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3月31日～4月6日 责编张翼鹏 美编 冯帅
电话 0371-65795622 E-mail: yipeng188@126.com封底报道 A08

生鲜便利店对郑州市场
的逆袭，并非孤例。国内最惹
火的案例是合肥乐城超市旗
下的生鲜传奇。由去年下半
年至今，在不断传出当地品牌
大卖场闭店消息的同时，生鲜
传奇销售业绩却增长了15%，
并保持着高速扩张姿态。

“生鲜传奇的门店约
300平方米，日均销售近4万
元。它相当于一般大卖场单
平方米经营效益的近两倍。”
省内某商企高管坦言，这是
其对生鲜传奇门店数次实地
勘察后所得到的结论。

事实上，国内模仿生鲜传
奇的零售公司已有上百家，金
好来也是其一。但乐城超市
总经理王卫却认为，切合实际
的模仿者却屈指可数。

其称，生鲜便利店能强
势突击市场，从表面看是击
中了大卖场的运营软肋，但
实质上，却是它回归了零售
业本质，真正站在消费者的
角度，用专业的能力为目标
客群定向解决痛点。“生鲜传
奇卖出的商品不是香蕉、黄
瓜，而是服务。由此，适应了
中产阶级的崛起以及对生鲜
食品升级消费的刚需。”

王卫以德国阿迪超市为
例说明，其在英国击败了乐
购，又进入美国冲击沃尔玛，
倒逼这些全球寡头级零售商
痛下决心，“重新修炼零售基
本技能”。

但也需看到，国内零售
业出现店铺“小型+专业化+
近距离”发展，其实早已有
之，如屈臣氏、良品铺子、元祖
蛋糕，就是经典案例，并已完
成在市场空间细分。只不过
这种趋势在近两年得以强化，
即如家乐福、麦德龙，均在国
内开始研究小型店铺运营。
更有甚者，如今连文具、花卉、
宠物、熟食等品类所诞生的专
业店名目也层出不穷。

“中国的零售业店铺小
型化的发展变局，是由人口
变化趋势决定的。”这是首都
经贸大学教授陈立平的观
点。其称，这很像10多年前
的日本市场。随着城镇化的
高速发展，城市生活节奏加
快，人口趋于老龄化，催化小
型化店铺进入爆发期。一二
线城市的年轻人，生活节奏
极快，不可能有时间去大卖
场购物。而三四线城市，看
似有足够的购物时间，但由

于年轻人去了大城市，留下
的老人和女性对日常生活的
便利性更为迫切，因此，这就
为小型化专业店铺留下了充
分的生存土壤。

那么，中国零售商该如
何应对消费者老龄化？

“不仅是店铺小型化，更
是运营技术更加专业化和精
准化。”陈立平称，日本消费
者为何没有像中国消费者那
样爱网购？这不是兴趣，而
是日本零售商对专业技术的
钻研足够强。比如，日本超
市的熟食制成品比例超过了
60%，它解决了当代主要消
费群体没有时间料理食材的
问题，甚至，有商业区百货店
把黄金楼层变成顾客的厨
房，把大部分的生鲜食材在
后台料理包装好，交顾客带
回家开袋即食。

综上来看，中国零售业
的新变局并无悬念，紧扣“服
务好顾客”是唯一原则，并不
断产生新业态变种和进行服
务模式升级。而这也意味
着，那个“开店就躺下数钱”
的疯狂年代早已逝去，留下
来的是回归零售业本质的从
业者。

传统零售行业持续下挫，生鲜便利店却小步逆袭，是“凑场”还是“砸场”？

生鲜型便利店郑州试水

□本报记者 杨霄 文图

核心提示 巩义零售商金好来已向郑州市场渗透，其进攻主要武器是厨鲜生便利店，动作缜密而低调。
这是河南第三次出现区域商企逆袭省会市场（前两次为九头崖、双汇）的现象。在传统零售业被“关店、降租（要求物业方）、延账期”等坏消息所淹

没的当下，“小个子”金好来的这一举动，无疑会引发业界猜测。
这不是常规超市，而是国内正在加紧“解码”的生鲜型便利店。金好来要靠它逆袭市场和电商对攻吗？

生鲜便利店首现郑州
要扮演“大卖场杀手”

区域零售市场有新手入场，
通常会走“价格杀手”的套路。
厨鲜生也不例外。不过，它做得
有点“过分”：其一，所售商品低于
周边两公里内其他类型的购物渠
道，包括大卖场、传统菜场、面点
专业店、果蔬店和电商等；其二，
自2016年1月末入郑至今，其在
商品价格上的进攻性姿态没有改
变过，并且仍在继续加强，如蔬果
类商品（同品类同等级），较一般
市场价格低20%以上，面点类，
500克面包售价仅3块钱。

“这不是凑场，而是‘砸场’。”
毋庸置疑，金好来董事长吴金宏
将会很快收到同行的“约谈”。

正因如此，同行对逆袭者金
好来，产生了一连串问号：其一，
金好来在河南商界完全可以忽略
不计。偏居巩义的一“乡客”，年
销售规模才“过亿”，尚不抵郑州
市区一常规大卖场单店销售收
入；其二，传统零售业早已走过了
规模红利周期。相较20年前的
平顶山九头崖和10年前的漯河
双汇，这时区域市场利益分配的
大局已定，加之正面撞上“零售入
冬”和电商耗杀的周期。金好来
图什么？凭什么？想干什么？

吴金宏称：“金好来已破解
生鲜便利店的商业模式，解决了
市场定位和标准化复制问题。”

但问题是，生鲜便利店由日
本初创后，在中国市场仍停留在
概念层面，虽跃跃欲试者众，却
因其“生鲜+便利店”的复合型
模式难以实际操作。

“它既是生鲜店，应满足家
庭主妇，又是便利店，还要契合那

些花5块钱买瓶可乐迅速走人的
年轻人。两种业态的市场定位本
该泾渭分明，如今却纠缠在一
起。”豫西某商企高管对厨鲜生这
种模式存疑，他认为，该业态从选
址、门店设计到运营，整套流程在
实际操作中会非常别扭。

吴金宏称，金好来对生鲜便
利店业态的理解简单清晰，紧紧
围绕“家庭厨房”的定位，以200
平方米的单店、2000多款商品，
来满足中产阶层、上班族和年轻
人对厨房所能想到的一切需求。

相较传统超市，生鲜便利店
的差异性是什么？

“便利、新鲜、低价”，是吴金
宏诠释的三点核心。如其称，便
利是生鲜便利店的核心，相比大
卖场、菜市场，它就开在生活街
区，其商品结构高度参照便利店
模式设计，以新款商品和高频消
费品为导向；新鲜，则体现在供应
链、生产能力和配送系统上更为
专业。果蔬、肉类、熟食、面点等
所有鲜食商品，都要做到当日清
销；低价，是其最直接的武器，但
绝非是低档商品。这不仅要做到
农产品产地直达，还要配建中央
厨房、物流仓及自有品牌商品，对
比周边超市、菜场、专业店和电商
四个维度，实现价格竞争力最优。

凭什么让消费者放弃一站
式购齐的大卖场？“生鲜便利店
的价值就在于近距离。它会充
分利用价格优势，引导消费者不
要为瓶酱油而舍近求远。”吴金
宏称，“厨鲜生不是大卖场的‘备
胎’，而要做大卖场的‘杀手’，要
具备与它们做邻居的能力。”

吴金宏对厨鲜生挑战大
卖场的实力保持高度自信，
但问题是，以金好来现有的
经营规模、门店数量、采购体
量和资源控制力，它会被郑
州市场的中外知名商企所忽
视。

“厨鲜生虽然在今天仍
是‘试验品’，但它却解决了
生鲜食品盈利难的老问题，
这是一般零售商做不到的。”
吴金宏称，这源于该公司的
运营策略，不做“二房东”，而
回归零售业本质。

事实上，这是吴金宏挑
破了深埋在大卖场行当的一
处旧疾：因生鲜类商品损耗
大，难以管控，很多商家采取
了联营模式经营，把摊位租
给菜贩果商，只赚取净收益
和运营费用。

据了解，在郑州市区，因
区域市场的客流、竞争、购买
力等环境差异，不同的卖场
对生鲜类商品收取佣金也大
相径庭。比如，有些卖场对
生鲜商户抽取的佣金率在
5%～15%，甚至还要加上合
同费、通道费、促销费、灰色
利益输送等，将商品价格推
高两成以上。但有些商家，
却分文不取，乃至对生鲜补
贴促销。但不论哪种方式，
不同商家的利益取向却高度

一致：以生鲜商品吸引客流，
靠高毛利商品赚取利润。

也就是说，厨鲜生与大
卖场的本质区别是，前者靠
生鲜盈利，后者靠生鲜揽客。

那么，大卖场若将生鲜
类商品做到同样低价，是否
就能干掉厨鲜生了呢？

吴金宏认为不具备这种
可能性。其称，生鲜便利店
与传统超市的核心区别，不
仅是商品价格对比，更是两
种业态在运营导向和零售技
术上的充分较量。

吴金宏分析，第一，厨鲜
生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围
绕目标客群的定位，设计了
整套运营服务体系。而传统
超市则以“联营扣率”为导
向，除大而全的商品类目外，
极少有鲜明的特色。第二，
厨鲜生构建了整套敏锐、完
备的“买手+现金直采”机制，
通过不断发现消费者需求，
实时动态调整商品内容，实
现品质和价格的最优化，而
传统超市，则依赖于“二房
东”模式，门店卖什么货，商
家说了不算，而是供应商什
么赚钱就卖什么。第三，因
市场定位清晰、商品与消费
者需求匹配度高，厨鲜生的
商品周转率将大幅超越大卖
场，由此将从供应商手中置

换到更低的采购成本。
吴的这一说法，与北京

果多美超市董事、总经理张
云根对“大卖场深陷困局”的
剖析颇有相似之处。

张云根此前为国内某大
型商超集团高管，其称，因看
到了大卖场业态的弊端，由
此对生鲜专业店的市场开发
价值有了深刻体悟。

“打败大卖场的不是电
商。而是早年间其借‘模式
红利’拼命扩张，严重忽视了
自身模式漏洞和运营能力的
退化，最终被自己‘玩残’
了。”张云根称，人人都说大
卖场所到之处是“3公里零售
死亡圈”。但如今，非但谁也
没死，反倒出现了烘焙、零
食、母婴、美妆等专业店铺，
拼命围到大卖场身边“蹭客
流”。“这只能说明一点，大卖
场的运营商真的很不专业，
正在被各类专业零售商瓦解
战斗力。”

也因如此，张云根认为，
生鲜便利店具备成为“大卖
场杀手”的潜质。“一旦大卖
场的生鲜食品价格被击穿，
也就意味着摧毁了它们吸引
客流的工具，随之产生的连
带影响是客流减少和亏损加
大。到那时，大卖场的退出
只剩时间问题。”

小型专业店已成欧美零售主流 应对老龄顾客是直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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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厨鲜生店里，蔬果会被当做艺术品来伺候。

打败传统零售的不是电商 是大卖场“玩残”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