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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咖啡赛道又热闹了

起来，起因是李宁宣布将在其店内

提供咖啡服务。 根据李宁 2021 年

年报，若全部铺开，李宁将有 7000

多家咖啡店。 不过，对于跨界布局

咖啡市场的玩家而言，李宁入局并

不算早。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同仁

堂及中国邮政等企业早已纷纷跨

界，布局咖啡领域。 为何一众头部

企业都盯上了消费者手里的那杯

咖啡？ 企业争相入局咖啡市场，是

急于“出圈”，还是另有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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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品牌崛起 行业竞争加剧

跨界卖咖啡 巨头争相入局胜算几何

数据

相关数据

显示，2013 年

至 2019 年 我

国咖啡的人均

消费量一直在

上升，2019 年

人均咖啡消费

量由 2018 年

的 6.2 杯增加

至 7.2 杯，预计

到 2023 年 我

国人均咖啡消

费量可达 10.8

杯。

根据德勤

数据，2020 年

我国大陆地区

人均年咖啡消

费量为 9 杯，

仅 为 日 本 的

3.21%、美国的

2.74%及韩国的

2.45%。 这意味

着我国的咖啡

市场仍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与

发展机会。

随着饮用咖啡成为年轻人流行的生活方式，我国咖啡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吸引着企业和资本纷纷

入局。 CNSPHOTO提供

本报记者 焦立坤

近日，抖音电商启动了“商家

复产护航计划”，投入 25 亿流量补

贴、超 2 亿元消费券补贴，面向受

疫情影响的商家， 在政策扶持、平

台活动、物流扶持、客服专线四个

方面推出九项帮扶举措，保障消费

者权益和体验，帮助商家恢复生产

和经营热度，为百余城市商家复工

复产“护航”。

据悉，“商家复产护航计划”是

抖音电商在特殊时期持续推行的

扶持计划， 将覆盖上海、 北京、武

汉、长春、沈阳等全国百余城市，并

根据疫情变化及时调整。

对于经营地或发货地位于疫

情影响地区，抖音电商将为符合相

关条件的商家提供运费险补贴和

极速收款权益支持，对相关商家提

供补贴， 帮助受困商家缩短账期、

缓解资金压力。

针对发货地或收货地在疫情

影响地区的订单，抖音电商将主动

延长相关订单发货时效， 豁免揽

收、发运的超时判罚，相关店铺的

物流体验分将自动更新，无需商家

报备。 同时，商家由于疫情原因无

法发货也可通过主动报备获得豁

免，具体调整后的分值以体验分页

面展示为准。

针对经营地或发货地位于疫

情影响地区的新商家，抖音电商将

提供减免企业认证费用、零粉丝挂

购物车的福利。

自今年 5 月 15 日起， 抖音电

商在平台内开启“百城品质购”活

动，投入 25 亿流量补贴，推出“好

物直播间”等兴趣电商玩法，邀请

平台达人、抖音电商官方直播间与

商家合作近百场直播，为商家免费

带货，降低其经营成本。

抖音电商将在活动中发放超

2 亿元消费券补贴，提升消费者购

物体验，助力商家商品销售。

活动还推出“任务赛”玩法，鼓

励商家自主直播带货，每日开播并

完成相关任务的商家，将获得抖音

电商提供的流量扶持和千川券补

贴。

受疫情等不可抗力影响，部分

地区物流受限。 从今年 3 月起，抖

音电商便推出了疫情“快递保障”，

邀请中国邮政、中通快递、圆通快

递，在赔付兜底、履约保障、价格承

诺等方面提供服务，为商家履约和

消费者购物提供物流运营保障。

在物流扶持方面，抖音电商将

为相关城市的商家提供供应链云

仓服务，保障商家仓配一体物流运

营，同时提供物流费用补贴，提升

商家经营效率。

抖音电商已为商家开通客服

专线， 提供在线和热线双侧服务。

今年 5 月 15 日至 6 月底， 该专线

团队将“7×24 小时”响应关于商品

调度、物流协调、平台活动等多方

面的咨询服务。

据悉，“商家复产护航计划”还

将结合“抖音 520 宠爱季”和“抖音

618 好物节”等平台活动，为商家

复工复产提供多重流量和资源扶

持。 从今年 3 月起，抖音电商已在

受疫情影响地区推出了多项举措，

为地方商家纾困解难，降低疫情对

其经营的影响，为广大消费者和商

家提供保障， 提升购物和经营体

验。

当下，饮用咖啡已成为年轻人

流行的生活方式。 无论是在商场、

办公区，还是书店等场合，来一杯

咖啡成为众多人的选择。

近日发布的《2021 咖啡健康

化趋势洞察报告 》显示，在主流饮

品的国民健康认可度调查中，咖啡

位居前列。除了备受普通消费者青

睐外，近两年，以高蛋白、植物基等

为卖点的奶咖产品持续热销，爆款

频出；冷萃、气泡等低脂、低热量品

类则受到健身人士欢迎。咖啡健康

价值的加速普及，有望带动咖啡消

费进一步上涨。

德勤中国及穆棉资本联合发

布的《中国现磨咖啡行业白皮书》

显示，一二线城市作为咖啡文化的

首要渗透地，养成饮用咖啡习惯的

消费者摄入频次已达到成熟咖啡

市场水平。同时消费者在习惯养成

的过程中会不断提升咖啡摄入频

次，咖啡已逐渐由“赶时髦的饮品”

转变为“日常饮品”。

过去，我国咖啡市场主要被国

外品牌所主导，现磨咖啡中星巴克

等咖啡连锁企业拥有庞大的粉丝

群体。 但如今，我国咖啡市场开始

进入品质化消费阶段，本土咖啡品

牌纷纷崛起，创新层出不穷，行业

竞争也愈发激烈。

而相较于对咖啡品质的追求，

消费者更加追求性价比。近日，“为

什么年轻人看不上星巴克了”的话

题登上了新浪微博热搜榜。不少网

友表示，“满大街精品咖啡，性价比

甩星巴克十条街”“如果不是社交

和第三空间需求，星巴克的吸引力

已不大”。

易观分析品牌零售行业分析

师李心怡表示，目前国内咖啡市场

仍处于相对早期阶段，消费潜力巨

大，现磨咖啡高频、刚需，且能满足

消费者生活仪式感需求，在各咖啡

细分赛道中热度最高，增长潜力可

期。“饮品化”和“平价化”是我国现

磨咖啡市场的两大发展趋势，本土

高性价比咖啡品牌潜力最大。

中石油集团昆仑好客咖啡品

牌联合创始人杨富强坦言：“对于

企业而言， 咖啡做的是熟客生意，

依靠高频复购。 咖啡生意‘不能着

急’，需要耐心打磨。 此外，还需等

待国内咖啡消费的觉醒、人均咖啡

杯数的提升等。 ”

工商信息显示，李宁体育（上

海）有限公司日前申请注册“宁咖

啡 NING COFFEE”商标。 北京、广

东、厦门等地的部分李宁门店已经

出现“宁咖啡”的身影，有的只要在

李宁门店任意消费后即可免费获

得一杯咖啡。

李宁公司称：“希望通过优化

店内服务，提升顾客在购物时的舒

适度和体验感。在店内提供咖啡服

务，将是李宁针对零售终端消费体

验环节的一次创新尝试。 ”而至于

门店何时正式售卖咖啡，李宁公司

表示，尚无更多信息可透露。

对于李宁卖咖啡一事，有网友

留言称，“买衣服送咖啡吗”“不如

叫宁的咖啡”。 还有网友表示，“现

在（企业）都在卖咖啡……”“这张

牌，安踏跟不跟？ ”

事实上，随着咖啡行业的快速

崛起，近年来，已经有多家企业跨

界布局咖啡领域。 2018年，中石油

成立了昆仑好客咖啡，并在旗下的

昆仑好客便利店卖起了现磨咖啡；

2019 年，拥有近 2.8 万家门店的中

石化易捷便利店发布了全新品牌

易捷咖啡；2019 年 10 月， 同仁堂

健康药业集团开设了咖啡店知嘛

健康，推出枸杞拿铁、陈皮拿铁等

“药材”咖啡；今年 2 月 14 日，全国

第一家中国邮政直营咖啡店 Post

Coffee 在厦门正式营业……

那么，李宁此次布局咖啡市场

有多大胜算？ 李宁 2021 年年报显

示， 截至 2021 年年底， 李宁共有

7137家门店。 换句话说，一旦李宁

的咖啡服务全面铺开， 将有 7000

多家“宁咖啡”。 据了解，星巴克在

中国有 5000 多家门店， 瑞幸门店

有 6000余家。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

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咖啡行业讲

究两个核心，即品牌效应和规模效

应，李宁已兼具这两项优势。 但其

同样面临着包括咖啡的品质、消费

场景、服务体系以及客户黏性等关

键瓶颈，这些仍有待市场检验。

各大巨头跑步进入咖啡赛

道，显然对咖啡市场有着乐观的

估计。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咖啡行业市场规模已达

3000亿元，预计未来几年将呈现

高速发展的态势，并有望于 2025

年突破 1 万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咖啡也是资

本颇为看好的赛道。今年 2月 28

日，Seesaw Coffee 宣布完成数亿

元 A++轮融资， 由黑蚁资本领

投，基石资本跟投；第二天，同为

精品咖啡的 Manner 宣布将在上

海、 北京等 10 个城市集中开出

200多家门店； 而挪瓦咖啡融资

总轮次已达 5 轮，总融资金额超

2亿元， 纪源资本、 金沙江创在

列。

面对高速发展的咖啡市场，

那些跨界卖咖啡的企业过得怎

么样？

杨富强对记者表示：“好客

咖啡按照不同地区的便利店场

景，分成‘现磨精品咖啡+全自助

云端咖啡+即饮咖啡系列+超级

冻干咖啡’四大产品线，并可以

随机组合。 目前做现磨咖啡的门

店超过 120 家，有零售即饮咖啡

的门店过万家，2021年的咖啡产

品销售总额超过 1亿元。 ”

据介绍， 昆仑好客拥有近 2

万家门店，如果全部开启现磨咖

啡服务，好客咖啡无疑将成为中

国最大的咖啡连锁品牌。 对此，

杨富强表示：“我们不会为了开

店而开店，也不盲目追求开店数

量， 而是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后，

才会给这家店选择盈利模型最

优的产品组合线。 ”据他介绍，从

2017年开始筹建到现在，好客咖

啡的初衷始终是要真正把品牌

做起来，而不仅仅是成为石油业

务的增值服务。

朱丹蓬对记者表示：“醉翁

之意不在酒。 企业不是要通过卖

咖啡赚多少钱，这只是一个服务

体系，让消费者的黏性更强。 ”

一位不愿具名的从业者以

同仁堂知嘛健康举例表示，咖啡

茶饮业务是同仁堂知嘛健康品

牌的流量业务，给同仁堂带来的

是多元化的客户群，也就是说增

加了很多年轻用户，同时可以给

顾客带来更多的增值服务。“养

生咖啡越来越受欢迎， 枸杞拿

铁、陈皮拿铁、肉桂拿铁等都为

同仁堂带来了不少流量。 ”

至于企业跨界咖啡领域未

来谁能取胜的问题， 朱丹蓬坦

言，咖啡并不是这些企业的主营

业务， 跨界卖咖啡只是为了满

足、匹配新生代的核心需求和诉

求， 是企业服务升级的一种体

现。

抖音电商推出“商家复产护航计划”

李宁也要卖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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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债务人名称 债权本金

利息或重组

宽限补偿金

债权基准

日

诉讼情况 担保人名称 担保物

1

勒泰商业地产有

限公司

80000000.00 1855321.36

2019年 6

月 23日

已经提起诉讼，法

院已受理未判决

石家庄勒泰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杨龙飞

石家庄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名下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中

山东路 39号勒泰中心，建筑面积为 14559.88平米的房屋所有权

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2

石家庄勒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1390000000.00 16649111.10

2019年 6

月 23日

已提起诉讼，并于

2021年 11月 2

日取得天津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石家庄勒泰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勒泰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原

石家庄勒泰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杨龙飞

1.石家庄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名下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

中山东路 39号勒泰中心，建筑面积为 100894.53平米的房屋所

有权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2.勒泰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原石家庄勒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其所拥有

的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 39号勒泰中心、建筑面积共计

100894.�53平方米的房产的所有销售收入及 /或租金收益及 /或

物业管理收入及其他收益合同（如有）下的收入或应收款项或应

收收益提供质押担保。

3

石家庄勒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122000000.00 19274305.56

2022年 3

月 20日

已经提起诉讼，法

院已受理未判决

石家庄勒泰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勒泰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唐

山勒泰购物广场有限

公司、河北省大河物

流有限公司、邯郸勒

泰城投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已进入破产

程序）、杨龙飞、张敏

1.石家庄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中

山东路 39号勒泰中心 2号楼 3套房产，合计面积 698.95平米；2.

唐山勒泰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唐山市路北区北新西道

298号 8个商铺，合计面积 636.93平米； 3.河北省大河物流有限

公司名下坐落于鹿泉市大河镇大河村南的“大河物流中心”的土

地及地上建筑物，宗地面积 249274.27平米，房屋建筑面积

152411.16平米；4.邯郸勒泰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邯郸市城内中街以东、沁河以北的地上及地下商业（在建工程），

合计面积 13,153.45平米；5.石家庄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名下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 39号勒泰中心 1、2、4商业写

字楼，建筑面积为 84762.5平米的房屋所有权及其占用范围内的

建设用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4

石家庄勒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保龙仓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168000000.00 42583333.33

2022年 3

月 20日

已经提起诉讼，并

于 2021年 12月

27日取得一审胜

诉判决

勒泰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石家庄市新世界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杨龙飞、张敏、

石家庄市新世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张家口市桥东区

工业中横街北侧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张家口威尼斯大酒店”，建筑

面积 96019.61平米，土地面积 21786.93平米。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拥有对石家庄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企业 4笔债权资产，拟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债务人（共同债务

人）、担保人（担保物）主要位于石家庄、邯郸、唐山、张家口等地区，4笔债权资产均已诉讼，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债权情况明细表

注：1.本公告列示债权本金、利息 /重组收益 / 重组宽限补偿余额，如无特别注明，金额均为人民币元，基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 / 重组收益 / 重

组宽限补偿金、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 /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但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

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误差，具体以相关合同 /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处置方式：拟对上述债权以整体组包、部分组包或者单户组包等多种形式，采取交易平台挂牌转让、公开竞价、拍卖等方式处置。

交易条件：要求买受人信誉良好，需一次性或分期支付转让价款且资金来源合法，并可承担购买债权带来的风险。

交易对象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下列人员不得受让上述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以及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

员，以及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得收购、受让债权的主体。

公告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二十个工作日止。 公告期内受理对上述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征询。 请投资者登录华融网站查询或与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郎先生、文先生、吴先生，联系电话 0311-89291732/89291786。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联系人:薛女士，联系电话 0311-89291718。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