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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三全牵手，外资便利店巨头7-11登陆郑州

巨头抵郑，便利店市场再掀波澜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丁洋涛 文 朱哲 摄影

中原大地的便利店市场从来都不缺乏热闹，这次的外资便利店在郑州区域的破冰之旅由日系
便利店巨头7-11开启。12月18日，外资便利店巨头7-ELEVEn便利店（以下简称：7-11）宣
布，其将7-11在河南的独家特许经营权授予三全食品全资子公司河南叁伊便利店连锁有限公司
（下简称：河南叁伊），借势登陆郑州，这是其入驻除北京、天津等城市外少有的北方城市。

7-11登陆郑州
联手三全扎根中原

12月 18日上午，三全
食品全资子公司河南叁伊
与世界500强企业7-11签
订 协 议 ，河 南 叁 伊 获 得
7-11便利店业务在河南省
的独家特许经营权。据了
解，河南首家7-11便利店
预计将于2020年上半年落
地，未来也有在河南放开加
盟店的计划。

在签约仪式上，7-11
中国董事长内田慎治表示，
便利店在中国有很大的发
展前景，通过与河南速冻行
业龙头企业三全食品合作，
聚焦郑州、扎根郑州。内田
慎治称：“便利店绝非把超
市面积缩小就可以。在最
具发展潜力的郑州，7-11
和三全食品将共同开发适
合消费者的商品，这样的组
合必然能创造更大的能
量。”

三全食品董事长陈南
认为，郑州作为我国中部中
心城市，隐藏巨大的发展潜
力。“‘国际郑’需要国际知
名便利店品牌，未来携手
7-11，深耕便利店市场，相
信会有更大突破。”陈南在
致辞中说道。

此前，郑州经历多轮投
资热和关店潮

此前，郑州等北方城
市，鲜有进入诸如7-11、全
家、罗森等外资便利店选址
之列。反之，2010年以来，
郑州经历了多轮便利店投
资热，也见证了多轮关店
潮。

早在2014年 7月，U+
便利店宣布在郑州开70家
门店，并在线上线下同步开
展业务。据了解，和常规的
超市不同，U+提供线上、线
下同时销售。彼时，还未使
用智能手机的“无网人群”
还可通过400客服电话订
购，送货上门等业务。而主
打“送货上门”的U+便利
店，并没有掀起太大风浪。

曾号称河南首家O2O
网上便利店的郑州云超市，
在经历了不到两年的摸索
后，最终还是倒在了资金链
断裂的问题上。但究其根
本原因，坠落的云超市铺满
郑州主城区的配送站成了
它的“失血口”，配送架构之
大、摊销成本之高，让其应
接不暇。同时，两位股东朱
武源、乔莉也非零售业出
身，寄希望于“互联网+”在
当时并不能支撑便利店的
正常运转。

除此之外，今年年初，
发端于郑州本土的豫便利
也已悄然离场。以豫便利
为代表的B2B模式大多处
于亏损状态，基本靠资金储
备生存，一旦融资速度跟不
上，就会导致资金链断裂。
业内人士认为，在产品和模
式没有差异化与独特性的
前提下，B2B模式对店家的
吸引点就是价格，但一味通
过低价发展触角却无法“造
血”，崩盘是迟早的事儿。

截至目前，郑州广义上
的便利店连锁品牌也屈指
可数，这包括丹尼斯旗下便
利丹、正道旗下正道思达、
四邻便利以及悦来悦喜等。

7-11、全家、罗森们为
啥不爱北方？

抛开郑州本土便利店
失利不谈，在世界范围都家
喻户晓的7-11、全家和罗
森等连锁便利店品牌为何
不爱到北方城市？要知道，
北京、天津作为直辖市，自
然是多家连锁便利店无法
忽视的重镇。但除此之外，
要想在其他北方城市见到
这些外资便利店并非易事。

这个问题，还要从夫妻
店的冲击、中国南北地区气
候差异和南北方人不同的

消费习惯说起。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和

大部分北方市场一样，冬季
几乎是便利店的“空白期”，
而便利店最大的竞争对手
是夫妻店，从房租、人工成
本、税收、运营灵活性和与
社区市民的情感维系等方
面都较连锁便利更有优势。

对连锁品牌便利店来
说，在选址问题上，标准统
一且区位选取挑剔，大多以
街角或临街等客流较多、较
易被看到的地方为宜，而这
些地方一般租金都更为昂
贵。同时，想要维持一个24
小时便利店正常运营，至少
需要雇佣4~5人，人工成本
自然高出夫妻店。此外，夫
妻店大多以定额定期模式
缴税，对店主来说多劳多
得，但连锁品牌店按照营业
额征税，卖多卖少均需正常
缴税。

除此之外，北方城市
中，烟酒店、杂货铺、计生用
品店、报刊亭、蔬果小超市
等夫妻店店主，常年盘踞社
区，对社区居民了如指掌，
邻里情感也更贴近，这也是
品牌店不能比拟的。

相比南方，北方冬季的
低温让便利店市场犹如荒
漠，低温让消费者懒得夜间
出门，根本无法撑起24小
时便利店夜间10点后至次
日早上8点前的销售。对
连锁品牌便利店来说，丢失
夜间市场，无法摊薄房租、
人力等成本，无疑是雪上加
霜。

另外，大多数北方人或
会为一瓶便宜1块钱的饮
料，“宁选便宜，不选就近”，
这在很多南方人看来不可
思议。定位提供便利的连
锁店商品价格相对更高，不
同的消费观念决定了南方
更适合品牌连锁店生存。

纵然如此，外资连锁便
利店7-11还是决定在郑州
开启破冰之旅，至于这场

“旅行”是否顺畅，还有待市
场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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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供电公司：“体检”充电桩 助力市民绿色出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杨帆 王保俊

12月9日，信阳供电公
司组织营销服务人员分组
对分布在高速沿线服务区、
乡供电所和小区停车场的
电动汽车充电桩开展巡视
巡查，督促运维单位尽早整
改发现的问题，助力市民
在“双节”期间绿色出行。

信阳公司为响应社会
需求，加大电动汽车充电桩

的建设规模。按照国网公
司整体部署，该公司大力推
进充电桩建设布局，鼓励欢
迎社会资本进入充电桩市
场，为企业开辟报装绿色通
道，建立长效沟通机制，按
办电业务时间节点，进行跟
踪上门服务，定期保持电话
回访，保质保效圆满完成供
电服务工作。

为确保已建成的充电
桩能正常运行，信阳公司积
极开展充电桩使用工况巡
查，重点巡查充电桩的物理
状况和电气状况，做好充电
桩使用的基础服务，确保提
升各充电桩在“双节”期间
的充电效率。

截至 2018年底，信阳
公司累计建成充电桩 94

个，其中，交流充电桩 14
个，直流充电桩80个，分布
在京港澳高速、大广高速、
沪陕高速沿线服务区及供
电所和小区停车场。预计
2020年，该公司将建成投
运另外50台充电桩项目，
届时信阳地区可以实现县、
区全覆盖，方便电动汽车绿
色出行需要。

郑州建业凯旋广场
昨日正式开业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张利瑶

本报讯 12月 18日，郑州建业
凯旋广场正式开业，作为建业集团
在郑州的首个城市综合体，被寄予
诸多期许。

“感谢这个时代，短短九个月时
间，建业在郑州的首个城市综合体
正式开业，这是时代给予建业的恩
赐；感谢河南，得益于河南经济的持
续进步，建业商业才能在此基础上
实现让大家过上好生活的愿景；感
谢我们的两个团队——建设团队和
招商团队，让建业商业这一愿景逐
渐丰满、充实。”昨日上午，开业仪式
上，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用三个
感谢表达项目开业的激动。

“该店50家首进品牌业态涵盖
餐饮、零售、文创等，其中包括中原
首家7000平方米国内最大书店言
几又、中原首家化妆品SEPHORA
概念店、中原首家国际时尚珠宝品
牌 agete、中原首家国际轻奢品牌
FURLA、餐饮品牌外婆家等。”建业
商业公司总裁张子玉表示。

暖心、舒心、放心电
打赢供电服务攻坚战
——国网濮阳供电公司优化营商环境侧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启松
通讯员 张萌

近年来，国网濮阳公司多措并
举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供电服务水
平，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
宗旨，用实际行动让用户用上“暖
心电、舒心电、放心电”。

12月 17日中午，在濮阳油田
添运小区内，公司“三供一业”项目
组正根据停电计划安排施工，一天
内，新建两台箱式变电站并铺设高
低压电缆。

公司采取“停电告知三步走”
措施，提前一周张贴停电通知单；
客户代表在微信群内发布停电通
知；施工当天逐户上门通知。

为切实发挥电力“先行官”作
用，濮阳公司全力推进“放管服”业
扩报装新模式。据了解，濮阳公司
新增本地服务电话6905598、微信、
营业厅等预约服务渠道，用户可以
在网上直接预约办电，无需提报证
件，客户经理现场收资。明确指出
客户只要提供用电主体证明、产权
证明两项资料即可办理用电服务。

为降低停电影响，尽量选择在
有停电计划的时候安排检修工作、
带电作业、实施“零点工程”。同
时，市县公司对不停电作业力量统
一调配，资源共享，让配网不停电
作业向县域拓展和延伸，全面推进
濮阳地区配网不停电作业全覆
盖。截至目前，市县公司共实施带
电作业近600次，为濮阳城市配电
网减少停电时户数40135时户，减
少电量损失117.29万千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