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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巨头接连折戟社区便利店

碧桂园
“凤凰优选”郑州批量撤店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贾永标 实习生 韩东琳 文 朱哲 摄影
进入市场近两年之际，碧桂园重点打造的社区生鲜门店
凤凰优选正经历大面积撤店。据了解，目前凤凰优选正从武
汉、郑州、西安和兰州市场全线撤退。
连日来，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走访凤凰优选郑州十几家
店面发现，有的人去楼空，有的店面已经改作他用。
6 月 11 日，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在凤凰优选郑州天
玺社区店了解到，作为目前郑州最后一家凤凰优选社区便利
店，它也将面临关店的命运。

市生活管家式服务，实现“做中国最
好社区生活服务商”
的愿景。
然而，时间仅过去一年，让人始
料未及的则是凤凰优选开始全面收
缩。
对此，一位凤凰优选的店员告
诉大河财立方记者，他所在的凤凰
优选 30%的销售品是自品牌物品，
40%是进口品牌物品，30%是国内
畅销品。凤凰优选的销售品全国统
一配送，一些来自广州、台湾等地的
调料在河南很少有顾客接受，这些
物品大多做临期处理。他所在的这
家凤凰优选店的利润率大致在 1%
左右。而由于房租成本高，物品全
国统一配送很难做到因地制宜，不
少店面在赔钱赚吆喝。
而碧桂园内部人士在接受大河
报·大河财立方记者采访时也表示：
“撤店也是没办法，很多店亏得一塌
糊涂。
”

顺丰优选亦折戟社区便利店
正准备撤离的凤凰优选郑州天玺店

郑州最后一家撤店倒计时
近日，郑州市民李先生向大河
报·大河财立方记者反映：他 2018
年办理的凤凰优选储值卡，因所在
小区的凤凰优选社区生鲜便利店关
门，而无法使用。
据李先生介绍，他家在郑州市
高新区，
“当时考虑到凤凰优选是碧
桂园旗下的大品牌，店内售卖的蔬
菜和水果等生鲜产品，品质很有保
障，就办了一张储值卡”。然而，从
5 月份开始，他发现小区门口的凤
凰优选开始打折促销。
“当时店员跟
我说是公司统一政策，现在看来，当
时凤凰优选已经进入关店倒计时。”
李先生表示。
百度地图显示，凤凰优选曾在
郑州布局 39 家店。大河报·大河财
立方记者走访时发现，目前这些店
已基本关张。
5 月 31 日，记者在高新区某小
区了解到，最多时该小区同时出现
3 家凤凰优选便利店，而目前这些
店面均已空置。
6 月 2 日，记者在位于郑州市南
阳路上家天下小区的凤凰优选店了
解到，一年多前凤凰优选进驻该小
区，但目前门店已经更换为其他便
利店品牌。同日，记者在位于博颂
路上的凤凰优选 38 号店注意到，虽
然凤凰优选的招牌仍在，但店内则
处于装修状态，据悉接盘者为一家
宠物医美店。
6 月 11 日，位于郑州天玺社区
的凤凰优选内，3 名工作人员正将
男士洗发水等产品打包装箱，店内
标着零食等的货架已经清空。店内
工作人员介绍，店内部分产品从 5
月份开始已经打折出售。
“我们店现在是郑州最后一家
店，再过几天这家店也要撤了。到
时候就只能从凤凰优选的网上商城
选购了。”店内工作人员说，
“根据内
部之前发的通知，现在不只郑州在
撤店，武汉、西安等城市也在撤店，
将来可能只保留广东等区域的店
面。按照总部的说法，将来还要在
郑州重新开面积超过 100 平方米的

大店，但至于什么时候开，就不知道
了。
”
同时，记者在某小区凤凰优选
店面张贴的通知上了解到，凤凰优
选购物卡的处理有两种方式：可以
通过凤凰优选网上商城选购商品，
也可以直接办理退款。

曾肩负打通生态进社区重任
凤凰优选，可谓
“根正苗红”。
2016 年，碧桂园正式推出凤凰
优选。从定位上看，凤凰优选是为
碧桂园业主提供“好吃、好用、省钱、
安全”的产品，为社区业主和周边居
民带来更健康美好的生活。
作为碧桂园重点打造的社区生
鲜门店，凤凰优选诞生之初就被总
部寄予厚望。早在几年前，碧桂园
便确立了“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战
略，试图在存量业务基础上开辟新
战线，以凤凰优选为落点布局现代
农业及新零售，便是其多元化业务
中的关键一环。
2017 年，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
国强曾为广东顺德的凤凰优选开业
站台，他当时表示，期望碧桂园所有
能干的人在全世界范围找这些食
材，直接从产地运到消费者面前，不
用经过中间商，做到比网购还要便
宜，而且质量放心。他希望通过这
样的方式，为 300 多万业主和 10 多
万员工提供原产地、无污染、高性价
比的用品和食品。
根据媒体报道，截至 2018 年 6
月份，除碧桂园泮翠庭门店外，分布
在广东、湖南、江苏、浙江、河南、安
徽等 6 个省份 12 个城市的近百家
门店也同时开业。凤凰优选公开宣
布开店数达到 500 家，而仅 3 个月
后，凤凰优选的门店数增加至 1000
家。其中，200 家左右为园区展示
店，剩余 800 家直营店都正式销售
运营。
根据当时的规划，凤凰优选未
来的业务范围还将扩展到金融、医
疗、教育、旅游、房屋租赁、家政服务
等领域，形成居住全价值链生态闭
环，为社区居民提供贴身贴心的城

实际上，
近年来折戟郑州社区便
利店的资本巨头远不止碧桂园。仅
今年上半年，
郑州市区内就至少有 5
家顺丰优选门店完成转租或清店。
公开报道显示，顺丰在郑州布
局商业的步伐可以追溯到 2014 年，
当年 9 家顺丰“嘿店”在郑州开业。
随后在 2016 年 9 月，顺丰优选实体
店上线，并在当时创造了 3 个月开
店数百家的成绩。顺丰优选店系之
前顺丰“嘿客”便利店和“顺丰家”门
店整合而来。线下店定位于社区，
满足居民消费的一日三餐，涵盖酒
水饮料、休闲零售、冷冻冷藏等。
2017 年，顺丰优选提出，计划
未来一年要达到 4500 家线下店，
2~3 年内建立上万家线下店，而当
时全国共有 1600 多个顺丰优选社
区店。
然而，时间仅仅过去不到两年，
顺丰优选便利店便遭遇挫折。根据
媒体报道，今年上半年顺丰优选上
海、郑州等地的门面均开始关闭。
对于关闭门店的原因，顺丰优
选方面表示，是为了集中资源提升
门店服务能力及客户体验。后续将
通过加大华南及北京地区的投入，
加速新业态门店推广复制，扩大华
南市场规模及城市布局密度。
为何部分资本巨头在社区便利
店的谋篇布局上不顺利呢？
对此，河南九鼎德盛经济研究
院院长张保盈认为，对于以房地产
起家的碧桂园来说，涉足新零售不
仅意味着其从商品运营到供应链搭
建等一系列环节上的“从零开始”，
更对其单店的营销能力、人员配置
等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而这对于
采取直营模式的凤凰优选来说，几
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关店
也在所难免。
“近年来一些资本纷纷跨界布
局社区便利店，但从直营性质的便
利店看，其受到物流配送、人力房租
成本、移动端上门服务及夫妻店低
成本运营的冲击，失败在所难免。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大型的社区，会
有个别直营店活得不错，但总体来
看，想借助直营性质的社区便利店
打通最后一公里，困难太多，稍有不
慎就会赔钱。
”张保盈说。

实控人缺失,继周口城投后

A股三维丝
再迎资本入局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吴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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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创增持三维丝 10%股权
或涉实际控制人变更

6 月 10 日，三维丝发布公告称，持股 5%以
上股东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中创）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于未来
6 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数量不少于公司
总股本的 10%。
根据三维丝公告，此次增持是基于对公司
发展前景的信心及长远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
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
展，
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本次增持前，上海中创持有三维丝股份
3672.25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9.53%，
但由于上
海中创于 2018 年 5 月 14 日与股东丘国强签署
《表决权委托协议》，丘国强将其所持的 3708.49
万股公司股份的股东权利（除收益权以外）委托
上海中创行使，
有效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上述协议有效期内，上海中创可行使公司
共计 19.22%的股份所对应的提案权、表决权等
《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的相关权利，是拥有三
维丝表决权比例最高的股东。
但由于三维丝各大股东实际支配上市公司
的表决权均未超过 30%，直接导致了目前三维
丝公司实际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缺失的情形。
三维丝公告表示，
上海中创及其一致行动人
的增持计划实施到相应程度或实施完成后，
不排
除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可能性。
三维丝于 2001 年在厦门成立，是国内早期
高温袋式过滤除尘上市企业。2010 年起，三维
丝成立多家子公司，致力于发展烟气岛环保治
理（除尘脱硫脱硝）、散物料输储系统、节能环保
及清洁能源电厂投资运营及其他业务板块。
2019 年第一季度，三维丝实现营收 2.73 亿元，
实现净利润为亏损 2109.86 万元，分别同比增
长 146.42%和 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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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城投曾举牌三维丝
不排除获取实际控制权

根据三维丝 1 月 29 日发布的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1 月 7 日至 1 月 25 日，
周口城
投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口城投）
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增持三维丝股份占
到已发行股份的 5%。周口城投称，
未来 12 个月
内还将在二级市场增持三维丝股份，
不排除成为
三维丝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可能。
截至目前，周口城投持有三维丝的股权比
例，
已由 1 月 29 日的 5%提升至 8.79%。
资料显示，周口城投成立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注册资本为 1 亿元，为国有独资企业。根据
公告披露，周口城投的最终受益人为周口市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是一家由政府主导、市场化
运作的多功能型平台公司暨招商引资平台、政
府减负平台、资本运作平台。
本次举牌三维丝，
周口城投希望借助上市公
司的平台和资源优势，打通上下游融资渠道，统
筹国有资产、资源、资本、资金的横向整合，挖掘
国有资产潜力，实现资本与当地产业的有机结
合。
有业内人士分析，
周口城投实控计划或遇到
新挑战。
6 月 11 日，记者电话联系周口城投有关人
员，询问上海中创增持对其影响，对方表示会将
采访问题传达给周口城投，但截至发稿，仍未收
到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