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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便利店迎史上最宽松政策

对标顺丰博弈菜鸟
京东切入C端快递市场
北京商报讯（记者 王晓然 赵述评）京东物流正挤
进市场广阔而赛道拥挤的个人快递行业，搅动行业格
局。10月18日，京东物流宣布正式推出个人快递业务
挺入C端快递市场，面向个人消费者开放物流寄件快
递服务，明年试点数量可达50个。此举意味着京东物
流成为搅局个人快递业务领域的首个电商企业，面对
快递行业已趋于稳定的格局，京东物流要打出更多差
异牌才有机会弯道超车。
“京东物流会采用全自营揽收团队，保证1小时内
上门揽件，个人寄件还将与京东Plus会员的活动打
通。”京东物流CEO王振辉强调。早在今年9月，京东物
流已在部分区域试行个人快递业务。
京东物流入局前，顺丰与通达系快递企业已占据
C端寄递服务的半壁江山，因此京东需要提供更多的
差异化服务才有机会撬动市场。王振辉表示，针对重
量不超过30公斤的包裹，京东物流提供标准化普惠寄
件，同时，依托航空运力的特快寄件、同城即当日达和
次日达，以及由专车专人取送件的“京尊达”也将应用
于个人快递服务。此举意味着京东物流网络将从伞状
变为网状，揽件人员、网点数量等要达到一定密度才
能支撑京东物流对时效的要求。
在此之前，京东物流一直服务于B端企业，仅向企
业提供逆向揽件。京东物流正式入局C端快递市场后
将与顺丰、通达系等快递企业争抢市场，还将与阿里
旗下的菜鸟近身博弈。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快递
业务市场占有率排名前三的快递企业为中通、韵达、
圆通，分别为16.8%、13.6%和12.7%，京东物流将与上
述企业直接交手。
值得注意的是，京东物流与顺丰在个人快递业务
同为自营模式，同样瞄准了中高端快递市场，双方无
疑会直接对垒。物流行业分析师丁威表示，顺丰深耕
快递市场多年，已经开始向同城即时配送领域进军，
在与通达系快递企业竞争过程中形成了市场认知，但
顺丰每一票配送的边际成本较高。而京东物流则手握
消费端数据，带有庞大的商务流量，京东快递引入个
人件寄递业务，可进一步降低边际成本、提高边际收
益，但又面临着构建物流体系以实现点到点个人揽收
能力的多重考验。

获阿里20亿投资
1919谋划新一轮扩张
北京商报讯（记者 薛晨）获得阿里巴巴集团20亿
元战略投资的壹玖壹玖酒类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1919”），扩张计划已箭在弦上。10月18
日，北京商报记者从1919方面获悉，经过C轮融资，企
业获得了来自阿里巴巴集团的战略投资。至此阿里巴
巴持股约29%，成为1919第二大股东。
1919创始人、董事长杨陵江表示，加入阿里生态
圈以后，1919的各条业务线将发挥新势能，线上线下
进行深度融合，打造“酒饮服务解决方案与运营平
台”，为用户带来更为丰富的“订酒+订餐”体验，预计
2018年GMV为80亿元。值得一提的是，从2019年开
始，1919将开启新的五年扩张计划，力争在2023年实
现千亿GMV目标。
事实上，阿里巴巴对1919的投资并不是空穴来
风。此次战略投资前，天猫、零售通、菜鸟物流、蚂蚁金
服等4条业务线，以及作为阿里新零售样本的盒马鲜
生已经和1919展开了合作。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3
月，1919与盒马鲜生在成都签署新零售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宣布在酒类供应链及新零售领域进行深度合
作，1919成为盒马鲜生全国市场的酒类供应商。业界
认为，彼时1919与盒马鲜生之间的合作，拓宽了1919
的销售渠道，有利于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和渗透率。
而此次阿里巴巴战略投资1919，更有益于巩固双方之
间的既有合作以及未来的资源共享。
据了解，作为一家酒类垂直领域电商公司，1919
在2017年的GMV超过50亿，并在全国500多个城市
布局了1200家直营直管店。1919相关负责人表示，尽
管酒类市场空间巨大，但是电商渗透率不足5%，在零
售端，市场散乱小特征明显。

区内可利用的空间资源，如原锅炉房、
煤气站、奶站等，公共服务单位内部空
间资源和市属国企房屋设置便利店
的，将逐步改进准入登记。
物美便利店总经理董岗向北京商
报记者介绍，像医院、公园之类的场
所，此前因为无法开具产权证明，工商
不受理，无法办理营业执照，今后可以
向便利店企业开放是一个特别利好的
消息，但是还需要相关政府部门给出
可执行的细则，让企业有章可循。
提供更多的空间供连锁便利店进
入，是为了覆盖更多人群，提高便利程
度。在数量上，《措施》表示，按居住项
目规划10-20平方米/ 千人的标准预留
便利店业态空间，按每社区建设不少
于1个便利店的配置指标完善街区商
业生态。实际上，北京市已经数次提出
鼓励增加便民商业网点，今年5月，市
商务委发布《利用地下空间补充完善
便民商业服务设施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指导意见》），明确了便民商业进
入地下空间的具体方式。

北京便利店即将迎来史上最宽松
的政策。北京市商务委等七部门10月
18日联合出台的《关于印发<关于进一
步促进便利店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
知》（以下简称《措施》）提出了19条举
措，从便利店经营的空间位置、项目品
类、注册审批等方面进行放宽。便利店
业内普遍认为，这是便利店行业特大
利好消息，同时针对具体实施过程中
可能涉及到的多部门协调，还希望能
够尽快出台细则。
开进公园、医院、地铁

便利店的主流选址目前集中在写
字楼、交通枢纽、社区等位置，作为规
模发展的业态，便利店企业都在想方
设法开设更多的门店。此次《措施》对
便利店拓展发展空间、优化网点布局
给出了更多的选择，除了利用疏解整
治腾退出的空间资源引进连锁品牌便
利店，还要逐步开放公共服务单位所
属空间资源，在学校、体育场馆、医院、
公园、地铁、科技园区等单位引入品牌
连锁便利店。
北京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分支注册只需3个工作日
目前公园、学校等单位很少有规划为
在获得了更多的开店空间资源
商业用途的设施空间，也催生了不少 后，便利店新开门店也将执行新流程。
无证照的小摊贩，今后将逐步改进准 《措施》称，将进一步简化登记注册审
入登记，引入连锁便利店。对于使用社 批流程，采取“一区一照”模式的连锁

便利店，可以一次申请多个分支机构
注册，并在3个工作日内办结。对实施
“一区一照”登记的连锁便利店企业统
一搭载便民服务项目，可由总店统一
办理经营范围增项，各分店不再单独
办理增项。
对于便利店搭售食品，将缩短食
品经营许可审核时长。开通食品经营
业许可快速通道，对连锁便利店企业
仅申请预包装食品销售等经营项目，
以及食品经营许可变更、延续、补办等
不改变经营场所、设备设施和布局的，
不再进行现场核查。申请现场制售类
经营项目的，进一步压缩现场审查时
间，将便利店企业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审核时长压缩至从提交完整材料之日
起5个工作日以内。
同时，对300平方米（含）以下的便
利店，不再进行验收和公众聚集场所
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加
强日常监督管理。市商务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为了缩短便利店开业时间，降
低经营成本，现在只是取消了开业前
的消防检查，开业后正常运营中的消
防检查还是需要的。

么”的声音也逐渐消失。《措施》提出，扩
大简餐类经营品种，改进机制饮品制
售项目许可限制。例如像现磨咖啡、现
做的冰淇淋等各种由封闭容器直接形
成的饮品、食品都将对便利店放开，而
之前便利店经营这类项目需要取得现
场制售的资质。现场制售对于场地面
积和设备都有较详细的要求，大部分
便利店难以获取该资质，消费者由此
产生“便利店不便利”的刻板印象。之
后，经营上述品类，按散装食品销售的
经营项目进行许可。
在经营品类上的另一个重大突破
是药品，允许连锁便利店企业开展乙
类非处方药品零售。据北京商报记者
了解，北京市食药监部门将会配合此
政策出台一个可供便利店出售的药品
明细，主要是消费者日常用药。目前，
我国将非处方药OTC中安全性更高的
一些药品划为乙类，乙类非处方药除
可在药店出售外，还可在超市、宾馆、
百货商店等处销售，而甲类非处方药
只能在药店出售。据北京商报记者了
解，中国台湾、日本等地都已经实现了
便利店出售OTC乙类药品。
另外，《措施》也支持便利店搭载
店内可售药品、现磨咖啡
出版物、音像制品、代收代缴等综合便
随着便利店政策的逐年放宽，以 民服务功能，便利社区居民。
往被消费者吐槽便利店“买什么没什
北京商报记者 邵蓝洁

高需求的养老餐市场缘何难开拓

北京有90%的老年人存在老年餐
的需求，北京60岁以上老人占户籍总
人口的24.5%。然而这个看似商机无限
的领域却是一个极难开拓的蓝海。在
外卖巨头饿了么宣布将以公益属性进
军这一市场时，老年餐这个曾令诸多
餐饮企业跃跃欲试但赔本而归的项
目，又被重新推到了行业关注的台前。

责餐品制作以及干线物流，由国安社
区负责最后100米的上门配送服务。丽
华快餐集团董事长蒋建平告诉北京商
报记者，社区老年餐饮市场一直被很
多餐饮企业视为有待开发的蓝海，但
这一市场成本颇高，公司与国安社区
合作才实现了餐品上门和控制成本。

饿了么试水

家住北京小黄庄社区的刘阿姨已
经退休，家中只有老两口，她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老年人自己在家做饭很不
方便，自己也尝试过从外卖平台或社
区订购老年餐，但是老年人的需求跟
年轻人非常不同，想吃到“顺口”的饭
不太容易。“希望老年餐品种更丰富一
些，也能经常更新，饭菜都不要太硬，
最重要的是口味尽量清淡，不能太油
腻，这样才能长期订购老年餐”，她说。
刘阿姨的需求正是当下老年餐市
场的难点，需求虽然旺盛，但令很多餐
饮企业望而却步。
蒋建平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社区
老年餐被很多企业视为有待开发的蓝
海，但由于老年餐需求较为复杂、老年
人消费习惯存在一定局限性，餐饮企
业感到阻力很大。“老年餐的产品研发
有很大挑战，软硬度、咸淡度都需要不
断收集消费者端反馈来调整，才能尽
可能满足更多老年人的需求，这也需
要一定的试探周期。”

丽华快餐分公司经理李换敏坦
言，针对老年餐的特殊性，餐饮企业要
在原本标准化的制餐流程中引入针对
老年人口味的加工过程，这会拉高出
餐成本。另外，老年人对手机、电脑等
科技产品的运用不熟练，很多老人难
以独立订餐下单。在丽华快餐的尝试
中，是由国安社区以传统方式收集订
单，再统一交由丽华快餐制作，“整个
过程是比较费时费人力的”。
一位不愿具名的餐饮业人士告诉
记者，饿了么作为外卖平台，更看重市
场需求量以及提供老年餐的餐饮商户
数量规模，如果这两方面存在缺失，饿
了么的老年餐生意则很难持续。因此
他建议，饿了么可在布局老年餐的同
时探索这一市场的发展状况，加强引
导平台商户推出针对老年人的套餐产
品，针对这一市场强化配送及服务，优
化外卖体验，从而吸引更多的用户流
量，才能让这一动作不仅局限于公益，
并长久发展下去。

难开拓的蓝海

在布局差异化市场时，养老营养
餐成为外卖平台饿了么的最新选择。
10月17日，饿了么携手明夷红心
居家服务驿站推出养老营养餐。在这
项合作中，驿站负责统一制作养老餐，
饿了么提供平台和配送。北京商报记
者了解到，驿站一荤一素的营养餐定
价15元，加上饿了么的配送费用3元，
总价18元。目前这一价格水平低于饿
了么在北京的平均外卖订单价格，对
入驻的养老驿站提点也比其他商家少
2-3个百分点。饿了么相关负责人表
示，入局养老餐一是出于养老公益，二
是出于市场布局的考量。未来将会考
虑取消3元配送费。
据从事十几年养老服务的商家表
示，目前北京大概有90%的老人需要养
老餐服务。但该领域鲜有企业参与。去
年5月开始，最早一批入局外卖业务的
丽华快餐率先布局老年餐市场，并与
国安社区达成合作，丽华快餐自己负

公益市场两难

老年餐市场很难完全依赖企业的
“公益”出发点来推进。2015年初，北京
市民政局曾宣布，北京将采取政府补
贴等方式，鼓励大型、连锁餐饮企业进
驻社区，包区解决老年人就餐问题。
彼时，有餐饮品牌通过开设社区
门店试水老年餐市场，有的企业将餐

车开进社区，也有部分企业在社区内
设置自助售餐机。但很多企业尝试后
因“无利可图”而逐渐退出。2016年9
月，在安贞社区布局老年餐自助售餐
机的红枫盈社区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兵在坚持一年后退出老年餐市场。
王兵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做售餐机将
近一年仍未能实现盈利，赔钱太多，因
此彻底放弃这个业务”。
一位不愿具名的餐饮业内人士在
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也坦言，如
果没有政府的补助扶持，企业很难坚
持提供养老餐服务，这个市场看似很
大，但细分需求过剩以及配送分散等
问题都提升了运营成本。同时老年人
对订餐价格敏感度较高，很难将成本
分摊到消费者端，企业容易陷入“薄利
难多销”的尴尬局面，因此老年餐就演
变为企业通过公益服务提升品牌形象
及品牌影响力的项目。
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冯恩援介
绍，目前国内老年餐模式有几种：一是
社区老年餐饮服务项目；二是企业开
设老年餐厅；三是政府资助的老年送
餐业务；四是部分偏年轻的老年人自
主选择在互联网订餐。但是所有模式
都存在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没有针
对老年定制的服务平台，商家制作和
配送养老餐的同时，也需配备照顾老
人吃饭的条件。
北京商报记者 郭诗卉 于桂桂

北京首次发布民营企业百强榜单
由市委统战部牵头，北京市23个委办局共同参与，北京市工商联具体负责开展了北京民营企业百强调研工作。现向社会公开发布“2018 北京民营企业百强”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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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京东集团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百度公司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运通国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帝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
东兆长泰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翰林汇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蓝色光标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学而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明天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联东投资 （集团 ）有限公司
北京当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华为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联合冶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北京君诚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当代节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洛娃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恒诚科技发展 （北京 ）有限公司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北京恒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北京四联创业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北京凯撒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房山燕东化工厂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纳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猎豹移动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汇通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新华联矿业有限公司
北京银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天诚同创电气有限公司
亚信科技 （中国 ）有限公司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众成就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恒昌汇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恒昌惠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北京品众互动网络营销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君合百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大先行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恒安卫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视电传传媒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鑫方盛五金交电有限公司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北京海震铁路装备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丽贝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汉光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阔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万兴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网易传媒有限公司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纳川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华图宏阳教育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百得利之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吉狮互动网络营销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诚信梦金园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