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暖风频吹 商务部推进品牌便利店建设
品牌化连锁化发展 提升消费品质

本报记者 贺 阳

便利店所蕴含的巨大消费潜力
有望被全面“激活”。

7 月 11 日，为适应消费升级趋
势、健全便民商业设施、提高消费便
利性和居民生活品质， 商务部发布
了决定在全国推进品牌连锁便利店
建设工作的通知。

近年来， 我国品牌连锁便利店
加快发展， 增速连续多年位居零售
业态前列。 便利店是最贴近老百姓
生活的零售业态， 是满足人们便利
消费需求、服务民生的重要载体。

但目前便利店行业仍然存在品
牌连锁门店总量不足、布局不合理、
服务功能不完善、 经营能力不强等
问题。

强调品牌化连锁化

比起便利店来， 大多数人可能
更熟悉的是另一种业态———夫妻
店。而随着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再
加上城市功能的改变， 夫妻店的缺
点也变得愈发突出：商品品类不全、
货源难以保障、 环境卫生条件较差
等等， 这些使得夫妻店已难以满足
现代人的日常需求。

与之相对，连锁化、品牌化的便
利店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
部分。

商务部表示， 品牌连锁便利店
是指统一形象标识、统一门店管控、
统一设施配置、统一服务标准、统一
商品采购、统一物流配送，以直营或
加盟方式开展经营的便利店。 而仅
有统一的商号和标识， 在其他方面
标准化程度较低的企业将不被列入
品牌连锁便利店的统计范围。

中国商报记者了解到， 本次品
牌连锁便利店发展工作将以城市为
单位推进。

政府层面， 各地将针对影响品
牌连锁便利店发展的突出问题，借
鉴北京、西安、福州等城市的做法，
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
境为重点， 推动出台支持品牌连锁
便利店发展的政策。

2018 年，北京市商务委曾联合
六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便利
店发展的若干措施》， 推出 19 项支
持政策措施。今年 2月，西安市政府
也印发了《西安市大力推进便利店
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支持连锁品牌
便利店的发展。

据了解， 北京与西安针对便利
店配套政策的出台在区域方面实现
了突破， 地方政府政策的支持为便
利店提升服务水平提供了保障。 但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 各地区针对便
利店的政策尺度差异很大， 政策瓶
颈需要从全国范围内做进一步突
破。

政策层面，未来将从店铺选址、
注册登记、经营许可、技术应用、供
应链建设等方面予以支持， 为便利
店的发展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强调，要
充分认识发展品牌连锁便利店的重
要作用。 当前实体零售转型压力较
大，增长放缓，但便利店依然保持着
两位数的增长， 适应了当前实体经
济转型升级的方向。 当前推进便利
店业态发展， 既是贯彻中央重要决
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又是
品牌连锁便利店自身发展的需要，
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
感。

诸多难题待解

虽然便利店行业目前处于整体
高速发展的时期， 但亟待破解的难
题仍不容忽视。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
《2019 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表明，
2018 年中国便利店行业增速达到
19%； 便利店实现销售额 2264 亿
元，门店数量达到 12 万家，行业增
速达到 19%； 便利店行业市场规模
超过 2000亿元，单店日均销售额超
过 5300元， 较 2017 年同期增长约
7%。

数据显示， 截至 2017 年底，我
国内地的便利店已超过 10万家。从
今年 1 月开始， 日系三大便利店
7-11、全家、罗森在我国的门店数量
均达到 2000家以上。便利店行业融
资事件超过 70 起，至少有 100 亿元
资金涌入。

值得注意的是， 便利店这一业
态在我国的发展十分不均衡， 基本
上呈现“南胜北衰”的分布特点，南
北发展区域分化十分明显。

从城市布局来看， 深圳的大部
分大型住宅区的 500 米以内基本上
都会配备一家便利店， 其中有七成
是 24 小时营业;上海以 56.74%的便
利店城市覆盖率仅次于深圳， 排名
第二；而在北京，每 7158 人才拥有
一家便利店。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表
示，我国便利店发展城市分布不均、
区域化明显，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除了发展分布不均以外， 随着
资本寒冬的到来，成本高企、盈利难
题待解也成为便利店领域集中的问
题。

业内人士分析， 便利店行业实
际上经营的是“弯腰捡钢镚儿”的生

意。也就是说，便利店行业需要不断
积累。只有到达一定规模以后，规模
经济产生价值才可能带来盈利。

公开资料显示， 目前能够实现
盈利的便利店品牌只有少数几家，
如全家、罗森。就连知名的日本便利
店连锁企业 7-11 在中国也不能做
到稳定持续盈利。

连锁便利店全时， 因受母公司
资金链断裂影响，自去年 11 月以来
在北京已关店约 90 家。 今年 1 月，
全时便利店华东、重庆共 94 家便利
店已经被罗森接手。 截至今年 2 月
13日， 全时在北京的店铺剩余 320
家左右。这意味着，在几个月间全时
的关店比例超过了 20%。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数据显示，
我国 84%的便利店毛利低于 30%，
而日本 7-11 的毛利已超过 30%，
其中主要原因在于， 自有品牌单品
占据了 70%，而我国 80%便利店的
自有品牌单品小于 10%。 由此可以
看出自有品牌产品能够给便利店带
来更高的利润，特别是生鲜类产品，
其整体毛利在 40%左右， 高于便利
店 10%的管理费收益。

租金高企已成为便利店行业绕
不过去的坎儿。《2019 年中国便利
店景气指数报告》显示，2018 年，我
国 46%的便利店门店租金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上涨， 店租的上涨对于门
店的可持续运营带来了极大威胁，
有些门店甚至因为店租的过度上涨
而闭店。

参考其他国家的案例， 美国
60%的便利店都是加盟店， 其余则
是大型公司运营的直营店， 租金低

廉；日本加盟店比例高达 90%以上，
店面均为店主自有房产， 也省去了
租金成本。因此，要降低便利店租金
成本， 只能让加盟店主带着自有店
面加盟，便利店不再为其支付租金，
但这一发展方式目前在国内仍然较
难实施。

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商务部本次发布的《品牌连锁
便利店发展工作方案编制要点》明
确了我国便利店行业的“三年发展
目标”。

中国商报记者了解到， 发展目
标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设定。 在
发展数量上， 要明确品牌企业和品
牌连锁门店两个量化目标， 同时结
合当地实际，围绕打造“一刻钟便民
生活服务圈”，从社区、距离或人口
等维度设定结构化发展目标。 重点
发展连锁门店总数 50 家以上、知名
度诚信度高的品牌连锁企业。

在发展质量上， 将重点体现便
利店在完善服务功能、 提高服务能
力、 提升现代化水平等方面取得的
成效。

方案还鼓励延长便利店营业时
间， 支持开设 24 小时营业便利店。
支持品牌连锁企业自建或采用第三
方物流服务，实施共同配送、集中配
送， 建设集约、 高效的物流配送体
系。

可以预见的是， 便利店行业未
来的竞争将更加激烈。罗森宣布，到
2025 年要在中国开出 10000 家门
店；全家便利店公布将在 2024 年实

现 10000家门店目标； 阿里巴巴和
京东都推出了面向夫妻店的改造计
划： 阿里巴巴宣布要在 1 年内开设
10000 家“天猫小店”；京东则宣称
未来 3 年内将开设 100 万家冠有京
东品牌的便利店。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指出，要
准确把握新时期便利店发展的方
向。当前，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信息技术的应用影响巨大， 便利
店也要与现代技术深度结合， 创新
发展模式， 实现数字化、 智能化发
展，推动转型升级，提高经营效率与
服务水平。要发展智慧服务，实现线
上线下一体化，与消费者无缝连接，
推广自助、扫码、刷脸结算功能，鼓
励数字货架、 电子标签等技术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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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店是最贴
近老百姓生活的零
售业态，也是满足人
们便利消费需求、服
务民生的重要行业。
商务部近日发布通
知，要求各地要抓紧
制定品牌连锁便利
店发展工作方案，推
动便利店品牌化连
锁化发展，提高消费
便利性，提升消费品
质。

‘‘
便利店是“弯

腰捡钢镚儿” 的生
意， 积累到一定规
模以后， 规模经济
产生价值后才可能
带来盈利。 图为消
费者正在选购商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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