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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众代收挤入快递末端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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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团购倒逼实体超市加速变革

0门槛提速加盟

社区周边的小超市、便利店、烟酒店，正

成为一些快递代收品牌瞄准的目标。据熊猫

快收的工作人员介绍，当前公司因获得投资，

为了加快市场布局，推行0门槛加盟策略，只

需要缴纳199元的物料费用和系统维护费。具

体的服务内容包括包裹出入库管理系统、快

递公司总部数据对接接口、500条短信和开业

物料等。

天眼查信息显示，熊猫快收的运营主体

为南京百米需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年，主营业务是通过社区小店输出包裹

管理的SaaS软件。在融资层面，熊猫快收共获

得5轮融资。在2017年的数百万元融资中，也

有58同城CEO姚劲波的身影。

与之类似的还包括一家名为小兵驿站的代

收品牌。据其工作人员介绍，小兵驿站的加盟费

为3000元一年，之后不再收取费用，只要商家

的店铺面积适合摆放快递，都可以进行合作。和

熊猫快收一样，小兵驿站也提供市面上主流快

递公司的系统接口、物料、维护和业务培训等服

务。根据一份加盟资料的信息，小兵驿站运营主

体为安徽兵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5

月。目前小兵驿站已经进驻全国17个省份，合作

商户及门店逾3万家，服务人次超5亿。

轻模式运作求生

总体来看，当前的快递末端市场中，消费

者取件的主要方式为驿站自提、快递柜和代

收点自提三类，各大头部快递企业均孵化出

如菜鸟驿站、妈妈驿站、兔喜快递超市、丰巢

等各类取件渠道。一位驿站老板向北京商报

记者表示，他加盟的驿站无需加盟费，需要交

纳保证金3000元，不过得寻找合适的店面，房

租和人工费用是大头，其次还包括装修费、设

备成本等。

“现在派费越来越低，虽然包裹量多，但

刨去人力等成本，仅靠收件根本赚不了多少

钱，寄件利润虽然高，但量很少，平均一天在

20单左右。不仅如此，工作几乎全年无休。”另

一位朝阳区的驿站老板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他的驿站日均单量在1000-1300单左右，共

有5名员工进行分拣派送，如果是在“双11”这

类大促高峰期，货量能达到3倍。

相较之下，类似社区团购的商业模式，代

收品牌像熊猫快收、小兵驿站等依靠商家现存

门店，由于仅提供技术、物料的服务，从而降低

拓展市场的难度。这类轻资产运作模式也被头

部企业运用。例如顺丰旗下末端收寄平台驿收

发，同样以0门槛方式招商来扩张寄件触点。以

朝阳大悦城为中心，北京商报记者在驿收发搜

索发现，显示附近能寄件的站点达到40家左

右，包括水站、皮具店、超市、小区内底商等。不

过，由于部分寄件点未标明具体地址和联系方

式，增加了用户前往站点寄件的难度。

为了强化业务对商家的吸引力，熊猫快

收和小兵驿站均推出了社区团购服务。前者

增加了多多买菜的团购入口，而小兵驿站则

是打造了小兵生活团购小程序。但从目前平

台呈现的内容来看，小兵驿站的团购品类较

为匮乏，仅有8款日用商品。对于何时完善社

区团购平台的服务，该工作人员未对此进行

明确回应。

一线城市难扎根

“小众代收品牌的优势在于灵活性。”双壹

咨询创始人龚福照指出，“末端个性化场景较

多，消费者的取件需求较为分散，因此要做统

一的收发模式是有难度的，代收品牌因为能很

好适应某个区域的取件需求，所以能在竞争中

活下来，但这类小品牌很难形成规模。”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这类小众代收品牌

之所以较难进入消费者视野，原因之一便是

加盟商与企业之间松散的进退机制。因进入

成本较低，如果快递业务未帮助店内达到引

流效果，加盟商可以随时退出该业务，这也

导致小众代收品牌难以在末端市场中长久扎

根。此外，头部企业密集布点末端，对代收点

的市场空间形成不小的挤压。北京商报记者

在走访时看到，在朝阳区，部分熊猫快收和

小兵驿站已经搬离。而一位居住在丰台区

金润家园小区的消费者称，熊猫快收的门

店在去年已经关闭，目前人们主要是从快递

柜取件。

一位快递从业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特别是在一线城市，末端取件覆盖率已经

很成熟，如果该区域里有驿站和快递柜，代收

点主要是一个“捡漏”的角色，很难把货量做

起来。

从工作人员的介绍中，北京商报记者了

解到，当前熊猫快收和小兵驿站的合作门店

主要集中在二三线城市。不过，未来企业对进

入一线市场有哪些计划和策略，两家企业相

关负责人均未对此进行回应。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何倩

遍地各类快递末端品牌中，还在涌入新来者。近日，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小众代收品牌如熊猫快收、小兵驿站也挤入末端市场提速加盟。这类品牌以

0门槛或是3000元一年的收费标准，为具备收发快递条件的小超市、便利店等社

区业态提供各大快递企业系统对接等服务。不仅如此，这类代收品牌还叠加社区

团购业务来吸引商家入局。虽然小众品牌能以更强的灵活性和低成本渗透社区，

但也因与加盟商松散的进退关系难以扎根市场。此外，面对快递柜、驿站的强势

覆盖率，代收品牌要想虎口夺食并不容易。

超市集体低迷

在刚刚过去的一季度，多家超市的业绩数据

表现都不尽如人意，包括高鑫零售、永辉超市、家

家悦等13家超市中有12家企业营收出现同比下

滑，且有4家企业下滑幅度达到两位数；有8家企

业出现了营收、净利双双下滑。

近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多家超市企业了解到，

尽管在一季度不少超市业绩下滑，但现在与之前相

比，门店销售业绩稳中有进。不过，社区团购的发展

仍给实体超市业态带来了一定冲击。

北京华冠超市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坦

言，在社区团购平台大规模烧钱补贴之下，到店客

流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目前最大的变化是客流

下降，客单价在上升，线上占比也在逐步增加。”

5月26日，高鑫零售CEO林小海在一场行业

论坛上也表示，社区团购模式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预售和自提不仅带来了低库存、高周转，还减少了

末端最后300米的配送，两者算下来的成本低于

卖场5%至7%。

“若社区团购与卖场之间只是5%至7%的差

价，用这些差价换用户一公里的路程是合理的，和

卖场之间也应该是公平竞争，但是现在不好的是，

因为有资本的力量，两者之间可能不是5%至7%

的差价，而是50%至70%的差价。”林小海表示。

受到疫情影响，社区团购这个原本衰落的模

式又重新焕发了生机。从去年年底到今年3月份，

资本也将社区团购推上了最高潮。在资本的加持

下，社区团购正在以极速扩张的节奏渗透到各个

角落。在无上限的补贴之下，一个创新模式逐渐沦

为低价竞争的战场。

变革加速

一位不愿具名的品牌连锁超市相关负责人对

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疫情的确加速了线上消费的

进程，不少消费者在疫情期间养成了线上购物的

习惯。但超市一季度业绩下滑，社区团购的影响只

是其中一部分，还有消费信心以及消费能力收缩

方面的原因。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该负责人认为，国内零售

企业在商品和服务方面并没有做好。实际上，即便

是在疫情影响逐渐削弱的今天，有不少消费者在

选择部分商品的时候仍然会选择线下购买。“像

水、牛奶等标准化的商品，消费者更多地会选择线

上购买。但是有一些需要感官体验的商品，比如说

肉、水产、蔬菜等，消费者还是更愿意去实体门店

购买。从产地源头、生产到加工再到运输，这一条

线要做精了，其实就不怕价格竞争了。我们从消费

端去反向指导生产端，通过技术升级或者产业链

的升级就可以建立起壁垒，也就不存在搅局者了。”

在上述负责人看来，疫情和社区团购反而告

诉了实体超市企业消费是多种多样的，应该怎样

去满足消费者。以往很多实体超市可能会觉得线

上占比可有可无，只要有就行。但是在疫情之后线

下超市也开始越来越重视线上销售。

回顾超市以往的发展历程，相比十多年前实

体超市遭遇第一波电商冲击的时候，在经历疫情

以及这一波社区团购的冲击后，超市行业的应变

能力更快了，不少超市都开始有所调整。

据华冠超市相关负责人介绍，华冠超市主要

围绕两点展开思考，一是如何让顾客持续喜欢你；

二是如何把商品高效率地卖出去。“我们首先确定

目标顾客，然后锁定服务商圈，然后从为顾客创造

价值的角度出发，品类研发向纵深发力，做价值创

造。同时，通过靠技术升级、数字化运营、走全渠道

发展之路，提高运营效率，提升企业效益。”

避锐气 击短板

北京电商协会智能零售专委会秘书长魏波认

为，在互联网时代下，社区团购其实是商业模式上

的一种延伸，是对实体超市很好的补充，这也符合

当前商业发展的趋势。但在急功近利的资本助推

下，社区团购显然改变了性质。为了流量、拉新以及

平台活跃度，平台无下限地进行价格竞争，违背了

社区团购真正服务百姓、服务供应商的理念。所以

造成了实体店、服务商和社区团购水火不相容的

情况。

“社区团购平台在做一个或是几个单品的时

候，可以做得很精很细，同时将价格做到最优，来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但它很难覆盖到所有商品，比

如说产地直销商品。”魏波表示。

可以看到的是，在监管的介入下，疯狂的社区

团购已逐渐回归平静，但并未停下脚步。而受到电

商冲击已久的超市企业，还是要不断地优化商品

和服务，真正深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

“超市行业实际上就是为消费者提供一个

饮食解决方案。未来实体店可以从极度新鲜、多

样化入手。”在零售业专家、上海尚益咨询总经

理胡春才看来，尽管电商在效率方面很有优势，

但电商再怎么冲击，中国实体零售绝对不会被

淘汰的。实体零售应该避免和电商去比拼标准

化，而是应该尽可能地演绎出差异化。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赵驰/文并摄

社区团购的疯狂更加坚定了超市行业的变革。在刚刚过去

的一季度，多家超市业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步步高董事

长王填在行业论坛上表示，受到社区团购的冲击，超市业态到

了生死存亡的至暗时刻。有分析认为，社区团购对实体超市是

一个很好的补充，但在急功近利的资本助推下，违背了社区团

购真正服务百姓、 服务供应商的理念， 造成了水火不相容的情

况。但随着监管介入，社区团购已逐渐回归平静，实体超市企业

还是要不断地优化商品和服务，真正深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

推进商场商圈项目建设
“网红打卡地”培育新消费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刘瀚琳）
5月27日，记者从市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处获悉，近期北京市集中开工100

个重大项目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和“京津冀协

同发展”两子项目共安排53个，总投

资425亿元。其中，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建设是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全市通

过推进一批商场、商圈项目建设，推

动打造国际消费时尚新地标，促进

消费向体验化、品质化和数字化提

档升级。

据了解，崇雍大街将与隆福寺项

目联动，形成市民消费的网红打卡

地。始建于1452年的隆福寺，在清

至民国时期曾是京城最重要的庙

会，并因其以书籍和高端艺术品交

易为特色而被称为“文庙会”。上世

纪80年代，隆福大厦和隆福寺街成

为改革开放后百姓购物的最主要

场所之一。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2012年8月，

北京国资公司与东城区政府合作，

成立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

司，负责隆福寺项目主体推进建设、

运营等实施工作。该项目分三期进

行改造，一期包含隆福大厦和原一商

园区，目前已完工并实现稳定运营，

主要业态为办公和文化艺术消费。二

期包含隆福广场、长虹影城、地铁6号

线东四织补地块等，打造文旅商复合

空间以及国际文化交流体验区，目前

二期工程已全面启动施工，预计2022

年底竣工。

此外，西城区还将推动地外大

街、西单等商业街区品质提升；朝阳

区打造751园区“小柯剧场”、朗园“虞

社演艺空间”、望京小街“望京坊”等

文化消费新地标；海淀大悦城项目开

工，聚焦提升海淀北部地区居民购物

体验；丽泽天街建成开业，成为丽泽

金融商务区首家购物中心，将多种业

态融入场景体验。

除了打造商业地标，城市更新项

目同样着眼于转变城市建设发展方

式，由依靠增量开发向存量更新转

变，拉动投资消费、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动高质量发展。

通过存量产业空间改造，一批

新地标应运而生。例如，首钢园区

加快建设服贸会场馆项目，首钢六

工汇项目预计于7月竣工验收；西

城区推进地安门百货商场项目改

造；二环内唯一地下商场天缘市场

完成升级转型；美克洞学馆完成改

造亮相；百脑汇变身艺术体验空

间；北服设计中心、艺术家驻留计

划等项目落户望京小街；海淀区北

冰洋旧厂址升级转型为庭院式联

合办公综合体等。

同时，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深入推

进，逐步让老城“静下来”。东四南北

大街环境整治提升主体工程完成，崇

雍大街全线逐渐展现“文风京韵、大

市银街”的古都风貌；鼓楼西大街完

全亮相，实现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

平安大街整治提升、鲜鱼口历史文化

街区保护更新全面开展；观音寺片区

老城保护更新项目加快实施，致力打

造第二条“杨梅竹斜街”；启动上斜街

及金井胡同改造提升、地安门外大街

复兴计划等。

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和创造新

需求，深入推动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

能为“牛鼻子”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是

“五子”联动落地、形成叠加效应的重

要支撑，一子向内发力，推动城市品

质和承载力提升；一子向外发力，实

现在更大范围和空间优化配置资源。

这些扩大内需、促进协同的重大投资

项目落地实施，将进一步释放城市发

展活力，加快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步

伐，促进形成新的城市形态和城市网

络体系。

小众代收品牌加盟情况

熊猫快收 小兵驿站

需199元 /年
的系统维护费
和物料费

免费
加盟

已覆盖全国

500余城市

加盟费

3000元/年续约加盟
不收费，

无其他费用

已覆盖全国

300余城市

一季度，多家超市的业绩数据表现都不尽如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