情况，包括目前
有多少消费者进店浏览，有
多少消费者已经下单，消费
者喜欢哪些产品……这样，
就能及时掌握消费者的购
买习惯及需求。通过汇总这
些数据，再制定精准的营销
手段，为消费者带来个性
化、高品质的购物体验。

伊利一直以品质著称
的同时，其持续的市场创新
给广大消费者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作为乳业领军企业，伊
利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深度
挖掘消费者行为，从而创新
研发与消费人群需求匹配度
更高的创新产品。如成功打
破地域限制的常温酸奶安慕
希、攻破技术难题将谷物添
加至液态奶的谷粒多牛奶、

特别添加丹麦进口复合
A+BB菌群的畅轻系列产
品、采用8小时现制稀奶油工
艺的伊利牧场“甄稀”等等。

在金领冠问世之前，中
国婴幼儿奶粉的研制缺少中
国母乳的参照标准。为此，伊
利于2007年建成了中国首
个母乳研究数据库，研究资
料涵盖全球多达49个国家和
地区的20000多个产品。依托
母乳数据库的研究成果，
2008年，伊利开发了“金领
冠”系列婴幼儿配方奶粉产
品，为中国宝宝研制出首款
专属产品，并且从一上市就
受到了消费者的热捧。目前，

“金领冠”已经成为婴幼儿奶
粉的领导品牌之一。

如今，随着大数据技术
在市场营销领域越来越大
有可为，伊利在产品研发领
域也走得越来越快，这些产
品问世后所受到的追捧，也
验证了伊利一以贯之的创
新逻辑所体现的真知：得消
费者心者得天下。

目前，伊利产品金典、
安慕希、谷粒多、金领冠、每
益添、畅轻等大众熟知的品
牌在京东、天猫等电商平台
持续畅销。

刷新电商销售纪录

2017年10月12日，伊利
携手京东共同举办的中国
乳品行业第一次超级品牌
日大获成功，刷新了伊利在
京东平台单日销售量的最
高纪录，全天销售额是2016

年“双十一”的5倍。其中，牛
奶共计卖出80万提，奶粉共
计卖出52万件，QQ星有机
奶新品首发销售额创京东
儿童奶制品新高。

2017年“双十一”，伊利
全网销售额10分钟内破千
万，1小时内超过2016年

“双十一”全天销售额，当
日8时首家销售额突破1
亿，伊利成人奶粉主力产
品1小时内全部售罄，伊利
金典有机奶荣获高端白奶
销售冠军。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
今天，伊利在电商渠道取得
的成功，源于伊利始终坚持
以品质为核心。作为连续位
居全球乳业八强、蝉联亚洲
乳业第一的公司，伊利以“伊
利即品质”为企业信条，以

“成为全球最值得信赖的健
康食品提供者”为企业愿
景，致力于生产100%安全、
100%健康的乳制品，切实
提升了伊利在消费者心目
中值得信赖的企业形象。

2018年，伊利电商定
下新目标！

2018年，伊利将积极应
对新形势下的新挑战，为消
费者打造“全渠道”消费模
式。通过优化供应链体系、大
数据整合、产品溯源、开放分
销网络能力，与行业共同探
索在无人终端、B2B、线上下融
合等新物种的合作，以价值驱
动，继续深化与京东和天猫的
合作，为用户带来更多的消费
空间和更优的消费体验。

文/本报记者 郑慧英

吴清明：我是一名乌兰牧骑的老兵

吴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