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润发推出mini店、 盒马mini在京连开两
店……受疫情影响，以社区为单位的消费呈现出
逆势增长的态势，这也让不少实体超市争相布局
社区。除此之外，不少电商企业也开始切入社区
商业板块，社区商业再次被推上零售风口。事实
上，早在几年前，社区这片战场便掀起过风浪。然
而，在疫情的催化下，社区市场再次迎来发展良
机，“二次风口”来临。

有分析认为， 由于社区商业的服务半径较
小，客群较为单一，因此从供需关系来看，周边居
民的消费习惯与消费能力将直接决定社区商业
的定位。此外，社区商业不能仅停留在卖货层面，
要实现持续发展，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要比
其他业态更加便利。同时，差异化、特色化也将是
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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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商业迎“二次风口”万亿市场分羹不易

58同城解析二季度人才流动趋势：
京津冀招聘需求环比增长107%，长三角月薪8126元

北京商报2020.7.10

近日，顺义区税务局结合日常征管工作，历时一

个月时间，面向全区4200余家企业开展问需调研，通

过电话沟通、微信交流、日常到所问询等形式，围绕

政策落实、规范执法、便捷服务、信息化建设、廉洁自

律等方面征询纳税人、缴费人意见建议。通过问需调

研，共汇总系统运行、政策宣传、咨询热线及其他方

面4大类10余项问题及建议，有的放矢找差距、补短

板，针对性制定办税服务厅与税源管理所联系人制

度等多项优化纳税缴费服务举措，进一步提升纳税

人、缴费人满意度和获得感。

“顺义区税务局将持续开展调查问需工作，全面

了解纳税人、缴费人的办税需求，扫除纳税缴费过程

中的‘堵点’‘难点’，进一步提升纳税服务工作质

效。”顺义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顺义区税务局全面问需调研 优化纳税缴费服务

今年二季度，随着各大城市应急响应级别的调低，

各行业招聘求职需求呈现出集中释放态势。日前，58同

城发布了《2020二季度人才流动趋势》，对重点城市群人

才流动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58同城招聘研究院数据显

示：京津冀招聘活跃度高，招聘需求环比增长107%；长

江中游城市群求职投递活跃。珠三角平均月薪8157元，

长三角平均月薪8126元，京津冀薪资增长快。

各城市群招聘需求普遍上升
京津冀招聘需求环比增长107%

据58同城招聘研究院《2020二季度人才流动趋

势》统计，今年二季度，京津冀城市群招聘需求较大，

同比增长21.99%，成渝和中原城市群紧随其后，同比

分别增长8.83%和0.16%。这表明，在特殊环境下，政

府部门通过投资拉动产业发展，多措并举促进就业，

创造了较多工作机会，招聘需求相比去年同期有不同

程度提升。

从环比增幅上看，58同城招聘研究院数据反映，

二季度各主要城市群招聘需求均表现出环比上升的

趋势。其中，京津冀城市群招聘需求环比上升排名第

一，达到107.8%。成渝和东北城市群招聘需求环比增

速超过80%，关中平原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招聘需求环

比增幅达70%以上，珠三角、长三角和中原城市群招

聘需求环比增长为60%-70%之间，山东半岛城市群

环比增幅相对较小，也达到了52.18%。与一季度相比，

二季度全国各地企业陆续复工达产，进入了常态化生

产经营阶段，因此招聘需求均大规模集中释放，呈现

出较高的环比增幅。而在各大城市群中，京津冀、成渝

和东北城市群产生了较多招聘岗位，这对求职者而言

无疑是重大利好。

长江中游城市群求职投递活跃
各城市群求职投递增速不低于15%

在求职情况方面，58同城招聘研究院《2020二季

度人才流动趋势》显示，2020年二季度，各主要城市群

求职投递均表现为同比上升趋势，其中长江中游城市

群求职投递活跃度位居首位，同比增幅达到67.81%。

其次是京津冀、中原、珠三角城市群，求职投递同比增

速近30%，关中平原和山东半岛城市群求职投递同比

增幅也在20%以上，其他城市群求职投递同比增长均

不低于15%。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的复产招工季到

来的时间较晚，应聘者的求职需求释放比去年有所延

迟，因此出现了求职需求的较高同比增幅。

58同城招聘研究院数据还表明，与今年一季度相

比，长江中游城市群求职投递环比增幅第一，达到

164.26%。这意味着，二季度，长江中游城市群取得了

求职需求总量与增幅的双冠军。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

的重点城市，武汉市人口流动性的释放，以及公共场

所的陆续开放，让“宅家”已久的求职者也迈出外出求

职步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带来了大量激增的求职投

递活跃度。

珠三角平均月薪8157元
京津冀薪资同比增长6.96%

58同城招聘研究院《2020二季度人才流动趋势》

还对各大城市群薪资情况进行了分析，今年二季度，

珠三角城市群企业平均支付月薪排名第一，达到8157

元。其次是长三角城市群，企业平均支付月薪为8126

元。京津冀城市群企业平均支付月薪同比增长较快，

同比增幅6.96%，月薪为7433元。可见，珠三角、长三

角城市群仍然是高薪就业区域，京津冀城市群的平均

薪资增长水平位居首位。

2020年以来，58同城招聘发布了一系列就业数据

趋势，围绕特殊时期各城市群、重点行业和重要岗位

的就业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常态化防控期间的就

业市场、人才流动情况，进行了全方位观察反映，为行

业提供了详实及时的借鉴参考，给求职者和招聘方带

来了人岗匹配的市场指南。

长期以来，58同城依托资源、技术、品牌等优势，

为用户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招聘服务，受到人才与企

业的广泛好评。在今年的关键时期，58同城积极践行

企业社会责任，打造一系列线上招聘活动，带来丰富

高效的智能招聘工具，全面满足求职者和招聘方需

求。2020年，58同城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招聘业务，以

覆盖职业培训、招工求职、专属服务等综合性人力资

源服务，为全行业创造更大价值。

北京商报讯（记者 王维祎）日前，商务部印发
《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第三批最佳实践

案例》（商资函〔2020〕180号），向全国推广一批好经

验好做法，为各地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促进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提供借鉴。本次第

三批案例共7个，对照试点任务，重点反映“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知识产权保护应用、监管模式优化、新

兴业态培育等领域的最新实践成果。

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是党中央、国

务院就扩大高水平开放作出的重要部署。自2018年

起，商务部会同北京市，从试点实践中选取创新性

强、实用性好、市场主体反映积极的经验做法，总结

形成最佳实践案例，分批向全国推广。

其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方面共有3个案例。

案例分别为，北京市支持律师事务所与全球司法机

构、商协会和专业机构合作，服务范围覆盖60多个国

家180多个城市，为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作出了新贡献；建设广播电视网络视听节目服务体

系，讲好中国故事，密切与相关国家地区的交流；协

调电商平台与国铁集团合作，开通快速铁路跨境电

商运输线。

知识产权保护与成果运用方面的2个案例分别

为，北京市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接，开通企业专利申

请优先审查“绿色通道”，有力支持“双创”企业发展；

协调金融机构和知识产权运营机构，通过专利质押

融资解决创新主体融资难、贵问题。

监管模式优化、新兴业态培育方面各有1个案

例。通州区运河商务区在项目主体出具书面承诺书

的前提下，允许已建成、但尚未取得产权证的商业联

合体凭土地、规划等“五证”为入驻企业办理营业执

照，将入驻时间平均提前1-2年；新首钢园区利用首

钢搬迁后空置厂房、闲置体育场馆，举办品牌首发活

动，规划品牌首店街区建设，打造一体化商业生态，

促进了产业转型发展。

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案例在全国复制推广

小业态 大玩家

近日，大润发推出mini店、盒马mini

进京的动作让社区零售再次被推上风口。

现如今，面对社区这块大蛋糕，已经有众多

零售玩家在争相布局。其中不仅有沃尔玛、

永辉等超市头部玩家，还有美团、滴滴等具

备互联网背景的巨头。

据了解，7月5日-6日，同属阿里体系

下的大润发和盒马分别推出了更加贴近社

区的小店型。一向以大卖场为主的大润发

开始了自己小店的探索，大润发mini店经

营品类以生鲜为主，占比将在60%以上，选

址更加靠近社区。而首次进京的盒马mini

无论在选址还是选品上都是从社区消费者

的角度出发的。

此外，今年5月，沃尔玛在开出了社区

店的同时，不断优化商品结构，商品品项数

在新开门店进一步精简到3000多种，其中

2000多种商品上线电商平台。此外，国美

在通州开出首家社区生鲜超市；美团、滴滴

等相继切入社区板块。

各大企业争相布局的动作也折射出

社区的价值。数据显示，中国社区有3.5亿

个家庭，巨大的人口红利蕴藏着商业、服

务、健康等多重商机，尤其是生鲜和家庭

生活服务板块的万亿级市场。具体从北

京来看，2018年北京商业社区消费额占

社零额比重为52%，北京社区消费额占社

零额比重偏低。而发达国家和地区却接

近70%-80%。在连锁化利用方面，在日

本每百万人口是460家，广州、深圳每百

万人口在389家左右，上海则是290家，北

京240家。

可以看到的是，无论是在市场规模还

是提升空间上，足以让各路玩家动心。尤其

在疫情催化后，以社区为单位的消费呈现

出逆势增长的态势，各大品牌也更加笃定

了社区市场的潜力。

低毛利 高门槛

事实上，早在几年前，社区这片战场便

掀起过风浪。彼时，苏宁、京东、永辉等企业

均围绕社区推出过相应的业态。不过在业

内看来，最优模式至今却仍未出现。

对于生鲜电商而言，尽管在兴起之初，

以低毛利、高复购的生鲜商品及配送到家

为切入点，在资本的助力下，一度成为最热

的风口。在经历一轮市场考验后，低毛利的

商品却对运输、储存有着极高的更高。仅仅

依靠资本支持，无法实现自我造血的生鲜

电商死伤无数。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共

有超过20家生鲜电商关门倒闭。

对于超市企业来说，在如今云消费时

代，超市的生存空间被电商挤压得越来越

小。众多超市也开始筹谋数字化转型，但技

术成为线下超市转型的最大瓶颈。北京华

冠商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肖英在中

国2020中国社区商业年会上表示，无论是

升级迭代还是转型，核心不是渠道，而是技

术。目前，华冠和大部分企业在现实的业务

运转过程当中遇到最大的、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在信息系统上。华冠非常渴望有一个

全能的、一体化的系统，在技术上能支持我

们在业务上的拓展。

有分析认为，尽管万亿级的社区市场

有着足够的诱惑，但无论是线下超市还是

生鲜电商，都面临着不同挑战。一方面，由

于社区零售的服务半径较小，客群较为单

一，从商品的供需上来看，必须选择更加适

合社区消费者的商品。但在如今同质化的

竞争当中，还要以差异化、特色化作为核心

竞争力。此外，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要

比其他业态更加便利。

新战局 老玩法

和君咨询合伙人、连锁经营负责人文志

宏在接受北京商报采访时表示，近几年社区

商业将会迎来快速发展时期，尤其在疫情

后，会进一步加速中国社区商业的发展。

疫情期间，不少企业便针对社区推出

了社区团购业务。就在不久前，家乐福也推

出了“社区服务运营官”。家乐福此次社区

招募计划以门店为依托，目标是为周边3公

里范围内的社区提供服务。他们作为社区

与门店之间的桥梁，能够及时反馈社区需

求，帮助门店与消费者做资源对接。华冠今

年更新了社区拼团的模式。而过去的拼团

模式由于配送周期不定、产品单一等问题

已经不再采用了。华冠对原有拼团方式进

行优化，消费者不仅能随时随地下单，并且

可以覆盖更多的商品品类。

如果说前两年众多零售商掀起的一轮

社区开店潮是小试牛刀，那么这一轮入场

的玩家无疑将面临激烈近身搏杀。面对这

个万亿级市场，企业在不断优化自身的同

时，也在尝试更多元化的玩法。

据了解，社区拼团方式可以将同一社

区或者同一提货点订单进行一次性的配

送。对于整体效率有很大的提高，比如配送

效率、拣货效率以及人力成本等方面。同

时，商品质量和新鲜度上也能更好。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家庭生活水平的

提升和消费者习惯的转变，消费者对社

区商业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商研究

院特约专家、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

会长赖阳认为，借助社区团购的方式以

及一些到家服务可以围绕社区进行更加

深入的挖掘。北京商报记者 闫岩 赵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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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荩 2018年

北京商业社区消费额占社零额比重为52%

发达国家和地区却接近70%-80%

荩荩 连锁化社区商业设施数（家/百万人口）

日本 460

广州、深圳 389左右

上海 290

北京 240

伊藤忠计划全面收购全家便利店
北京商报讯（记者 闫岩 赵驰）7月8日，有外媒

报道称，日本大型综合贸易商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以下简称“伊藤忠”）计划通过要约收购全面控股

全家便利店（FamilyMart），预计收购金额为5000

亿-6000亿日元（约326亿-392亿元人民币）。收购

成功后，全家便利店将成为伊藤忠的全资子公司，

其持股比例将从目前的50.01%提高至100%。

据悉，在伊藤忠将日本全家纳为全资子公司后，

将可大幅介入公司运营，并可借用伊藤忠在海外的

资源和平台，进行各项业务的运营改革，未来的商业

模式也不仅局限在零售范畴。

资料显示，全家品牌于1972年创立于日本，目

前已成为亚洲最大的连锁便利店之一。全家便利

商店是日本第二大连锁便利店，拥有超过1.5万家

门店。

中国内地的全家是由顶新集团授权运营，2004

年，全家便利店在中国内地的合资公司———上海福

满家便利有限公司获商务部批准成立，全家品牌正

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全家在中国内地共计有

超过2500家门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