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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国城市普遍缺少统一高效的生活物资配送

终端体系，造成了各种配送问题。日本便利店很好地兼顾了平时使用和

紧急使用，成为灾害发生后居民获取生活物资的主要途径，实现了社区

商业设施网络与生活物资应急配送终端网络的融合，对我国具有借鉴意

义。在分析我国社区商业、便利店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措施：

基于战时思维将部分便利店纳入应急服务设施管理，基于人口分布规划

街坊尺度、布局均衡的便利店网络，制定扶持政策引导便利店均衡发展，

适度提高地方品牌集中度以提高灾后救援组织效率，从而实现平战结合、

政企合作、分布均衡、组织高效的生活物资应急配送终端体系。

Abstract: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terminal system in China has exposed. In Japan, taking both daily 
retail services and emergency rescue into consideration, convenience stores are 
combination of commercial facilities and emergency distribution terminals of 
subsistence goods, so that they have become the main places for residents to 
obtain living supplies after disasters. The Japanese case has certain reference 
for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ommunity commerce and convenience 
stores in 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taking some convenience 
stores into the emergency distribution system from the wartime thinking. 
It also suggests that, in order to form an efficient distribution terminal 
system for emergency supplies, which are serviceable at both peacetime and 
wartime, convenience stores should get a balanced layout based 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the scale of neighborhood in the city. Besides,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favorable policies to support and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convenience stores through cooperating with enterprises. Last but not least, it 
is better to get a moderate brand concentration for convenience stores so as to 
ensure the orderly supply of subsistence goods in post-disaster resc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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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冠疫情期间，基本生活物资的应急保障能力成为考验

一座城市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物流、

商业停摆对生活的巨大影响。如何将城市基本生活物资高效、

安全地配送到居民手中成为紧急状态下维护社会稳定、形成

全社会抗击疫情合力的基础性工作。武汉市作为我国疫情最

严重的地区，国家动用军队承担武汉市民生活物资配送供应

任务 [1]，显示出在紧急情况下生活物资配送的极端重要性。

从各地疫情期间生活物资配送情况来看，配送方式主要包括

自行采购（大型商超、社区商业网点、菜场、药店等）、网

购 + 无接触配送、社区统一配送等。自行采购导致小区内外

人流接触、购物场所内人群集聚，增加交叉感染风险，而各

类场所提供物资各有分工，会进一步增加出行次数，加剧感

染风险（图 1）；此外，市场自发育形成的商业网点难以实现

均等覆盖，存在配送盲区。网购 + 无接触配送、社区统一配

送则过度依赖物流公司或社区组织的配送人员。本次新冠肺

炎疫情暴露出我国生活物资应急保障存在短板，缺少统一的

生活物资配送终端体系。因此，建立一种兼具日常使用和紧

急状态使用的配送终端体系，是对城市综合防灾应急服务设

图 1  市民自行购买物资增加感染风险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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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重要补充，也是后疫情时期提高城市服务设施韧性的内

在要求。

日本是一个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形成了

一套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完善的防灾、减灾、抗灾、救灾的综

合性灾害对策体制 [2]。日本在生活物资配送终端方面，将便

利店纳入“指定公共机关”[3]，充分发挥便利店服务半径小、

网点密度高、营业时间长、管理规范等优势，在基本生活物

资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的经验为解决我国紧急状

态下生活物资配送终端不足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与日

本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便利店灾后救援网络不同，我国便利

店发展水平明显滞后，没有体现出灾后救援功能，聚焦便利

店防灾功能的研究也较为少见。本文介绍日本便利店在灾后

基本生活物资保障方面的作用，并结合我国现状提出依托便

利店构建生活物资应急配送终端的具体措施，以建立起紧急

状态下生活物资保障的安全线。

1  日本便利店在城市灾后救援中的作用

1.1  日本便利店发展概况
随着超市的大型化和郊区化，超市距离较远、商品种类

较多，消耗了购物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于只需购买少量

商品或希望立即使用商品的购物者来说并不友好，便利店就

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日本便利店最早产生于 1970
年代，凭借便利性、长时间营业、精选商品、附加服务等优势，

该行业持续发展，增速远超超市和百货业态 [4]。根据相关统

计，便利店销售面积一般为 30~250 m2，营业时间为 14 个小

时或更长 [5]，全天营业便利店的平均销售面积为 128 m2（根

据 2014 年商业统计计算）[6]，在居民生活中发挥了比较综合

的作用，不仅售卖传统的方便食品、饮用水、日用品、杂志等，

还提供新鲜蔬菜、冷鲜速食食品、现做咖啡饮品等，并可以

代缴水电煤气费、有线电视上网费以及多种税费，提供收发

快递、打印复印等服务。在日本，便利店凭借全天候提供小

而全的商品和服务，已经成为市民生活的“必需品”，构成

了日本独具特色的便利店文化。

1.2  便利店空间分布情况
本文检索了日本 47 个都道府县的便利店数据（截至

2020 年 3 月）和人口数据（截至 2020 年 4 月）。通过统计

排名前十的便利店品牌店铺数据发现，日本便利店品牌集

中度极高，7-11（7-ELEVEn）、全家（FamilyMart）、罗森

（LAWSON）店铺数占排名前十便利店品牌店铺总数的近

九成，且仅有上述三个品牌实现了 47 个都道府县的全覆盖。

另外，考虑到三个品牌已被列入具有灾后救援职能的“指定

公共机关”，符合本文研究主题，因此本文所指日本便利店

数量仅指这三个品牌店铺数据，不涉及其他品牌。

从各地区总量看，东京都拥有 6 913 家便利店，数量居

首；店铺数超过 3 000 家的还有大阪府、神奈川县、爱知县；

最少的是鸟取县，拥有 250 家店铺（图 2）。
从人口服务水平看，日本全国平均每个便利店服务 2 430

人，可见日本三大便利店品牌实现了高密度的分布。各行政

区中，山梨县服务水平最高，平均达到 1 915 人 / 店的分布

密度；服务水平最低的是奈良县，平均每店服务人口数为 

3 133 人；其他行政区大都处于 2 200~2 800 人 / 店的密度区

间（图 3）。整体看，各行政区店铺分布较为均衡，并未因为

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等原因出现明显差异。

图 2  日本各地区便利店数量分析示意图

图 3  日本各地区每店服务人口数分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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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间服务水平看，日本便利店总数是邮局网点数量的

两倍以上。在东京等大城市，便利店密度很高，甚至一个十

字路口就有四五家便利店；在乡村或者小城镇，便利店就是

当地的购物中心 [7]。本文以东京都为例进行了定量计算，东

京都面积约 2 194 km2，便利店数量 6 913 家，每店服务空间

范围约 31.74 hm2，服务半径约 300~350 m。

1.3  便利店在灾后救援中的主要功能
1995 年阪神大地震以后，日本推进灾害风险管理模式转

型，由基于政府的灾害风险管理模式转向基于社区的灾害风

险治理模式 [8]。作为基于社区的灾害风险治理模式的支撑，

地方政府从 21 世纪初开始尝试与便利店进行合作，与便利

店缔结支援协定的地区逐年增加，以更好地发挥便利店在灾

难发生时的社会作用 [5]。此后，国家防灾计划中也开始尝试

在灾害发生后通过便利店及时提供各种基本生活物资。

2017 年 7 月开始，日本政府将包括 7-11、全家、罗森

在内的七个品牌的日本便利店和超市确定为“指定公共机

关”[3]。根据日本《灾害对策基本法》[9]，政府指定从事公益

事业的公共机关和企业为“指定公共机关”。此前，“指定公

共机关”主要包括防灾技术研究院、医院、银行、红十字会、

广播协会、邮政等公共机关和电气、煤气、运输、通信等经

营公益事业的企业 [3]。本次将便利店列入“指定公共机关”，

旨在利用覆盖全国的便利店网络向灾区提供快速物资供给，

其义务主要包括平时制定、修改防灾工作计划和实施防灾培

训、保证物资储备，灾害时期根据灾害对策指挥部的指示实

施救灾紧急措施 [10]，包括在恢复生命线、运输支援物资等方

面采取紧急应对措施 [11]，构建了一种地方政府与私营部门合

作救灾的新模式。因此，日本便利店有“第四基础设施”[12]

的称号。

综合日本和国内相关研究，日本便利店在救灾中的作用

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1）营业时间长，可以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日本

便利店，尤其是被列入“指定公共机关”的 7-11、全家、罗

森品牌便利店，大部分都是 24 小时营业，对于应对灾害发

生时间的不确定性很有必要。例如：阪神大地震发生时间为

1995 年 1 月 17 日 5 时 46 分，营业中的便利店成为附近居民

的集聚地，及时提供了食物和应急服务 [13]。类似情况也发生

在 2016 年 4 月 14 日 21 时 26 分的熊本地震中。

（2）自身库存可满足灾后初期的物资供应。根据日本救

灾经验，由于政府储备有限、交通线路中断等原因，公共救

济物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灾民手中，所以在灾害初期，

食物等生活物资供应主要依靠自助方式 [6]。便利店已经成为

日本居民灾后获取生活物资的主要渠道，便利店也有计划地

增加食物等生活物资储备量，以应对紧急情况。例如：根据

吉田裕実子等在金泽市开展的研究，全市便利店库存的主食

可以满足全市居民 3 天以上的使用量 [6]。另一项对于东日本

大地震后仙台市的研究表明，受灾地区小型超市和便利店的

使用量是平时的两倍以上 [14]。

（3）提供基本生活服务和应急救援。日本便利店在社区

范围提供基本生活服务，同时凭借自身与政府等机构的数据

端口发挥救助中心的作用。例如：2011 年 3 月 11 日东日本

大地震发生当天，便利店为数万名因地震无法回家的居民提

供厕所、照明等各种设施服务 [11]。另外，政府将便利店一角

开辟为“防灾据点”（图 4），为这些店铺配备应急电源、应

急食品、日用品等，还可以开通行政服务接口，开具身份证

明、受灾证明书等 [12]。本次地震后，便利店作为防灾据点的

功能在社会上逐渐形成共识 [15]。

（4）自身物流优势，快速补充生活物资。大规模灾害发

生后，食物等库存物资将很快耗尽 [16]。便利店作为指定公共

机关，可以实现在灾情信息、交通信息、救援信息方面与政

府的互通，快速调拨周边货源，保障应急物资快速运输和精

准供应。例如：7-11 便利店的母公司 7&i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Seven & i Holdings Co., Ltd）基于谷歌（Google）云基础架

构，汇总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信息和店铺位置、工厂、物

流网络等信息，构建了一套灾害对策系统——7VIEW（セブ

ン VIEW）[17]（图 5），该系统方便更改和添加信息，可以自

由发送和共享信息。遇到灾害时，可依据县政府提供的交通

管制、避难场所位置等信息优化路线，高效完成物资配送。

例如：熊本地震发生后，7-11 位于熊本的 4 处工厂全部停产，

7-11 便要求九州地区其他 16 家工厂增产，确保向熊本地区

门店正常提供商品 [12]。

（5）灾后开店率较高，恢复营业速度较快，作为灾后救

援设施体现出较高的韧性。便利店即使自身受到破坏，能源、

物资等依靠自身储备或补充，可以很快重新营业 [5,18]。例如：

图 4  7-11 便利店开辟的“防灾据点”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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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本地震主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区域便利店的关闭率超过

70%，但从第二天开始关闭率快速下降，大约一周后关闭率

降至 30%，表明业务已经迅速恢复 [19]（图 6）。扩大统计范围，

熊本地震发生后五天，受灾地区各大便利店企业的店铺重新

开业率高达 97%[11]。

1.4  小结
可以看出，日本便利店不仅满足了居民日常购物的便利

性需求，还在灾后救援中承担了重要任务，很好地兼顾了平

时使用和紧急使用，实现了社区商业设施网络与生活物资应

急配送终端网络的融合。这种基于社区的“两网融合”灾害

风险治理模式得以实施，一方面得益于成熟的便利店市场形

成的高密度便利店网络，以及几乎全天候的营业时间，这构

成了便利店参与灾后救援的“硬件”基础；另一方面，政府

将便利店龙头企业纳入“指定公共机关”，将灾后救援内容

纳入便利店的日常管理和运营，使便利店具备了灾后生活物

资配送的“软件”能力。可以说，便利店已经成为日本灾后

救援尤其是灾害初期居民基本生活物资保障的主要方式，其

长期积累的灾后救援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  我国的生活物资配送终端体系

2.1  应急物资储备分发设施和社区商业
根据 2019 年实施的《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标准》，应急物

资储备分发设施可按照救灾物资储备库和大型救灾备用地、

市区级应急物资储备分发设施、避难场所应急物资储备分发

设施予以分类 [20]。可见，国家标准主要规范政府负责建设、

管理的应急物资储备分发设施，设施服务人口数量较大，且

重在储备分发而不是配送；同时，设施专项使用，未考虑与

市场主体的合作。

日常状态下，生活物资配送主要依靠各级商业网点完成。

我国城市的商业结构体系主要为市级商业中心—区域商业中

心—居住区（社区）商业中心三级体系 [21]。其中，生活物资配

送终端的功能主要依托居住区（社区）商业。根据 2018 年实

施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22]，居住区被划分为 15 分钟、

10 分钟、5 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和居住街坊四个层级。15 分钟、

10 分钟生活圈居住区的商业网点以商场为主，社区商业网点主

要分布在 5 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和居住街坊，包括小超市、便利

店、药店、洗衣店、美发店等。可见，生活物资配送终端主要

指 5 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和居住街坊的社区商业网点。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规划和商业布局规划主要关注大型、

中型商业设施和居住区级（或 15 分钟、10 分钟生活圈）公共

服务中心的布局，对 5 分钟生活圈和居住街坊的社区商业网点

考虑不周，设施密度和均衡度普遍存在问题。此外，社区商业

网点的布局主要考虑日常使用，对灾后救援使用考虑较少。

图 5  7&i 公司灾害对策系统 7VIEW架构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7]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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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熊本地震主震时间为 2016年 4月 16日 1时 25分（JST），是日本九州地方观测史上
出现的最高级别地震。

图 6  熊本地震主震后震中区域便利店店铺关闭率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9]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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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国便利店的发展现状与分布特征
我国便利店起步于 1990 年代初期，经过 20 多年的快速

增长期，已经发展到 12.2 万家，营业额约 2 264 亿元 [23]。从

品牌来看，全国超过 1 000 家门店的品牌共 20 个 [24]（图 7），
品牌集中度不高。从地域来看，上海、广东等地发展较早，

已形成规模化经营格局。近些年，在线零售发展迅猛，对实

体零售业冲击较大，但便利店的增速远超超市、卖场等其他

零售业态 [25]。商务部于 2019 年 7 月出台《关于推动便利店

品牌化连锁化发展的工作通知》[26]，多个城市也出台有力政

策，扶持便利店连锁化、品牌化、社区化。可见，受居民收

入增加、市场发展规律、政策扶持等影响，便利店产业正处

于快速增长期。

2.2.1  典型城市数据

目前，国内尚没有关于便利店分布特征、服务人口数的

系统研究。为真实反映我国城市便利店发展现状，本文参考《第

一财经周刊》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2020 城市商业魅力

排行榜”一线城市（4 个）、新一线城市（15 个）和二线城市

（30 个），选取 1 个一线城市、3 个新一线城市、6 个二线城市，

共 10 个样本城市。样本城市在城市等级、人口规模、经济发

展水平等方面可以代表我国一二线城市发展情况，详见表 1。
笔者通过高德地图 API 获取 10 个样本城市便利店 POI

数据（2020 年 6 月），共 87 820 条。根据店名、坐标、地址

等信息进行查重处理，并筛选出属于 TOP20 品牌或单个城

市连锁店数量≥ 20 家的品牌作为研究数据，最终得到有效

数据 14 613 条。便利店店铺数和每店服务人口数详见图 8 和

图 9。在此需要说明，未纳入统计的其他便利店、小超市、

小商店等，对于满足居民日常需求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表 1  样本城市基本情况一览表

城市 GDP / 亿元 常住人口 / 万人 人均 GDP / 万元 市辖区常住人口 /万人 市辖区面积 / km2 商业魅力排行榜评级 城市等级

上海 38 155.32 2 426 15.73 2 423.8 6 340.5 一线 直辖市

武汉 16 223.21 1 115 14.55 1 250.9 8 569.2 新一线 省会、副省级

苏州 19 235.80 1 074 17.92 517.1 4 652.8 新一线 地级市

郑州 11 589.70 1 024 11.31 774.6 1 010.3 新一线 省会

昆明 6 475.88 690 9.39 463.6 6 194.2 二线 省会

福州 9 392.30 777 12.09 358.5 1 684.1 二线 省会

大连 7 001.70 700.20 9.99 440.2 5 244.0 二线 副省级

石家庄 5 809.90 1 039.42 5.59                   505.92 2 194.1 二线 省会

惠州 4 177.41 488 8.56 309.6 2 665.6 二线 地级市

绍兴 5 781 506 11.43 333.3 2 942.0 二线 地级市

资料来源：GDP、常住人口、人均GDP为 2019年底数据，源自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部分数据为推算；市辖区面积、市辖区常住人口为 2018年底数据，源自《2018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图 7  我国 TOP20 便利店品牌门店数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4]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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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样本城市全市 / 市辖区便利店每店服务人口数

图 8  样本城市全市 / 市辖区便利店店铺数

6 000

5 000

4 000

3 000

2 000

1 000

0



126  2021 Vol.36, No.5

规划研究 

2.2.2  服务水平评价

（1）总体服务水平偏低。虽然我国便利店总量较大，但

仍不能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27]。从每店服务人口数看，样

本城市便利店覆盖率和服务水平明显偏低：全市每店服务人

口数平均值为 6 733 人，约为日本全国平均值的 2.8 倍。分

城市来看，各城市间差异较大：上海市服务水平最高，接近

4 000 人 / 店；石家庄、昆明的便利店发展相对滞后，每店

服务人口数超过了 10 000 人；其他城市基本处于 5 000~8 000
人 / 店的水平。

（2）城市内部分布差异明显。笔者利用 ArcGIS10.0 软件

对10个样本城市POI数据进行了空间核密度分析。限于篇幅，

本文仅展示了上海、武汉、绍兴的分析结果（图 10）。可以

看出，在中心城区范围内都实现了每平方公里 1 个以上便利

店的密度分布，上海市最大密度为 18.2 个 /km2、武汉市为

10.0 个 /km2、绍兴市为 3.8 个 /km2，与城市等级和商业魅

力排行榜较为契合。在城市郊区的便利店分布上各城市差异

明显：上海郊区表现出小范围组团式分布特征 [25]，武汉、绍

兴等其他城市郊区便利店则明显分布不足。

（3）上海核心区服务水平接近日本东京都。为对比中日

大城市核心地区服务水平差异，笔者选择上海市黄浦、徐汇、

长宁、静安、普陀、虹口、杨浦 7 个区作为我国便利店密度

最高的城市中心区代表，计算得出每店服务人口数为 2 898
人，接近日本全国平均水平，约为东京都的 1.4 倍；每店服

务空间范围 42 hm2，约为东京都水平的 1.3 倍。

（4）品牌集中度较低。与日本 TOP3 品牌占比超过九成

不同，我国城市便利店品牌集中度明显偏低。以便利店市场

较为成熟的上海为例，店铺数超过 20 家的便利店品牌共 33
个；占比超过 10% 的便利店品牌共 4 个，合计占比约 55%。

2.3  构建生活物资配送终端体系的目标
新冠疫情期间，各城市在物资配送方面采取了形式多样

的配送方式，但暴露出很多问题。而便利店由于其 365 天 24
小时无休的商业模式，大部分店铺在春节前就做好了物资储

备、人员安排等准备，成为疫情期间保障物资供应的零售主

力 [28]。我国与日本都属于人多地少的国家，城市人口规模和

人口密度普遍较大。日本的实践经验和相关研究表明，以社

区为单位的生活物资配送终端体系可对城市灾后救援发挥重

要作用，基于社区的灾害风险治理模式是成功的治理模式 [29]。

依托便利店构建统一的生活物资应急配送终端体系，可

以兼顾日常和应急使用，达成政府与市场合作，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满足应急使用目标。因此，这一配送终端体系应满

足：（1）空间分布密度要达到一定标准，空间服务半径不宜

太大，应在步行距离内；（2）单店服务人口数不宜太多，以

避免人群集聚和拥挤，传染病疫情期间更应减少人员接触； 

（3）应具备持续的物资调拨、运输能力，储备多类型物资，

具有综合性配送功能；（4）统一管理，在应对突发情况时可

以采取统一、及时的措施调整工作方案，增加或变更服务

内容。

3  基于便利店构建生活物资应急配送终端体系

3.1  平战结合：基于战时思维，将部分便利店纳入应急

服务设施进行管理
日本的灾后救援经验是将市场占有率较高的三个便利店

企业纳入“指定公共机关”，承担一定的灾后救援服务，同

时给予政策、信息、通行权限等方面的优待。本文提出，应

选择部分便利店纳入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的应急服务设施进行

管理，建立平战结合、政企合作的基层生活物资应急配送终

图 10  上海市、武汉市、绍兴市便利店分布核密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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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体系。在灾情、疫情发生后，可以充分利用连锁优势和专

业力量调拨、运输、配送物资，在响应速度、运输速度、分

发速度上具有明显优势。为此，政府首先要在店铺内部设计、

物资数据统计、服务功能设定、救灾信息联通、应急救援预

案等方面制定统一的管理制度和服务标准，通过一定的奖励

政策引导企业加入应急服务设施管理约定，明确便利店承担

的灾后救援义务，在保证企业正常经营前提下，预留应急使

用条件。灾害发生后，可以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店铺内部布

局可以调整，救灾信息系统可以联通，物资运输和配送可以

提速，适应灾后救援需要。

3.2  规划布局：基于人口分布，规划街坊尺度、布局均

衡的便利店网络
基于人口分布情况形成满足一定密度要求且分布均衡的

便利店网络，是便利店作为物资配送终端的前提，可以在灾

害发生后及时向社区居民提供生活物资和各种服务。笔者梳

理了国家标准、北京市 [30]、福州市 [31]、贵阳市 [32]、石家庄市 [33]

和日本相关数据，详见表 2。综合考虑上述标准和我国经济

发展水平、店铺面积、灾害发生频率、灾后救援使用等因素，

笔者认为满足灾后救援功能的便利店面积应大于 100 m2，按

每店服务 3 000~5 000人（相当于 5分钟生活圈和居住街坊）

进行规划布局，可以较好地兼顾日常服务和紧急使用。需要

指出的是，该建议是指纳入应急服务设施管理的便利店，其

他便利店、食杂店、小型超市等商业设施主要为了满足平时

使用，分布密度可以更大。

3.3  空间保障：制定扶持政策，引导便利店均衡分布
市场自发形成的便利店布局通常是不均衡的，而政府主

导建设配送终端显然会造成资源浪费。因此，要实现便利店

物资配送终端的功能，必须通过政策引导其均衡发展。近几

年，北京市 [30]、福州市 [31]、贵阳市 [32]、石家庄市 [33] 等多地

出台扶持政策，扶持内容包括引入知名便利店品牌，增加单

个品牌门店数量，增加服务内容，延长营业时间，提高信息

管理水平，提高物流配送能力等。笔者建议扶持政策还应考

虑便利店的空间分布问题，针对不同地区制定差异化政策。

根据前文分析结果，我国大城市中心区便利店密度可以

满足建立生活物资配送终端的要求，但需要筛选出符合要求

的便利店来承担生活物资应急配送终端的功能；大城市郊区

和中小城市、小城镇的便利店则明显不足，需要制定扶持政

策，引导便利店覆盖主要的人口集聚点。此外，对于新城区，

要避免大尺度的居住街坊和低密度的商业网点，可以细化便

利店规划布局方案，通过规划条件、土地出让合同、建设方

案审查等方式严格落实到项目建设中。通过多措并施，最终

实现大中小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城市不同片区之间基本均

衡的便利店分布，为实现灾后救援服务的均等化提供物质

保障。

3.4  品牌集中：适度提高地方品牌集中度，提高灾后救

援组织效率
日本便利店市场是典型的寡头垄断市场，这种格局在灾

后救援中有利于统一管理，提高灾后救援效率。新冠疫情期

间，武汉市通过中百仓储超市承担了全市一半以上的民生保

供任务 [34]。可见，从灾后救援角度看，纳入应急服务设施管

理的便利店不仅要满足覆盖率和分布密度要求，还不宜纳入

过多品牌，否则会大大提高灾后救援的组织难度。但是，我

国现状便利店市场品牌集中度较低，与灾后救援需要存在一

定矛盾。笔者认为，虽然我国缺少全国范围居于龙头地位的

便利店品牌，但各地发展起了一批区域性便利店品牌，如广

东的美宜佳、武汉的中百、成都的红旗等。因此，尊重市场

规律，通过引导区域性便利店品牌发展，适度提高城市级或

区域级便利店品牌集中度，是一种可以兼顾市场规律和灾后

救援需要的发展策略。

4  结语

本文从我国新冠疫情期间生活物资配送暴露出的问题

出发，认为缺少统一高效的生活物资配送终端是导致多种配

表 2  便利店每店面积和每店服务人口数梳理

国家 /地区 依据 年份 每店面积 / m2 每店服务人口数

国家标准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2018 50~100 每个居住街坊配置 1 个便利店，服务人口数 1 000~3 000 人

北京市 《关于进一步促进便利店发展的若干措施》 2018 每千人 10~20 按每店最小面积 100 m2 推算，每店服务人口 5 000~10 000 人

福州市 《关于促进福州市便利店企业发展的若干扶持措施》 2019 无生鲜 60~150

有生鲜 100~350

—

贵阳市 《贵阳市推动便利店品牌化连锁化发展工作方案》 2019 — 目标：每百万人拥有品牌便利店 300 个左右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大力推动便利店品牌化连锁化发展工作方

案（2020—2022 年）》

80 以上给予一定

资金支持

2 000 户以下社区配置 1 个以上；在 2 000~5 000 户社区配置 2 个

以上；在 5 000 户以上社区配置 3 个以上

日本 根据统计数据推算 2020 平均值为 128 每店服务人口数约为 2 000~3 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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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问题的重要原因。通过借鉴日本便利店在灾后救援中发挥

的作用，认为依托便利店构建生活物资应急配送终端可以兼

顾日常和应急使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从平战结合、规

划布局、空间保障、品牌集中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最

终可通过应急服务设施管理约定实现平战结合、政企合作

的生活物资应急配送机制，通过规划引导、政策扶持形成

3 000~5 000 人 / 个、布局均衡的应急服务便利店网络，通过

适度提高地方便利店品牌集中度提高灾后救援的组织效率。

与防洪、抗震、消防等防灾规范不同，生活物资配送终

端体系的建设在我国尚处于研究阶段，并不成熟。本文基于

新冠疫情期间的观察和思考，借鉴日本经验提出要尽快从管

理体制上依托便利店构建生活物资配送终端体系是对我国城

市综合防灾体系的补充。当下，我国便利店正处于快速增长

期，具备条件抓住这一历史窗口期，实现市场利益和公众利

益的和频共振。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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