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3

北京商报

商经

5

编辑 汤艺甜 美编 李烝 实习校对 李爽 电话：64101673 syzx10@126.com

主攻迷你门店 永辉变道扩张
润15.38亿元，同比增长51.14%。
据悉，永辉超市旗下业务分为云超、云
创、云商、云金四个板块。其中，“云创”包含永
对于旗下业务的发力点，
永辉超市将参与认购宝龙部分发行股份
12月10日
辉生活店、超级物种、永辉生活App等业务，
永辉一直处 于 试 错 和 调 整 之
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9亿元，同比增加
永辉超市取消部分中百邀约收购计划
12月16日
中， 近期的重点转移到了缩小
594%，但净亏损达3.89亿元。根据永辉董事会
的战略规划，永辉云创原定位为永辉超市提
版 永 辉 超 市——
—永 辉 mini 门
上海第28家永辉超市Bravo店开业
12月20日
供创新探索和服务，但由于永辉云创因独立
店上。 纵览过去的2019年12
经营零售业务而产生较大经营亏损，因此，包
北京、重庆、成都等五地新开10家门店
12月27日
括超级物种在内的“永辉云创”板块被从永辉
月，永辉全国共新开46家店之
超市中剥离。
多， 此轮扩张带有明显的调整
永辉生活40余家门店关闭调整
12月27日
虽然对于永辉而言，转而发力永辉mini，
意图，即重点发展永辉mini门
或许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但当下的社区商业
银川、三明2家门店开业
12月29日
竞争环境与两年前相比，更加激烈，既有互联
店， 同时收缩永辉生活这一生
网巨头主导的苏宁小店、
每日优鲜等，又有传
鲜小店类型。 新零售战争未有
统零售商孵化的惠选超市、盒小马等，还有受
成都、攀枝花、阜阳等六地新开6家门店
12月31日
结果， 在经历了永辉云创的失
资本青睐的谊品生鲜、生鲜传奇等。尽管永辉
超市本身在全国已有近700家大店，也有业内
利之后， 永辉回归超市业务的
生活的面积则基本在300平方米以内，体量更 公认的生鲜供应链基础，但仍将会面临不小
新打法能否成功， 考验的将会
像便利店。二者在商品结构上的差异则更为 的竞争压力。
在精益零售理论创始人龚胤全看来，永
明显，永辉mini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缩小版的
是其对于精益零售运营体系的
辉云创和超市两部分应该会竞合发展，既有
永辉大卖场，
生鲜商品以平价的散卖菜为主；
建设能力。
而永辉生活销售的基本都是包装好的精品 竞争又有合作，但合作大于竞争，因为中国市
菜，置于冷藏柜里。
场太大了，它们要做的是联手遏制其他新零
零售业专家、尚益咨询创始人胡春才认 售超市的竞争，而不是内部制衡。虽然近期新
为，从永辉旗下布局的业态功能来看，永辉生 零售热度淡下去了，对零售业修炼内功来说
活定位更像是针对未来，主打线上+线下，到 是一件好事，但下一步新零售不会停止，只是
店+到家业务。但这种消费习惯是需要去培养 会持续调整，直至找到最佳盈利模式。
北商研究院特邀专家、北京商业经济学
龙等企业后，难以通过并购实现规模扩张的 辉生活作为永辉首次尝试的生鲜小业态，被 的。在长时间没有取得理想成绩的情况下，关
永辉只能押注在自身门店的拓展。永辉相关 寄予厚望，曾计划以平均一天新开3家店的速 停调整也是及时止损的选择。而永辉mini主 会常务副会长赖阳认为，社区商业将成为未
一个月内开46店
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2018年底永辉 度在2018年新增1000家店。但最近，永辉生 打的是现在，在永辉原有的供应链及运营等 来零售发展的重点，与大型的综合超市相比，
回归超市业务的永辉正开启新一轮门店 推出的社区新业态“永辉mini店”模式已经在 活却在多地被曝出关店。据了解，此次合肥和 方面的优势支持下，永辉mini相对来说在线 社区店在竞争力和价值上是有差异的，而在
扩张。北京商报记者获悉，12月31日，永辉超 全国快速复制，有部分门店已经实现了盈利。 厦门两地分别关店调整30多家和6家店，预计 下门店的竞争中会更有优势。
缺乏社区基因的情况下，永辉做社区商业的
市一天内在全国范围内新开6家门店。而在
方式还有待提升。
该负责人还表示，永辉mini将以超市思 共有40余家店关店调整。
2019年12月，永辉超市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于 维经营。一方面仍保留永辉生鲜特色，提供性
同时，他进一步指出：“一方面是提升餐
对此，永辉云创方面回应称，永辉生活正
新零售成绩不够？
全国开了46家店，筹建储备门店达233家。
饮业态。社区店很重要的一点是消费者并非
价比；另一方面依托大店发展，将共享供应链 重新梳理现有门店，对部分不符合营运标准
一直以来，永辉很多创新业务都沉淀在 只纯粹买菜，实际上对于快餐的需求是很高
永辉相关负责人表示，2019年永辉的发 等资源，并将和大卖场共同承接未来到家业 的门店作出调整，优化业态整体经营状况，未
永辉云创，但在这一波新零售热潮中似乎并 的，而这一部分实际上对于小型店铺的利润
展战略是回归超市主业、夯实供应链管理以 务的发展。通过mini店的精细化发展，最终也 来将向“社区生鲜菜市”转型。
及保持高速有序扩张。就北京市场来说，2020 将实现反哺帮助大店实现精细化运营。
虽然同样是定位社区，主营生鲜品类，但 未跑出很亮眼的成绩。从目前永辉的业绩看， 贡献是非常可观的。不过，永辉在这方面并没
农历新年前，永辉超市还将新开两家门店，业
是永辉生活和永辉mini却是两种不同的运营 传统超市业态目前仍是永辉的强项，保持稳 有太多经验。另一方面，社区商业中很重要的
态包括永辉mini与Bravo。据悉，目前大型“永
思路，二者在面积、客群、商品结构等方面均 定的发展势头。据2019年前三季度财报显示， 一点，就是要搭载各种综合服务来增加它的
调整发力方向
前三季度，永辉超市营业总收入为635.43亿 收益点，但是永辉生活门店中，除了常用的生
辉超市”“永辉超市Bravo店”自2009年入京
存在一定差异。
事实上，在永辉mini之前，永辉生活已经
以来，已有49家。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永辉mini的面积 元，同比增长20.59%；营业利润16.64亿元，同 活品，并没有更多地搭载服务的功能。”
可以看到的是，在接连错失家乐福、麦德 跑了三年多的时间。彼时，永辉云创旗下的永 计划在300-1000平方米，商品更丰富，永辉 比增长84.11%；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北京商报记者 闫岩 赵驰
茛 永辉近期的扩张与收缩动作（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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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破堂食流量关 比格比萨开“小店”

这也是比格比萨将品牌定位并没有放在高
端西餐的重要原因。不难看出，如今比格比
萨布局“小店”模式也是希望提升门店坪效，
从曾经风靡一时的金钱豹到想要成为“网红”的深海八百米，自
降低成本。
助餐饮品牌似乎在如今的市场环境中失去了曾经的魅力和竞争力，
由于产品的消费特点以及自助模式，比
格比萨的堂食流量受时段的限制。赵志强
开始逐渐淡出消费者的视野。这背后，是高昂的房租、人力、原材料成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比萨品类更多的是社
本对自助餐厅造成的压力。为了继续保持竞争力，一直保持大众消费
交属性，而线下门店周一至周五工作日内
定位的老牌自助餐饮品牌比格比萨开始悄悄改变自己， 试图通过缩
人流相对较少，餐厅空置时间长。因此，目前
减门店面积、减少产品种类的方式控制自身的运营成本。不过，伴随
将门店规模变小，密集度就会有所提升，从
而解决了部分门店的流量问题。
门店面积和产品种类减少而来的，可能还有消费体验的下滑，比格比
比格比萨一直以来以直营+加盟的方
萨的革新能否达到理想的效果仍是未知。
式进行布局，但是门店拓展速度并不快，目
前仅有100家店左右。而如今开始选择“小
店”模式布局似乎开始让模式变轻，这一策
门店除了在租金、人工、装修等方面成本减 略似乎也已经成为今年众多餐饮品牌的选
择，此前德克士放弃流量门店开设外卖档
少了外，在门店人流量上是有所增加的。
试水“
小店”模式
餐厅门店面积过大而带来的物价、房 口的做法就是其中代表。从德克士精选店
如今，不仅传统零售商正积极探索“小 租、人工成本高涨是目前餐饮企业不可避免 的模式和布局来看，德克士“舍弃”了以布局
店”模式，不少餐饮品牌也开始陆续试水。近 的经营压力。单从降低成本压力上讲，实际 传统大店为突破口发力市场，而是选择以
日，北京商报记者发现，比格比萨在大兴龙 上已经有不少品牌开始通过“小店”模式进 外送的方式抢占市场份额。
湖时代天街新开了一家门店，这家门店与 行优化。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发现，在盒马鲜
除了缩小门店面积外，比格比萨也正在
其他门店不同的是，门店规模比以往都要 生、苏宁小店等新零售门店内，有不少餐饮 蓄力规模扩张。赵志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小。据了解，该家门店面积约240平方米，比 品牌入驻其中，包括西贝筱面村精品厨房、 比格比萨计划用7-10年时间开1000家门
普通的门店面积小了近100平方米，座位也 赤坂小亭、满记甜品express、避风塘小厨 店。另外还要将外卖业务作为比格比萨的业
减少了50个左右。
务补充以获取更多边际效益，但比格比萨
等品牌，店铺面积约在30-40平方米。
比格比萨创始人赵志强告诉北京商报
的核心模式仍然是到店体验，希望为消费
记者，门店模式的优化是今年比格比萨的
者创建更好的场景体验消费。
堂食流量受限
一个挑战。比格比萨以自助模式来运营，在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比格
门店规模上有一定要求，一般门店面积需
目前，消费频次低、客单价较高是西餐 比萨布局小规模门店主要希望解决两个方
要达到350平方米左右。而如今布局小规模 在中国餐饮市场占比并不高的重要因素， 面的问题。首先是解决企业成本的压力，比

格比萨整体模式并不轻，而通过优化门店
模式来寻求流量、租金以及门店之间的平
衡点。另外，门店规模小的话对其门店人流
量密集度和单店的贡献率会有所提升，同
时这种创新模式会起到一定的粉丝效应。

来说，品质、品牌和服务体系是整个餐饮行
业未来发展的核心要素。企业还需要从品
质、品牌、服务体系这三个方面着手，只有在
这三个核心元素的基础上再去叠加新的尝
试才能保证其效果。

差异化空间小

240m

在朱丹蓬看来，比萨这个品类比较小众
化，其差异化空间和程度并不大，对于企业
来说差异化竞争压力较大。上述的品类特
点使比格比萨增添一些其他菜品和以自助
的形式增加消费体验感。另外，比格比萨以
直营和加盟的形式拓展市场的速度并不是
很快，也是由于主营品类比萨的属性因素，
品牌需要严格控制门店数量，保证单店的
产出和投入的平衡比是相对良性，降低经
营风险。
北京商报记者也注意到，同样将比萨作
为主打品类的必胜客，在其母公司百胜中
国发布的2019年三季度财报中，比萨并没
有一席之地，必胜客牛排的销量情况倒是
重点关注对象。财报显示，牛排的销售额同
比增长两位数，约占销售额的13%，相当于
在过去12个月中售出超过3000万份牛排。
这似乎也在暗指牛排品类或将是百胜中国
未来发展的重点品类。
朱丹蓬表示，虽然比萨品类较为小众
化，但是比格比萨的自助模式还是存在一定
的差异化，对于品牌来说通过“小店”模式形
成口碑效应是可行的。不过，对于餐饮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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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格比萨新门店面积约为
240平方米， 比普通的门店面积
小了近100平方米， 座位也减少
了50个左右。

另据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自
助餐和普通的餐饮业态相比有较大的差异，
尤其在如今餐饮企业微利的常态下，自助餐
的高损耗和高成本压力表现得更为明显，因
此自助餐近些年普遍发展得不是很好，期间
也有好伦哥这样的品牌试图通过改变产品
结构提升客单价的方式转型，但最终也没能
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比格比萨这次转小店的
方式能够直接帮助其控制成本，但也很可能
会削弱消费者的消费体验，比格比萨如果想
要达到拉动堂食流量的效果，就需要在产品
和服务方面下更多功夫，以此来弥补门店面
积减小、品类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
北京商报记者 郭诗卉 郭缤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