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铁里开花店是一门好生意吗？近日，北京商报记者走访调查发现，鲜花品牌弗

洛花园在四惠东地铁站开了一家鲜花超市，其负责人称采用“无人零售”方式。在北

京地铁，弗洛花园的鲜花驿站以柜机形式出现在换乘或闸机口附近，现阶段落地的

70台低于媒体公开报道的2000台。对于弗洛花园钟情的无人零售鲜花，分析人士表

示存在一定风险，“采用标准化的方式贩卖非标准化的鲜花，其实有些困难”。

在北京地铁铺设了70台鲜花驿站

4、14、16号线等布置机器63台
5、6、7、8、9、10、15号线各1台

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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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餐柜无人车上岗 物流配送应时而变
关闭200家亏损门店

呷哺呷哺重装再“出发”

北京商报2021.8.20

疫情下的消费大闯关

“无人售卖”进地铁

地铁庞大的人流量，让鲜花企业也想分

一杯羹。在北京四惠东地铁站，弗洛花园开了

一家鲜花超市，大约23平方米，两个店员打理

店铺。北京商报记者看到店内包含鲜切花、多

肉、绿植以及周边等商品。弗洛花园目前已经

开设两家鲜花超市，共五人负责，“无人售卖”

是卖点之一。

弗洛花园负责人李先生提供的数据显

示，四惠东地铁站鲜花超市的鲜切花、多肉、

绿植和周边品种分别有86个、50多个、30多个

和20多个。该负责人称，8月14日七夕节，四惠

东新店弗洛花园人流量高达1400人次，前7日

人流量达到6768人次。

在筹划开设鲜花超市时，弗洛花园早期

铺设的鲜花驿站则在萎缩。李先生表示，受疫

情影响，2020年1月至4月，弗洛花园在小区、

写字楼里的线下鲜花驿站已经全部撤掉。“未

来仍然打算部署到小区、写字楼里，主要看消

费力。”李先生称。

据锌刻度此前的报道，弗洛花园早在

2018年就制订了计划，要在2019年底，在北京

铺设2000台鲜花驿站，但是截至2019年末，

计划已经被降低至500台，而实际的投放量仅

为100台。

与此同时，弗洛花园提供的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8月18日，弗洛花园在北京地铁铺设了

70台鲜花驿站，其中4、14、16号线等布置机

器63台 ，5、6、7、8、9、10、15号线各1台。可

见，当前的70台低于2019年末实际投放的

100台数量。

对于未来规划，李先生抱有期待：鲜花超

市未来预计将开20家；北京一共428个地铁站

点，弗洛花园预计其中300个站点会投放鲜花

驿站，“预计明年底会实现”。

依靠招商扩张

在弗洛花园的退与进之间，招揽加盟商

是其增加驿站和鲜花超市数量的统一方式。

弗洛花园超市总加盟费为50万元，公司

负责装修、员工培训、运营等后续工作。弗洛

花园将50万元加盟费分成了10份股份，每份

股份5万元；加盟商投资一份，即可获得每月

利润的10%。“五年内累计收益不足本金的情

况下，弗洛花园会补足本金，并支付加盟商每

年5%的年化收益。”李先生给出了上述承诺。

与此同时，弗洛花园仍旧用加盟方式为

开设鲜花驿站做储备。据了解，弗洛花园将鲜

花驿站分为ABCD四个级别，加盟费用从高

到低。具体来讲，A级站点多开设在人流较大

的换乘站点，总加盟费为36万元。弗洛花园将

其分成10份股份，每份3.6万元。以此类推，B

级站点、C级站点、D级站点的一份股份分别

为2.8万元、2.2万元、1.8万元。如果加盟商投资

一份股份，弗洛花园承诺该加盟商可在未来

五年获取所投鲜花超市10%的净利润。

除了从加盟商处获取进账金额，弗洛花

园还想用较低的地铁租金“节省”支出。“弗洛

花园是政府支持的项目，全北京再找不到比

弗洛花园还便宜的房租。”他解释称，商场开

花店一平方米30-50元，弗洛花园在地铁一

平方米只需要十几元。四惠东新店弗洛花园

23平方米，房租一月不到1万元。

实际上，弗洛花园地铁开店的成本支出

上或许不占优势。北京商报记者从一家连锁

鲜花店的招商人士处了解到，花店在商场的

平均租金为每月1万-1.5万元，每平方米

30-50元。可见，在房租方面，弗洛花园单个

鲜花超市的竞争力并不明显。

在李先生看来，招加盟只是暂时扩张的方

式。“主要是想做成一定的规模，吸引资本机构

投入。未来确实有上市和融资的打算。”李先生

解释称，最近资本环境不太适合弗洛花园，资

本对于实体行业的投入，更加关注规模和可复

制性。截至目前，北京商报记者在天眼查上注

意到，弗洛花园尚未更新任何融资信息。

存在折损风险

开进地铁里的鲜花驿站、鲜花超市，弗洛

花园都打出“无人零售”这个牌子。李先生称，

“鲜花超市未来的发展倾向也是无人售卖”。

对于无人零售方式卖花，不少从业者对其

未来发展持观望态度。上文提及的招商人士直

言，无人售卖的形式无法传递人与人、人与花

之间温暖的感觉，更像是冷冰冰的售卖形式。

“线下店更需要承接一些线上服务所做不了的

业务，比如用户的体验、求婚场景的布置等。”

“鲜花自动售卖，从需求到维护是一个标

准化的过程。”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刘远举表示，鲜花是非标准化的商品，采用标

准化的方式贩卖非标准化商品，其实有些困

难。自动售卖鲜花机器是新事物，标准化商品

容易复制，但非标准化的需求是不确定的、不

易复制的。

对于无人零售鲜花，北京商业经济学会

常务副会长赖阳同样认为存在风险，随着自

动售货技术的成熟，关于食物、饮品和应急用

品的自动售卖设备会增多，鲜花也是一部分。

“但自动售货存在一定的成本风险。鲜花保鲜

期短，如不能及时售出，损耗率会很高。”

此外，如果机器不装满鲜花产品，消费者

的购买欲望会因此降低。赖阳表示，两者平衡

有很大难度。“装满产品如若卖不出去，会出

现高损耗；产品装得很少，无法满足顾客的需

求。”只有将两者做好平衡，才能有很好的盈

利模式，才能够科学地发展和复制。

北京商报记者赵述评实习记者刘俊群
图片来源：企业供图

无人车配送
日均20单无压力

在北京的定海园小区，出现了一些与众

不同的“骑手”———数辆无人车载着京东到家

的超市即时订单，正为小区居民进行配送，人

们只需要输入提货码或者手机扫码后即可开

箱取货。这类无人车日均能配送20单左右，最

大载重量能达150KG。

据介绍，目前京东物流、白犀牛的无人车

已接入了达达集团近日上线的达达无人配送

开放平台，服务于北京、上海部分区域的七鲜

超市、永辉超市，配送范围覆盖10余个小区，

已完成无人配送订单量约5000单，自动驾驶

里程超1万公里。

当无人车按时将商品配送至用户手中

时，一些为商场和写字楼配送外卖的骑手也

有了智能伙伴。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当前美

团已在杭州、北京等城市投放了智能取餐柜。

在杭州一栋写字楼的大堂里，放置的智能取

餐柜共有42个格口，美团、饿了么或其他平台

的骑手都能将外卖放入柜内，进行免费保存。

不仅是美团，资料显示，饿了么也在

计划规模投放取餐柜。据介绍，西安已成

为饿了么在全国落地智能取餐柜的重点

城市之一，仅落地两个月便受到了很多用

户的欢迎。

满足即配需求
周转率明显较高

北京商报记者观察发现，企业热衷加强

在末端市场投放智能产品，主要是因即配服

务与智能柜等产品具有较强的契合性。由于

订单高频，且时效性较强，能较大程度地实现

即买即取，取餐柜和无人车的提货周转率明

显较高，很少会出现长期滞留的情形，而骑手

也能节省时间和体力劳动。

其次，疫情防控常态化趋势让人们对无

接触服务的接受度变得更高。无论是外卖

平台还是生鲜电商，即时订单的高峰主要

集中在饭点前后，智能产品既能让用户取

货变得更有秩序，也降低了骑手与用户的

密集接触。

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无人车等产品能实

现规模投放，便能在疫情等特殊环境或是订

单暴增时期，既为到家订单提供稳定的运力

补充和支持，还能进一步降低同城即配企业

在物流端的成本，而这块投入一直是拖累企

业盈利的主因之一。据财报显示，2020年达达

集团在骑手成本上达到47亿元，而美团则花

出了487亿元。

据了解，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

益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完善多层次保险体系，

依法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外卖送餐员缴纳社会

保险。除了外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行

业也会纳入先行先试范围。可以预见，未来即

配物流的劳动力成本会越来越高。

减少非必要接触
防疫未雨绸缪

与即配服务相似，同样是劳动力密集行

业，部分快递网点已经明显感受到招工变得

越发困难。一位北京快递网点老板向北京商

报记者表示，由于快递量逐年递增，很难留住

年轻快递员，加上北京人力成本高，网点的经

营压力有增无减。

为了让有限的快递员能配送更多包裹，

提升投递效率，末端市场逐渐演化出驿站、快

递柜等多元取件渠道。随着中通、韵达、菜鸟

等企业均加大投放自己的快递柜品牌，这类

智能产品规模将进一步扩充。资料显示，2020

年全国累计投放42.3万组智能快件箱，同比增

加了1.7万组。截至2021年1月底，北京已建成

智能快递柜1.8万余组，箱投率达到13%。

和无人车、取餐柜类似，快递柜能减少人

员接触，因此也成为部分企业在防疫期间倡

导的投放渠道。北京圆通朝阳十里堡分公司

总经理刘乃岩表示，目前网点有40多名快递

员，人均每天配送量在200-300单，由于配送

范围中有30%的小区采取了封闭措施，加大

了派件的难度。“在防疫时期，我们建议快递

员将快递投放快递柜来减少接触，前提是必

须征得客户的许可。”

据了解，当前圆通、中通、百世等快递企

业均采取一日多次消杀措施来保证场地和快

件的安全，在岗人员每天进行体温检测和健

康码检查。

在配送从业者和消费者的心照不宣之

间，无接触服务不断延续着生命力。闪送员康

金金向北京商报记者提及，在去年北京疫情

严峻的时候，公司要求闪送员遵守无接触配

送的方式，直到现在，自己还习惯性地提醒客

户是否需要将物品放置在指定位置，在交接

时也会保持2米的距离。

“我的配送箱里会装一个小喷壶，每天会

进行消毒。因为接触的人比较多，做这些防疫

措施也是让彼此更放心。”康金金说道。

北京商报记者 何倩

如今，奔波在末端市场的派送员们有了新的伙伴。无人车、取餐柜、快递柜等智能设备是企业为迎合人们

的无接触需求定制的解决方案，而其背后还折射出更深层次的考量———为应对大环境趋势变化，如何赶在同

行前找到成本与效率优化的平衡点。

弗洛花园鲜花驿站开设情况

计划被降低至500台
实际的投放量仅为100台

计划
2019
年底

在北京铺设2000台鲜花驿站

截至
2019
年末

截至今年
8月18日

今年5月，呷哺呷哺集团的一系列管理

层变动，让呷哺呷哺创始人、董事长贺光启

重新上任CEO。经历了2个多月的时间，回

归后的贺光启首次发声，而其注意力首先

放在了“止损”这一环。8月19日，北京商报

记者在专访贺光启时了解到，呷哺呷哺集

团旗下小火锅品牌呷哺呷哺部分门店存在

严重的选址错误，从而导致亏损。对此，决

定关闭200家呷哺呷哺亏损门店。

“近几年呷哺呷哺走了不少弯路，包括

选址、管理、定位等违背了呷哺呷哺作为大

众消费为主的餐饮品牌的定位，因此决定

今年不再拓展门店。”贺光启表示。

同时，关于近几年呷哺呷哺的客单价

持续走高的声音，贺光启也回应称，将继续

走大众消费路线，客单价保持在60元以内。

在门店布局方面，呷哺呷哺将向二三线下

沉市场持续扩张，新一代的门店也仍以“单

锅”和“吧台”为主，外卖、呷煮呷烫、茶饮等

将成为新增长点。

除了关闭200家亏损门店外，呷哺呷哺

还将在人员架构、优化餐厅模型、员工薪酬

激励等方面推出新举措。其中，呷哺呷哺与

■■在开发选址、产品研发、供应链、会员

服务、人员培养等方面进行融合打通。由此

可见，此前呷哺呷哺集团旗下品牌独立发

展的局面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此外，贺光启表示，呷哺呷哺在2019年

推出的inxiabuxiabu品牌店也处在持续

亏损的状态，其定位不清晰是主要因素。

“以inxiabuxiabu合生汇店为例，该门店

的选址是存在问题的，inxiabuxiabu的

品牌定位和该店所处商场B1层的位置的

结合，就难以生存。”据其透露，接下来，in

xiabuxiabu品牌和门店将陆续全面退出

市场。

而在放弃inxiabuxiabu品牌的同时，

呷哺呷哺也将推出新火锅品牌。北京商报

记者了解到，新火锅品牌暂定名为“呷哺

X”，该品牌客单价定在人均90元左右，呷

哺呷哺集团将其定位为面对中端消费市场

的火锅品牌。目前该品牌正在筹划中，计划

明年正式面向市场。

呷哺呷哺集团选择“断臂止血”，但这

个整合的过程将是一段较长也比较难走的

路。和君咨询餐饮连锁专家、和弘咨询总经

理文志宏表示，由于餐饮行业大环境的变

化，部分门店或许在前期经营中实现盈利，

而随着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变化逐渐亏损，

从而造成由于选址失误而关闭门店的局

面。对于呷哺呷哺品牌而言，200家门店对

于呷哺呷哺总门店数量来说，绝非小数。虽

然关闭亏损门店，能够及时止损，提升利

润，但对于部分尚未盈利的门店来说，其装

修与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将会产生一定损

失。对于呷哺呷哺集团来说，如■■火锅等

创新举动值得肯定，但部分创新业态还未

得到快速复制，其区域发展、布局规划上仍

旧存在可优化的空间。

其实，在近几个月呷哺呷哺集团的人

事变动以及贺光启重新出任CEO时，就有

声音认为这有破除此前不同品牌独立发展

的局面、要让品牌之间资源互通的意味。如

今，呷哺呷哺集团的动作和布局也印证了

这点。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指出，呷

哺呷哺近年来整体表现略有不足，其品牌

供应链、品牌整体调性、食品安全、服务体

系、客户黏性以及运营模式都存在一定的

问题。而随着呷哺呷哺集团管理层的变动，

其内部管理问题逐渐显露，而上述关闭亏

损门店和品牌，应该能够阶段性提升呷哺

呷哺整体的利润率。但从整个品牌效益来

讲，对其规模化、舆论及商誉方面又造成了

较大损害。对于呷哺呷哺来讲，许多方面仍

有待提升，需要收缩战线、提升品牌整体调

性、完善供应链与服务体系。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郭缤璐 张天元

弗洛花园早期铺设的鲜花驿站正在萎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