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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蜂正式进驻郑州
将加速布局河南市场

疫情为社区零售铺开了一
条声势浩大的扩张之路。随着
各行业全面复工复产，便利蜂
也开启了新的扩张计划，这一
次，它瞄准了河南市场。

4月 16日，河南自贸试
验区郑州片区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得
知便利蜂有意进入河南市场的
信息后，省、市自贸、税务、
市场监管等部门主动跟进，郑
东新区管委会及时帮助协调解
决企业办公及注册场地。

谈及便利蜂进入河南市场
计划，其相关负责人对大河
报·大河财立方记者表示，便
利蜂进入河南市场后，将首先
在郑州热门商圈选址开店，并
以郑州为中心，加快在河南布
局。

“我们的关注点会更多地
放在如何满足河南消费者的需
求上。当前，高品质的一日三
餐在河南便利店行业还没有得

到足够重视，这会是我们的机
会点之一。”该负责人称。

公开资料显示，便利蜂成
立于 2016 年，总部设在北
京，目前已在全国开出1500
余家24小时直营便利店，覆
盖北京、上海、深圳等大中城
市。

其供应链由自主研发的鲜
食和非鲜食的流通商品组成，
通过线上APP和线下门店为
用户提供一站式购物需求，通
过对商品的精选与搭配，在门
店展示给该店用户需要的商
品；同时，还可实现门店运营
自动化决策，为消费者提供千
店千面的体验。

记者注意到，除了河南市
场，便利蜂正加速对山东市场
的布局。本月初，便利蜂位于
济南市天桥区的两家门店同时
开门营业，这是其在山东地区
的首批开业门店，而其在山东
还有近10家门店正在紧张筹
备中。随着便利蜂的全面进
驻，山东便利店市场也将迈入
数字时代。

一线品牌下沉抢市场
便利店巨头急速扩容

事实上，因社区生鲜小店
具有成本可控、离消费者更近、
选址灵活、坪效高等优势，便利
店在近两年逐渐成为最贴近消
费者的零售业态，尤其在疫情
期间，人们活动范围缩小至社
区，社区商业最后一公里的优
势凸显。在此背景下，便利店迎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自去年以来，在阿里、苏宁、
京东等电商巨头纷纷喊出“智慧
零售、新零售、无界零售”等口
号，意图利用自身供应链与物流
实力，占领线下零售这一巨大的
市场背景下，便利店市场急速升
温。各大便利店品牌也都加快了
自己扩张的步伐，河南便利店市
场竞争日益加剧。

其中，外资便利店巨头
7-11的入局将这一节奏推向
高潮。去年年底，其与三全食品
正式签订河南省的独家特许经
营权。这意味着河南首家7-11
门店或将于2020年上半年落

地，同时，其未来也有在河南放
开加盟店的计划。

在外资便利店品牌跑马圈
地、加速本土化经营的同时，本
土便利店和资本助推的新兴便
利店也在追赶抢占市场。据统
计，截至目前，郑州便利店市场
份额的“正规军”仍由本土品牌
丹尼斯旗下便利丹、正道旗下
正道思达、四邻便利悦来悦喜
等占据。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国
家层面颁布的政策也积极推动
全国便利店的发展。今年1月
20日，商务部等13部门印发
《关于推动品牌连锁便利店加
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
见》提出，要健全城市公共服务
基础设施，织密便民消费网格，
优化便利店营商环境，推动便
利店品牌化、连锁化、智能化发
展，更好地发挥便利店服务民
生和促进消费的重要作用。

受政策的持续加码，便利
店或将迎来重要契机，但同样
也面临激烈竞争。从这个层面
看，率先抢占下沉市场并为将
来储备博弈力量或许是本轮外
来资本密集入郑的重要原因。

河南便利店市场接连扩军
新型连锁便利店便利蜂首进郑州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张利瑶 丁洋涛

河南便利店市场再掀风
云。4月16日，大河报·大河
财立方记者获悉，河南便利
蜂商贸有限公司在河南自贸
试验区郑州片区注册成立。
这标志着新型连锁便利店便
利蜂正式进军河南市场。其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河南
开设的所有门店均将采用直
营形式，首家门店预计近期
开业，选址将聚焦郑州热门
商圈。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继
7-ELEVEn（以 下 简 称
7-11）、盒马鲜生之后，一线
便利店品牌对河南市场的再
次布局。此外，本土品牌悦
来悦喜稳健扩张、京东便利
店和天猫小店悄然崛起……
一时间，河南便利店市场风
云再起。

无烟煤减产10%
12家大型煤企限产挺价

进入4月中下旬，能源市
场巨幅波动。美国原油期货结
算价跌至负值，国内煤价出现
恐慌性下跌……

在这种市场背景下，国内
煤炭生产企业开始“抱团稳
价”。

4月19日，中国煤炭市场
网公布，为稳定行业经济运行，
避免资源能源浪费，维护无烟
煤市场平稳，全国12家无烟煤

生产企业倡议在当前产量基础
上减产10%，减少库存量，落
后产能应退尽退。同时，倡议
稳定市场销售份额，停止量价
优惠及各种变相促销手段，按
照合理利润空间定价销售，不
允许为抢占市场而互相压价的
不良市场销售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这12家无
烟煤生产企业中，河南占据两
席，分别是河南能源集团和河
南神火集团。

“此次联合倡议减产，有利
于稳定市场价格，因为一旦上游
产能过剩，将导致整个市场价格
降低，不利于煤炭市场平稳。”河
南神火股份董事会秘书李宏伟
告诉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全国有六大无烟煤生产基地，河
南有两个，一个在永城，一个在
焦作。其中，河南神火集团每年
无烟煤产量约300多万吨。

为何此次倡议减产聚焦在
无烟煤领域？

据了解，无烟煤是煤化程
度最大的煤，质优稀缺，中国无
烟煤预测储量为4740亿吨，主
要分布在山西和贵州两省，其
次是河南、四川省。然而，在去
产能的大背景下，受资源禀赋
限制，由于没有新建产能的投
产，也就没有新的无烟煤资源

的开发，业内预计未来无烟煤
产量将呈现逐渐下滑的趋势，
稀缺性将进一步加强。

“煤炭行业联合减产并非
首例，电解铝、水泥等行业经常
在收储、减产等方面出现类似
的联合倡议。”李宏伟认为，这
是行业凝聚力的体现。

四年来首次
国内煤价跌破500元/吨

12家无烟煤生产企业联
合倡议减产，这只是整个煤炭
行业的现状缩影。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4
月上旬全国煤炭价格整体大幅
下跌。其中无烟煤（洗中块）价
格 1000 元/吨，较上期下跌
10.0元/吨，跌幅1.0%。普通混
煤（4500大卡）价格430.7元/
吨，较上期下跌10.7元/吨，跌
幅 2.4%。山西大混（5000大
卡）价格为478.6元/吨，较上期
下跌12.8元/吨，跌幅2.6%。

此外，4月15日，CCTD环
渤海动力煤Q5500K（发热量
为5500大卡的动力煤）现货参
考价为 498 元/吨，较年初的
559元/吨下跌约11%。至此，
国内煤价正式跌离“绿色区间”
的最低关口，为近四年来首次

低于500元/吨。
至于煤价区间的界定，国

家发改委、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国钢
铁工业协会联合签署《关于平
抑煤炭市场价格异常波动的备
忘录》，要求在2016年到2020
年期内，建立价格异常波动预
警机制。该机制将动力煤价格
具体划分为三种情况，绿色区
间为正常，煤价位于500元~
570元/吨；蓝色区间为轻度上
涨或下跌，煤价位于570元~
600 元/吨或 470 元~500 元/
吨；红色区间为异常上涨或下
跌，煤价在 600 元/吨以上或
470 元/吨以下。而目前 500
元/吨的价格已是煤价“绿色区
间”的下限。

按照规定，煤价一旦不在
“绿色区间”，行业将采取调控
引导举措，业内人士认为，此次
12家龙头煤企减产10%倡议
或因此诞生，且倡议的效用将
可能由无烟煤领域波及整个煤
炭行业。

煤炭减产
对煤企自身影响几何

全国12家龙头煤企倡议
减产，虽维持了市场稳定，是否

会影响自身盈利？
河南省一家煤炭企业负责

人告诉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
者，煤炭市场之所以出现市场供
需失衡，与2020年初发生的新
冠肺炎疫情有很大关系。煤炭
生产企业2月份几乎实现大面
积复工复产，有力保证了疫情期
间煤炭的供应。但下游企业，尤
其是钢铁企业或其他基建类企
业，因疫情无法正常复工，致使
整个市场煤炭需求量减少，加之
进口煤炭的冲击，国内煤价承压
下行。

“倡议减产，对煤炭生产企
业利大于弊。”据河南能源相关
人士介绍，煤炭生产企业每年
至少拿出半个月时间调修设
备，按照惯例，调修时间会安排
在春节期间，但2020年因受疫
情影响，很多企业尚未调修设
备，恰好利用该段减产时间轮流
检修设备。同时，由于减产，整
个煤炭市场供应量减少，价格将
不再继续下跌，长远来看有利
于维护煤炭生产企业的利益。

至于此次减产持续时间的
长短，业内普遍认为某种程度
上受疫情持续时间的影响，如
在无其他突发事件影响情况
下，国内动力煤供需格局将维
持宽松运行态势。

联合倡议无烟煤减产10% 调整市场供需平衡

12家龙头煤企抱团稳价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丁倩

4月份，新冠肺炎疫情对
煤炭下游行业的冲击仍在持
续，国内动力煤供需失衡矛盾
随之加剧，煤价出现恐慌性下
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国内煤价已跌离“绿色区间”
的最低关口，为近四年来首次
低于500元/吨。

这种市场状态下，企业正
在展开自救。4月19日，包括
河南能源集团、河南神火集团
在内的全国12家大型无烟煤
生产企业采取减产措施，联合
倡议在当前产量基础上减产
10%，以调整市场供需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