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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植配木椅、黄灯搭暗装。
2013年起，以咖啡陪你、动物园
咖啡为代表的“小资风”韩系咖
啡品牌在郑州迅速爆红，两年开
店数量近30家，几乎占领了各
大商圈的醒目地段。而短短两
年后，“韩方撤资、中国总代跑
路、关店潮风起”等负面消息便
开始发酵，韩系咖啡在中国市场
正在面临“熄火”的尴尬现实。

“虽然咖啡陪你在郑州还有
几家店尚在营业，但不知道能撑
多久。大家都在止损，想办法转
身。”一前咖啡陪你加盟商向记
者透露，迫于低营收高租金的压
力，目前位于紫荆山商圈的咖啡
陪你门店，已经将二楼改造成酒
吧。位于大上海城的咖啡陪你
也做起了美甲生意。而此外多
数韩系咖啡店内，除原有咖啡甜
点外，还不同程度引入了牛排、

炸鸡等餐品。
“单纯做咖啡无法盈利，引

入餐品又做不专业，店面太大只
得转租，这些咖啡店已难以为
继。”上述加盟商认为，“韩式咖
啡在中国死在急剧扩张的加盟
模式上。”

他透露，咖啡陪你品牌在韩
国拥有800多家直营门店，是韩
国本土最大的咖啡连锁品牌，产
品线本身没有什么问题。2012
年品牌被引入中国市场后，两年
间就在国内以加盟模式扩张出
500家门店，郑州最多时有近20
家。

“开 500 家店，至少需要
2500 个员工。这些员工的培
养、薪资体系、企业文化建设跟
不上，倒是必然趋势。”该人士
称，从去年下半年起，咖啡陪你
中国区总部就已失联。其合约

中标明合作期间需支付加盟商
的费用无法履行，而一些加盟商
开店的预付款也打了水漂。

据悉，咖啡陪你加盟费200
万元，占股49%。虽然投资门槛
很高，但投资者对韩式咖啡的热
情，是各方都没有预料到的。迅
速圈钱招代理的结果，是总部管
控从起初的指派专人经营，到后
期放任加盟商自营，从前期约定
的技术产品指导更新，到最后的
人去楼空，管控体系完全崩塌。

同样以加盟模式迅速走红
的动物园咖啡，早在今年1月曾
在北京、郑州等地上演过关店、
加盟商卷款跑路的戏码。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其在中国的门店
数量已近300家，迅速扩张带来
的隐患也不容小觑。据行业内
人士透露，目前韩国咖啡品牌在
中国的发展情况均不容乐观。

6月21日早上，永达集团
首批出口蒙古国的20吨鸡肉
产品顺利到达蒙古国首都乌兰
巴托。这是河南首次向该国出
口肉类产品，永达集团也成为
河南首家获得蒙古国资格认证
的肉类生产企业。

“去年12月，蒙古国检验
检疫局检查团到永达集团鹤壁
总部及滑县生产基地进行出口
注册认证检查，认为永达集团
生产的鸡肉产品符合蒙古国的
进口肉类要求。”永达集团董事
长冯永山说，今年3月份，集团
获得了蒙古国的资格认证，每
年将有6000吨鸡肉产品发往
蒙古国。

永达集团外联部负责人告
诉记者，算上此次出口蒙古的
鸡肉，今年集团出口量将达2.3
万吨，年创汇额将突破7000万
美元，一举成为全国出口鸡肉
产品第二大企业。

“蒙古国是‘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之一，对蒙古国的出口
是企业全球战略的重要一步，
也为进一步开拓‘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市场奠定了基础，积累
了经验。永达集团将以蒙古国
为重要通道，借助中欧专列等
运输形式，争取让产品不断向
中亚和欧洲国家延伸。”冯永山
说。 （记者 古筝）

河南首次向蒙古国
出口肉类产品

在中国经营咖啡市场难道
没有未来吗？

“中国有万亿级的咖啡市
场，只是目前这片市场还没有
养成。”COCO都可茶饮郑州
区总经理穆亦晨接受采访时
称，中国目前人均年咖啡消费
量为5杯，远远低于日本、韩国
年人均约300杯的水平，而在
全世界这一平均值也在240杯
左右，中国咖啡消费潜力巨
大。目前，中国咖啡消费量一
直以每年15%-20%的幅度增
长，五到十年内或将达到万亿
级市场目标。

“现在中国有限的咖啡消
费市场，还没有达到可以‘卖空
间’的时候。经营者应该把咖
啡看作一个载体，把咖啡变成
空间文化。如何有效运用咖啡
带来的空间效应，是当下业内
人士探索的方向。在韩式咖啡
以后，下一个咖啡界的爆点，一
定是导入了其他产业的特色门
店。”

他介绍，如今在北上广等
一线城市，咖啡馆内已经可以
插花、卖玩具或者让猫、狗等宠
物满店跑。与咖啡一同销售的

是饮品以外的店铺特色，也是
其最大赢利点。而在郑州，这
样的咖啡店也在酝酿。如二七
万达周边的一家咖啡馆内，老
板把服装订制生意与咖啡休闲
混搭在一起。商家既增加了获
利渠道，消费者也获得了美的
享受。

在他看来，未来郑州市场
或将被三大主流咖啡“门派”占
领。一类是如星巴克、太平洋
这样的国际级大型连锁咖啡
店。这些品牌有强大的企业文
化和品牌管控能力，也拥有相
当数量的客群，市场潜力依然
巨大。一类是上述的混搭跨界
型特色咖啡馆。对于80、90后
有独特审美和小资消费需求的
一代来说，咖啡馆不仅仅是用
来对话聊天的场所，也是休闲
和彰显个人特色的空间。咖啡
空间可以挖掘的东西还有很
多。此外还有一类则是为了满
足咖啡一般需求，单价在每杯
10到15元的廉价咖啡。随着
互联网时代出生的年轻一代逐
渐成为消费主流，中国的咖啡
需求将迅速扩大，价格偏低的
外带咖啡也将受青睐。

发展不容乐观的不仅是韩
式咖啡。

今年年初，承载着郑州80
后记忆的迪欧咖啡，关闭了在农
业路的正弘旗店，其在经五路纬
三路的门店也已关门歇业。而
与迪欧同属中国咖啡1.0时代的
上岛咖啡、捷农咖啡、两岸咖啡，
也都随着新式咖啡的涌现，慢慢
淡出消费者视野。同时，近几年
在郑州广受关注，被称为咖啡行
业典范的漫咖啡、剧咖啡，眼下
也由于受各种客观因素影响，生
意大不如前。

“如今郑州大小咖啡馆数量
庞大，但闭店率也很高。仅卖空
间的咖啡馆九成都在赔钱，很多
都撑不过两年。”曾在郑州经营
小型咖啡馆的吴女士认为，卖咖

啡赚钱一直是个伪命题。
她解释说，咖啡单价很高，

但成本极低。一杯 25 元的咖
啡，成本可能才3元。对于消费
者来说，买的是装修环境和空
间。也因此，目前郑州咖啡馆都
要花重金在营造环境上。大的
空间，好的地段租金费用高，装
修成本也高，投入很难收回。

“这个行业成本只有8%，如
果单日营业额有2万元，盈利一
定喜人。但问题是投资人没有
考虑过单日营业额能不能有2
万。”

她说，咖啡行业盈利点看上
去很美，但客单价低，翻台率不
高。目前郑州乃至国内多数地
区，并没有足够大的市场需求去
支撑如此多的咖啡店。目前郑

州稍有规模的咖啡馆，投入都在
百万元以上。在餐饮界，投资
50万的门店，一天营业额没有
5000元就难以盈利。可郑州一
家投资100万元的普通咖啡馆，
很多单日营业额仅有两三千
元。像咖啡陪你这样的中型品
牌门店，至少需要200到400平
方米。现在郑州核心商圈的租
金最少也要每平米100元。商
业租金还年年暴涨，增长率在
5%到8%不等。这样高的租金
成本和前期投入，让客源稀少的
咖啡行业很难赚到钱。

“咖啡馆要有格调，装修成
本就高，而为了摊低成本，产品
价格也要提升，价格高的同时又
很难吸引客源，这已成为死循
环”。

核心提示 一部《来自星星的你》，不仅叫热了炸鸡配啤酒，也引爆了韩式咖啡热。以咖啡陪你为代表的韩系咖啡品牌，近两年在郑
州迅速扩张，也迅速衰落。高成本压力背后，加盟模式的混乱营运是最大痛点。

不仅韩系咖啡，目前郑州咖啡行业普遍面临经营困难、闭店率高的现状。单纯“卖空间”的经营模式遇困后，一批“小而美”的混搭咖
啡空间开始开拓市场。

韩系咖啡“熄火”
咖啡馆寻觅新爆点

□本报记者 李世顶

在探索推进“两权”（农村承
包土地的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
权）抵押贷款试点上，河南初步
探索出一些有效的业务模式。6
月22日，大河报记者在人行郑
州中心支行举办的金融业务新
闻通气会上获悉，截至5月末，
河南省9个农地试点县发放农
地贷款16笔、1359万元；2个农
房试点县发放农房贷款153笔、
2302万元。

据了解，自今年 3 月份以
来，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省
委农办等14个单位，探路河南
省“两权”抵押贷试点工作，鼓励
试点地区采取农村承包土地的
经营权直接抵押、农村承包土地

的经营权+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农村
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担保增信、农
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风险基
金+农业保险等模式开展试点，取
得了诸多突破。

比如长葛探索出了“农村产
权流转交易服务中心+农业保
险+政府风险补偿基金+财政奖
补”风险缓释模式。河南瑞之源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
受益者。

据介绍，瑞之源流转土地
500亩，其中200亩搞阳光温室
大棚种植绿色有机蔬菜，去年
12月，为赶春节销售旺季，该公
司的40座温室大棚换茬种植番
茄、黄瓜，受降雪及低温冰冻天
气影响，亟须更换棚膜、棉被等，

资金缺口还有200万。
可由于自身可供抵押资产

有限，又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担
保人，利用传统银行信贷产品融
资很难实现。

但庆幸的是，瑞之源在“两
权”抵押贷试点之下，采用“农村
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保
证保险+风险补偿基金”的贷款
模式，瑞之源公司从递交贷款申
请，到拿到200万元贷款只用了
一周时间便渡过了资金难关，预
计这茬蔬菜能收入140多万元。

对此，瑞之源董事长孙伟民
满脸带笑，直言，“真没想到流转
来的土地不光有了‘身份证’，还
能抵押贷款，要不是这笔贷款来
得及时，那因天气受灾的40个
棚注定扭亏无望”！

河南探路“两权”抵押贷

□本报记者 赵黎昀 文 白周峰 摄影

韩系咖啡“熄火”中国市场

光靠“卖空间”咖啡店难以盈利

混搭、廉价咖啡入市“等风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