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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需要大学、企业、政府、社会等多个主体协同推动，共同审视和讨论甘肃转型发展的新动力、新思路

与新方向。为此，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发起举办一年一度的“金城峰会”，并力争把峰会办成甘肃省集政府、企业、

大学、社会于一体的“高端平台、高端智慧、高端成果、引领潮流、把握未来”的年度盛会及探讨甘肃省经济发展

和企业成长的高端交流平台。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和甘肃银行联合主办的“2014金城峰会”于2014年12月14日（星期日）16:00在甘肃省兰州

市宁卧庄宾馆2号楼多功能厅举办。峰会主题是“甘肃如何转型发展”。会议邀请了约500名企业家、政府官员、著

名学者、社会名流、商会领袖等参会。

为了更加深入地剖析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为甘肃实现转型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兰州大学管理学

院在峰会上发布年度系列研究报告。2014金城峰会上发布的研究报告分别为：

1.《基于政府网站信息的甘肃省地州市政府绩效评估报告》

2.《中-西亚国家产业、资源与市场管理状况研究报告——甘肃面向中-西亚开放的战略选择》

3.《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合作机制与甘肃入境旅游发展研究》

4.《甘肃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研究报告》

5.《甘肃省电子商务调研报告》

6.《甘肃省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研究报告》

8.《基于政策协同的甘肃省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报告》

9.《甘肃省集体土地流转研究报告》

7.《甘肃省连锁经营发展研究报告》

甘肃 · 兰州

甘肃 · 兰州

L A N Z H O U S U M M I T

L A N Z H O U S U M M I T

管
理
学
院

S
c
h

o
o

l o
f M

a
n

a
g

e
m

e
n

t,L
a

n
z
h

o
u

 U
n

iv
e

rs
ity

甘
肃

产
业

发
展

与
管

理
研

究
系

列
报

告

2014金城峰会 ·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甘肃产业发展与管理研究系列报告

2014金城峰会 ·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甘肃产业发展与管理研究系列报告

School of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管理学院



2010年至2011年，在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担任组长的甘肃银行筹建工作领导

小组的坚强领导和周密部署下，在人民银行、银监会和有关部门的指导帮助下，甘肃

银行顺利完成了对原平凉市商业银行和原白银市商业银行的清产核资、合并重组工

作，并审慎选择了我省具有代表性的制造产业、旅游产业、文化产业的标志性企业作

为甘肃银行省内主要股东，同时，联合省内外优质民营企业和同业，共同发起成立了

甘肃银行，实现了“股权多元化、所有制形式多元化、地域多元化”的股权募集目

标，并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符合中小银行发展要求的“一级法人、统一核算、集中

管理、授权经营”的集约化管理体制和公司治理结构。2011年11月19日，甘肃银行

正式挂牌开业，成为甘肃省金融机构中的重要一员。

作为“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甘肃银行始终以支持全省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

为己任，以我省基础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建设为依托，重点支持省、市政府关注的重

点 项 目 、 首 位 产 业 、 特 色 产 业 、 农 业 龙 头 企 业 ， 为 “ 3341”重 点 项 目 工 程 、

“1236”扶贫攻坚行动、经济转型、园区建设、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提供信贷

支持。

为支持我省“三农”、中小微企业和县域等实体经济发展，甘肃银行充分发挥地

方法人银行优势，把破解“三农”、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明

确提出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不受限制，将宝贵的信贷资源大力向这个群体倾斜。在自

主开发符合“三农”、中小微企业信贷需求的贷款产品基础上，甘肃银行创新推出了

“政府+银行+龙头企业+农户”和“政府+银行+农业合作社+农户”的扶贫攻坚金融

支持新模式，较好的打破了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农户贷款抵押难、难抵押

的困局。

截 至201４年11月18日 ， 甘 肃 银 行 资 产 总 额 达 到1492.6亿 元 ， 是 成 立 之 初 的

21.38倍；一般性存款余额达到1018.1亿元，是成立之初的18.6倍；各项贷款余额达

到542.9亿元，是成立之初的14.37倍。机构已覆盖甘肃省14个市、州以及绝大部分县

域，形成了以兰州为轴心，以市州、县域为辐射的营业体系，为更好地服务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今后，在甘肃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监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甘肃银行

将紧紧围绕甘肃省总体工作思路和区域战略规划，坚持以“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

企业、服务城乡居民”为市场定位，以创新为起点，以发展为动力，以客户为中心，

积极推进我省兰州新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三大国家级

战略平台、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和“3341”项目工程、“1236”扶贫攻坚行

动等重大项目建设，为中小微企业、“三农”发展和县域经济提供全方位服务，为建

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做出积极贡献! 

甘肃银行 —— 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声明：本系列研究报告版权归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所有。未获得兰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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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本系列报告基于兰州大学管理学院项目研究团队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

但我们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均不作任何保证，也不承担任何外部机

构或个人因使用本系列研究报告而产生的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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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经济结构调整及增速放缓，连锁经营行业也引来了自身的变革

时代，甘肃省连锁经营在这一大变革背景下也同时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基于此，

本报告利用国家统计局、甘肃省统计局、甘肃省经济信息网、2013 版兰州统计

年鉴、2013 版中国零售和餐饮连锁企业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对甘肃省连锁经营

的概况进行了描述，并结合访谈与问卷调查对甘肃省连锁经营行业企业的高层管

理者、甘肃省连锁经营协会的相关负责人、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相关领域学者、甘

肃省部分消费者进行访谈与调查，归纳总结了甘肃省连锁经营企业目前面临的主

要问题，并最终形成了本研究报告。 

首先，通过对国家统计局及甘肃省统计局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可知，甘肃省宏

观经济发展表现出经济总量落后、经济增速波动明显；第三产业增加值对地区生

产总值贡献能力较低，且贡献能力不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整体波动较大，少

数年份存在通货膨胀；居民可支配收入较低，消费性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居高

不下；居民消费水平低、居民消费水平指数波动较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非常

小，常年不足全国总量的百分之一等特征。 

其次，通过对甘肃省连锁经营所在行业整体情况的分析表明：（1） 甘肃省

连锁经营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四大行业。（2）甘肃省批、零、

住、餐四行业生产总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例及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整体非常

稳定。（3）甘肃省批、零、住、餐四行业中批发与零售业生产总值整体较住宿

与餐饮行业多，且二者总量相对稳定。（4）甘肃省批发与零售业生产总值增长

率在多数年限快于住宿与餐饮行业，少数年限慢于住宿与餐饮行业。 

再次，本报告重点介绍了甘肃省连锁经营企业的整体发展概况。具体内容包

括：（1）甘肃省连锁企业总店数虽然起点较低，但增速明显。（2）甘肃省连锁

企业在业态分布上主要集中在批发与零售行业，其中批发与零售行业的连锁企业

又有较大部分聚集于医药行业。（3）甘肃省连锁行业营业额几乎全部由直营店

创造，加盟店产生的营业额非常少或是完全没有加盟店。（4）甘肃省不同连锁

经营行业从业人数变化趋势不尽相同。（5）甘肃省住宿与餐饮业企业注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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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较批发与零售业丰富。（6）甘肃省连锁企业营业面积整体波动较大，2011

年以后上升趋势明显。（7）甘肃省连锁行业商品统一配送率整体略有提升。 

接下来，鉴于甘肃省绝大部分连锁经营总部位于省会兰州市，本报告主要围

绕兰州市连锁零售业、兰州市连锁餐饮业的经营状况进行了基本情况介绍。从兰

州市连锁零售业来看，调查研究表明，兰州市连锁零售企业整体发展滞后，连锁

零售企业数量少，规模小，且经营业绩不佳；兰州市连锁零售业占兰州市限额以

上零售业企业利润总额比重很低，不足 2%，连锁零售企业平均利润额更是远低

于总体水平。从兰州市连锁餐饮业来看，调查研究表明，兰州市连锁餐饮企业整

体发展尚在起步阶段，连锁餐饮企业数量仅有 2 家，占兰州市餐饮企业的比重很

低；兰州市连锁餐饮业占兰州市限额以上餐饮业企业利润总额比重非常低，仅为

1.1%，连锁餐饮企业发展滞后于整个餐饮行业。 

然后，本报告结合对甘肃省连锁经营行业相关代表企业的问卷调研与实地访

谈，总结归纳了甘肃省连锁经营企业的主要挑战与问题，具体内容包括：租金、

工资等成本上升；资金不足、融资困难；专业管理人才匮乏、人才培养积极性不

高；企业标准化程度低，标准化意愿不强；品牌吸引力不够；信息化管理程度低；

企业文化建设滞后，且传播不畅；营销粗放，对促销活动缺乏合理的预算和策划；

企业内部管控比较混乱；连锁方式单一、连锁规模较小；配送中心设施落后、配

送效率低；经营形式不规范，管理水平落后等。 

最后，本项目研究团队基于对连锁零售发展的趋势进行研判，提出了未来甘

肃省连锁经营发展的“质变”节点，具体内容包括三各方面，即：一是互联网时

代的全面来临，拥抱数字化转型；二是产业竞争进入资本竞争阶段，实施资本运

营战略；三是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塑造差异化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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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甘肃省宏观经济分析 

数据研究表明，甘肃省经济发展呈以下特征：经济总量落后、经济增速波动

明显；第三产业增加值对地区生产总值贡献能力较低，且贡献能力不稳定；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整体波动较大，少数年份存在通货膨胀；居民可支配收入较低，消

费性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居高不下；居民消费水平低、居民消费水平指数波动

较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非常小，常年不足全国总量的百分之一等特征。 

（1）甘肃省经济总量落后，经济增长率波动明显。 

2013 年，甘肃省地区生产总值为 6,268.01 亿元，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

例为 1.10%，GDP 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五，约为广东省的 1/10，陕西省的 2/5。2013

年甘肃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0.93%，经济增长率从 2011 年的 21.83%逐年

递减，经济增长率继 2009 年大幅下降后再次出现较大幅度下滑趋势。甘肃省近

几年地区生产总值的总量及变化趋势如下图 1.1 所示： 

 

图 1.1  2005-2013 甘肃省年经济总量及经济增长率统计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甘肃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对地区生产总值贡献能力较低，且贡献能力不

稳定。 

2013 年，甘肃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40.96%，所占比

例为近十年最高，相对于全国其他发达省市，甘肃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对地区生产

总值的贡献尚属较小，小于广东省同期第三产业增加值对地区生产总值 4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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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更小于北京市 76.85%的贡献。同时，2004 年至 2013 年，甘肃省第三产

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保持在 37%至 41%之间，但这种比例处于不稳

定状态，未能保持稳定增势。2013 年甘肃省不同产业所贡献地区生产总值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例的情况如下图 1.2 所示，近十年来，甘肃省第三产业对地区生产

总值的贡献情况如下图 1.3 所示： 

 

图 1.2  2013 年甘肃省不同产业所贡献地区生产总值所占比例统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 1.3  2004-2013 年甘肃省第三产业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甘肃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整体波动较大，少数年份存在通货膨胀现象。 

2005 年至 2013 年，甘肃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控制在 101.2%到 108.2%之间，

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年增长率在这期间最大为 3.8%、最小为负 6.5%的特征表

明甘肃省近十年来价格变动较大。2007 年甘肃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幅为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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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存在通货膨胀。2005 年至 2013 年甘肃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情况如下图 1.4

所示： 

 

图 1.4  2005-2013 年甘肃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及其增长率统计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4）甘肃省居民可支配收入较低，消费性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居高不下。 

2013 年，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8,964.8 元，占全国城镇居民

人均支配收入的比例为 70.36%，表明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2013 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5,107.8 元，占全国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的比例为 57.42%，表明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远低于国家平均水

平。 

2013 年，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性支出为 14,020.7 元，占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 73.93%。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最多只能有 26%用于储

蓄。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4,849.6 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

94.94%，表明甘肃省农村居民除了消费性支出外很少有钱用于储蓄。同时，国家

统计局相关数据还表明：甘肃城镇居民现金消费性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连续 10 年来都在 73.9%以上，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连

续 10 年来都在 79.1%以上。数据显示，城镇居民现金消费性支出占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比例正逐年下降，表明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高于人均

现金消费性支出，但并不能表示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占其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比例有所下降，据研究调查，随着电子商务时代的到来，城镇居民消费支

付的方式正逐渐转向线上支付。此外，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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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收入的整体比例呈上升趋势，整体而言，甘肃省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占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都居高不下。 

甘肃省近十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消费性支出所占比例如下图

1.5 和图 1.6 所示： 

 

图 1.5  2004-2013 年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现金消费性支出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 1.6  2004-2013 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性支出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5）甘肃省居民消费水平低，居民消费水平指数波动较大。 

2012 年甘肃省居民消费水平为 8,542 元，数据显示，排名全国倒数第四，消

费水平为上海市的 23.15%，为陕西省的 72.07%。2008 年以前，甘肃省居民消费

水平指数呈稳定下降趋势，2008 年到 2011 年，甘肃省居民消费水平指数则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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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上升势头，到 2012 年，该指数又迅速减少。甘肃省 2004 年至 2012 年居民

消费水平及居民消费指数的变动趋势如下图 1.7 所示： 

 

图 1.7  2004-2012 年甘肃省居民消费水平及居民消费指数统计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6）甘肃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非常小，常年不足全国总量的百分之一。 

2013 年，甘肃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2,173.8 亿元，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总数的 0.90%。此外，追踪近十年甘肃省及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

可知，甘肃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均未超过

1%。这一现象的存在与甘肃省居民消费水平低相对应。2004 年至 2013 年，甘肃

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占全国比例的统计信息如下图 1.8 所示： 

 

图 1.8  2004-2013 年甘肃省及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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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甘肃省连锁经营行业结构分析 

    甘肃省连锁经营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四大行业。甘肃省批、

零、住、餐四行业近十年来的主要情况如下： 

（1）甘肃省批、零、住、餐四行业生产总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例及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整体非常稳定。 

2012 年，甘肃省批、零、住、餐四行业生产总值为 540.2 亿元，占第三产业

增加值的 23.80%，地区生产总值的 9.56%。同时，国家统计局 2004 至 2012 年

的数据表明，甘肃省批、零、住、餐四行业生产总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例的平

均值为 23.40%，极差为 2.00%；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的平均值为 9.24%，极差为

1.13%。甘肃省批、零、住、餐四行业生产总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例及地区生

产总值比例的情况如下图 2.1 所示： 

 

图 2.1  2004-2012 年甘肃省批、零、住、餐四行业生产总值统计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甘肃省批、零、住、餐四行业中批发与零售业生产总值整体较住宿与

餐饮行业多，且二者总量相对稳定。 

2012 年，甘肃省批发与零售业生产总值占批、零、住、餐四行业生产总值

的比例为 73.77%，住宿与餐饮业所占比例为 26.23%。2004 年至 2012 年，甘肃

省批发与零售业生产总值占批、零、住、餐四行业生产总值比例的平均值为

72.18%，极差为 3.05%；住宿与餐饮业生产总值占批、零、住、餐四行业生产总

值比例的平均值为 27.82%，极差也为 3.05%。甘肃省批发与零售业生产总值及



 

 

 7 

住宿与餐饮业生产总值占批、零、住、餐四行业比例的基本情况如下如 2.2 所示： 

 

图 2.2  甘肃省批发与零售业及住宿与餐饮业生产总值所占比例统计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甘肃省批发与零售业生产总值增长率在多数年限快于住宿与餐饮行

业，少数年限慢于住宿与餐饮行业。 

2012 年，甘肃省批发与零售业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13.23%，低于住宿与餐饮

行业 14.62%的增长率，但大部分年限前者的增长率大于后者，具体情况见下图

2.3： 

 

图 2.3  2005-2012 年甘肃省批、零、住、餐四行业生产总值增长率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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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甘肃省连锁经营企业发展概况 

3.1 基本概况 

调查数据表明，截至 2013 年年底，甘肃省批、零、住、餐四行业共有连锁

企业 20 家，其中连锁批发企业 2 家，连锁零售企业 15 家，连锁住宿企业 0 家，

连锁餐饮企业 3 家。甘肃省批、零、住、餐四行业所有连锁企业的名单如下表

3.1 所示： 

表 3.1  甘肃省 2013 年批、零、住、餐四行业所有连锁企业名单统计 

行业 组织机构代码 连锁总店（总部）名称 公司总部所在地 

批 

发 

与 

零 
售 
业 

296717149 甘肃众友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兰州市 

566404960 甘肃老百姓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兰州市 

66541155X 甘肃亚欣达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兰州市 

712716824 甘肃至仁同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兰州市 

712774848 兰州安泰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兰州市 

71902528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兰州分公司 兰州市 

739619186 兰州悦达通讯有限公司 兰州市 

73962898X 兰州惠仁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兰州市 

745869958 甘肃强生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兰州市 

750931242 甘肃万民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兰州市 

71903951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甘肃金昌销售分公司 金昌市 

71903279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天水销售分公司 天水市 

720265584 甘肃河西三州武威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武威市 

69560642X 甘肃新乐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张掖市 

71904386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张掖销售分公司 张掖市 

71904384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酒泉销售公司 酒泉市 

719030286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甘肃临夏销售分公司 临夏市 

住宿与 

餐饮业 

719059820 兰州肯德基有限公司 兰州市 

720242139 好食多（兰州）餐饮有限公司 兰州市 

296690927 兰州美峰菜根香餐饮娱乐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市 

（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局） 

通过对甘肃省统计局及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的分析，甘肃省批、零、住、餐

四行业连锁经营包含以下几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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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甘肃省连锁企业总店数虽然起点较低，但增速明显。 

2012 年，甘肃省连锁零售业总店数为 18 家，同比增加 63.64%；甘肃省连锁

餐饮企业总店数为 3 家，同比增长 50%。相比于北京市同期连锁零售企业总店数

为 134 家，增长率为 8.84%，连锁餐饮企业总店数为 79 家，增长率为 0，以及陕

西省同期连锁零售企业总店数位 26 家，增长率为 0，连锁餐饮企业总店数为 5

家，增长率为 25%的现状而言，甘肃省连锁企业总点数虽然少，但增速明显。下

图 3.1 为 2012 年我国部分省级单位连锁零售企业总店数和连锁餐饮企业总店数

增加率情况： 

 

图 3.1  2012 年我国部分省份连锁零售企业级餐饮企业总点数增加率统计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甘肃省连锁企业在业态分布上主要集中在批发与零售行业，其中批发

与零售行业的连锁企业又有较大部分聚集于医药行业。 

甘肃省统计局 2013 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在甘肃省仅有的 20 家连锁企业中有

17 家属于批发与零售业，仅有 3 家属于住宿与餐饮业。在甘肃省 17 家批发与零

售业连锁企业中又有 9 家属于医药行业，所占比例为 52.94%。甘肃省连锁企业

所属行业状况如下图 3.2 所示： 

 

 

 

 

 

 

 

                   图 3.2  2013 年甘肃省连锁企业所述行业分布图 

（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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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甘肃省连锁行业营业额几乎全部由直营店创造，加盟店产生的营业额

非常少或是完全没有。 

2013 年，甘肃省批发与零售业连锁企业创造的营业额为 227.84 亿元，同比

增长 12.24%，其中直营店营业额为 227.83 亿元，所占比例超过 99%，加盟店营

业额为 91 万元，所占比例不到 1%。同时，甘肃省住宿与餐饮业连锁企业创造的

营业额全部来自直营店。由此可推知，甘肃省连锁经营模式主要为直营店，有些

行业很少或是完全没有加盟店。 

    （4）甘肃省不同连锁经营行业从业人数变化趋势不尽相同。 

2012 年，甘肃省连锁零售行业从业人数为 0.73 万人，同比增长 28.07%；连

锁餐饮行业从业人数为 0.12 万人，同比增长 71.43%。从甘肃省连锁零售行业和

连锁餐饮行业近 5 年的从业人数可知，甘肃省连锁行业从业人数变化趋势不明

显，而甘肃省连锁餐饮行业从业人数整体呈稳步上升趋势，具体情况见下图 3.3： 

 

图 3.3  2008-2012 年甘肃省连锁零售及连锁餐饮行业从业人数统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5）甘肃省住宿与餐饮业企业注册类型明显较批发与零售业丰富。 

2013 年，甘肃省 17 家批发与零售类连锁企业全为内资企业，3 家住宿与餐

饮类连锁企业既有内资企业，又有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数据

表明，批发与零售类连锁企业总数比住宿与餐饮类连锁企业多，但从企业注册类

型维度看前者的丰富程度不如后者。 

（6）甘肃省连锁企业营业面积整体波动较大，2011 年以后上升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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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甘肃省连锁零售企业营业面积为 65.65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92.95%；连锁餐饮企业营业面积为 0.97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90.20%。然而甘

肃省不同连锁行业营业面积在 2011 年以前的变化趋势不尽相同，各连锁行业在

营业面积上从 2010 年开始显示相同变化趋势。具体情况见下图 3.4 所示： 

 

图 3.4  2008-2012 年甘肃省不同连锁行业营业面积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7）甘肃省连锁零售行业统一配送商品购进额占商品购进总额的比例整体

略有提升。 

    2013 年，甘肃省批发与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商品统一配送购进额占商品购

进总额的比例为 79.16%，同比增长 0.64%；住宿与餐饮业连锁经营企业商品统

一配送购进额占商品购进总额的比例为 92.54%，同比增长 1.16%。（数据来源：甘

肃省统计局） 

3.2 甘肃省批发与零售业连锁经营分析 

3.2.1 发展现状 

2013 年，甘肃省批发与零售业态的连锁经营企业共有 17 家，这些企业的总

部有 11 家位于兰州市，其他几家企业的总部分布于张掖市、金昌市、武威市、

天水市和酒泉市，这些企业的名称、机构代码及总部所在地信息如表 2.1 所示。 

上述甘肃省 17 家批发与零售业态的连锁经营企业，按登记注册类型分为内

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其中均为内资企业；按行业分

则有 2 家属于批发业，15 家属于零售业；按业态分则有 1 家超市，8 家专卖店和

8 家专业店。甘肃省批发与零售业分类的具体情况见下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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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2013 年甘肃省批发与零售业连锁企业分类情况统计图 

（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局） 

甘肃省上述17家批发与零售连锁企业2013年的经营情况可用下表3.2表示： 

表 3.2  2013 年甘肃省批发与零售连锁企业经营情况 

项目 统计值 增长率 

 

项目 统计值 增长率 

商品购进总额 1,820,004 4.26% 商品销售总额 2,278,416 12.24% 

直营店商品购进总额 1,819,849 4.75% 直营店商品销售总额 2,278,325 13.17% 

加盟店商品购进总额 155 -99.99% 加盟店商品销售总额 91 -99.46% 

统一配送商品购进额 1,440,717 4.94% 零售额 1,895,908 20.59% 

直营店统一配送商品

购进额 
1,440,562 5.55% 直营店零售额 1,895,817 21.88% 

加盟店统一配送商品

购进额 
155 -98.11% 加盟店零售额 91 -99.46% 

自有配送中心配送商

品购进额 
322,530 -3.73% 

非自有配送中心配送

商品购进额 
1,167 -52.75% 

加盟店自有配送中心

配送商品购进额 
120  

直营店非自有配送中

心配送商品购进额 
1,132 -54.17% 

直营店自有配送中心

配送商品购进额 
322,410 -3.76% 

加盟店非自有配送中

心配送商品购进额 
35  

（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局） 

3.2.2 发展趋势 

鉴于甘肃省连锁批发行业数据收集方面的限制，以下主要分析甘肃省零售业

连锁经营的发展趋势。整体而言，甘肃省零售业连锁经营的发展趋势有如下几点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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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甘肃省连锁零售企业商品销售额、连锁零售企业商品购进总额、连锁

零售企业统一配送商品购进额及各自的增长率均表现出一致的排名和变化趋

势。 

首先，数据显示三者的总量在全国排名比较靠后，均为全国倒数第八位；然

后，三者的总量均表现出在 2008 年至 2010 年逐渐增加，在 2011 年减少并在 2012

年继续增加的特征；最后，三者总量的变化趋势均表现为 2008 年至 2009 年递增，

2009 年至 2011 年递减，2011 年至 2012 年再递增的“先升、后降再上升”趋势。

甘肃省 2008 年至 2012 年连锁零售企业商品销售额、锁零售企业商品购进总额、

连锁零售企业统一配送商品购进额及各自的增长率情况如下图 3.6和图3.7所示： 

 

图 3.6  2008-2012 年甘肃省连锁零售企业商品销售额、连锁零售企业商品 

购进总额、连锁零售企业统一配送商品购进额统计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 3.7  2008-2012 年甘肃省连锁零售企业商品销售额增长率、购进总额 

增长率、统一配送商品购进额增长率统计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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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甘肃省连锁零售企业的总店数在西北地区虽然总量落后，但增速遥遥

领先。 

2012 年，甘肃省连锁零售企业总店数为 18 家，同比增长 38.46%。按照常规

分类，西北地区指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

治区五省，关于西北地区 2012 年连锁零售企业总店数及其增长率的情况如下图

3.8 所示： 

 

图 3.8  2012 年西北地区连锁零售企业总店数及其增长率统计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甘肃省连锁零售企业门店总数整体变动呈现先升、后降再上升的趋

势。 

2012 年，甘肃省连锁零售企业门店总数为 671 家，同比增长 64.9%；2011

年甘肃省连锁零售企业门店总数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但甘肃省连锁零售企业门

店总数的整体变动趋势是先升、后降再上升。甘肃省连锁零售企业门店总数及其

增长率的变化情况如下图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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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2008-2012 年甘肃省连锁零售企业门店总数及其增长率统计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4）甘肃省连锁零售企业配送中心数及自有配送中心数非常少，增速也相

对缓慢。 

2012 年，甘肃省连锁零售企业配送中心数为 19 家，同比增长 5.56%，排名

为全国倒数第四，占全国总量的 0.69%；甘肃省连锁零售企业自有配送中心数为

17 家，同比增长 6.25%，排名为全国倒数第五，占全国总量的 0.74%。 

3.3 甘肃省住宿与餐饮业连锁经营分析 

3.3.1 发展现状 

    2013 年，甘肃省住宿和餐饮业态的连锁经营企业共有 3 家，这些企业总部

均位于兰州市，这些企业的名称、机构代码及总部所在地信息如表 2.1 所示。 

甘肃省上述 3 家住宿与餐饮业态的连锁经营企业按登记注册类型分则内资

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各 1 家；按行业分则全部属于餐饮

业，无住宿业企业。甘肃省批发与零售业分类的具体情况见下图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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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2013 年甘肃省住宿与餐饮业连锁企业分类情况统计图 

（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局） 

甘肃省住宿与餐饮业 3 家连锁企业 2013 年的经营情况可用下表 3.3 表示： 

表 3.3  2013 年甘肃省住宿与餐饮业连锁企业经营情况 

项目 统计值 增长率 

 

项目 统计值 增长率 

商品购进总额 14,324 -10.31% 营业额 31,536 -11.29% 

直营店商品购进总额 14,324 -10.31% 直营店营业额 31,536 -11.29% 

加盟店商品购进总额   加盟店营业额   

统一配送商品购进额 13,256 -9.27% 餐费收入 31,536 -11.29% 

直营店统一配送商品

购进额 
13,256 -9.27% 直营店餐费收入 31,536 -11.29% 

加盟店统一配送商品

购进额 
  加盟店餐费收入   

自有配送中心配送商

品购进额 
12,347 -8.61% 

非自有配送中心配送

商品购进额 
  

加盟店自有配送中心

配送商品购进额 
12,347 -8.61% 

直营店非自有配送中

心配送商品购进额 
  

直营店自有配送中心

配送商品购进额 
  

加盟店非自有配送中

心配送商品购进额 
  

（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局） 

3.3.2 发展趋势 

鉴于甘肃省连锁住宿行业数据收集方面的限制，以下主要分析甘肃省餐饮业

连锁经营的发展趋势。整体而言，甘肃省餐饮业连锁经营的发展趋势有如下几点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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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甘肃省连锁餐饮企业营业额、连锁餐饮企业商品购进总额、连锁餐饮

企业统一配送商品购进额在 2012 年以前变动较小，2012 年急剧增加。 

2012 年，甘肃省连锁餐饮企业营业额为 3.56 亿元，同比增长 493.33%；甘

肃省连锁餐饮企业商品购进总额为 1.6 亿元，同比增长 471.43%；甘肃省连锁餐

饮企业统一配送商品购进额为 1.46 亿元，同比增长 1,116.67%。甘肃省连锁餐饮

行业上述营业额指标近五年的变化趋势如下图 3.11 所示： 

 

图 3.11  2008-2012 年甘肃省连锁餐饮企业营业额、连锁餐饮企业商品 

购进总额、连锁餐饮企业统一配送商品购进额统计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甘肃省连锁餐饮企业总店数在西北地区虽然总量较落后，但增速较

快。 

2012 年，甘肃省连锁餐饮企业总店数为 3 家，同比增长 50%，大于陕西省

25%、青海省 0%、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0%的增长率（因为宁夏回族自治区连锁

餐饮企业总店数从 2011 年的 0 变为 2012 年的 1，其增长率不具有统计意义，所

以略去）。西北地区连锁餐饮企业总店数的统计情况如下图 3.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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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2012 年西北地区连锁餐饮企业总店数统计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甘肃省连锁餐饮企业门店总数呈先减后增的 U 形变化趋势，连锁餐饮

企业门店总数的增长率则呈逐渐上升趋势。 

2012 年，甘肃省连锁餐饮企业门店总数为 33 家，同比增长 230%。2007-2012

年，甘肃省连锁餐饮企业门店总数及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如下图 3.13 所示： 

 

图 3.13  2007-2012 年甘肃省连锁餐饮企业门店总数及其增长率统计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4）甘肃省连锁餐饮企业餐位数呈先减后增的 U 形变化趋势，连锁餐饮企

业餐位数的增长率则呈逐渐上升趋势。 

2012 年，甘肃省连锁餐饮企业餐位数为 0.38 万个，同比增长 171.43%。

2007-2012 年，甘肃省连锁餐饮企业餐位数及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如下图 3.14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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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2007-2012 年甘肃省连锁餐饮企业餐位数及其增长率统计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5）甘肃省连锁零售企业配送中心数及自有配送中心数非常少，增速也相

对缓慢。 

2012 年，甘肃省连锁零售企业配送中心数为 3 家，同比增长 50%，排名为

全国倒数第六，占全国总量的 0.90%；甘肃省连锁零售企业自有配送中心数为 2

家，同比增长率为 0，排名为全国倒数第八，占全国总量的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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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兰州市连锁经营概况 

4.1 兰州市宏观经济情况 

    兰州市是甘肃的省会城市，在全省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中承载着明地位、

强责任、做表率、出大力的责任和使命。现辖城关、七里河、西固、安宁、红古

五个区和永登、榆中、皋兰三个县，总面积 13,086平方公里。2013年兰州市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48,852，全市常住人口364.16万人。具体而言，兰州市宏观经济

包括以下特征： 

    （1）地区生产总值平稳增长 

“十二五”以来，全市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在全省首位度逐年提高。地区

生产总值在“十一五”末突破1100亿元的基础上持续扩张，2011年、2012年经济

总量连年创新高，突破1300亿元、1500亿元大关，增速分别达到15%、13.4%。

2013年仍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增长态势，经济总量达到1776.28亿元，是2010年的

1.61倍，增速为13.4%。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逐年提高，分别为27.09%、27.69%

和28.34%。具体情况见图4.1： 

 

图4.1  2006-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数据来源：兰州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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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逐年提升 

全市流通市场档次和水平逐年提升，市场体系日趋规范和完善，消费市场持

续活跃，流通现代化步伐明显加快。2013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43.87

亿元，比上年增长14.7%，2011-2013年年均增长15.68%。全市限额以上批发零售

企业零售额快速增长，支撑作用强劲，带动了整个消费品市场的增长。2013年全

市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现447.34亿元，占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53%，2011-2013年年均增长22.50%，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具体情

况见图4.2： 

 

图4.2  2006-2013年兰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长速度 

（数据来源：兰州市统计局） 

    （3）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加，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突破2万元，达到20,767元,比上年增长12.60%，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36%。由于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落实、农产品价格上涨及外出务工收入提高等

因素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114元，比上年增长14.29%，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8%。 具体情况见图4.3和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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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2006-2013年兰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长速度 

（数据来源：兰州市统计局） 

 

图4.4  2006-2013年兰州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增长速度 

（数据来源：兰州市统计局） 

 

4.2 兰州市限额以上连锁零售企业发展状况 

4.2.1 兰州2012年市限额以上连锁零售企业经营状况 

    零售业企业按经营形式可划分为独立门店、连锁总店和其他，兰州市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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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共有173家限额以上零售企业，其中连锁零售企业（总部在兰州市）有11家。

2012年兰州市零售业企业年末从业人数共22,096人，商品购进总额2,791,365万

元，实现商品销售总额2,979,998万元，期末商品库存额269,432万元，年末零售

营业面积917,348平方米（见表4.1）。连锁零售企业占整个零售业的比重较低，

只有6.4%，商品销售总额仅占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的4%（见图4.5）；同时，连

锁零售企业平均年末从业人员数量远高于总体（见图4.6），但平均商品销售额

却低于行业其他经营形式（见图4.7）。另外，从兰州市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实

收资本情况可以看出，连锁零售企业个人资本所占比重最高，远高于行业总体，

且法人资本所占比例相对较低，资金来源途径比较单一（见图4.8）。据调查研

究表明，兰州市连锁零售企业整体发展滞后，连锁零售企业数量少，规模小，且

经营业绩不佳，市政府应加快推进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的发展步

伐。 

表4.1  2012年兰州市限额以上零售业商品购进、销售、库存总额 

 
法人企业

数（个） 

年末从业人

员数（人） 

商品购进总

额（万元） 

商品销售总

额（万元） 

期末商品库

存额（万元） 

年末零售营业

面积（平方米） 

独立门店 143 15,448 2,354,353 2,979,998 214,493 659,455 

连锁总店 11 3,478 116,774 137,320 22,613 71,816 

其他 19 3,170 320,238 334,204 32,326 186,077 

（数据来源：兰州统计年鉴2013） 

 

图4.5  2012年兰州市限额以上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情况 

（数据来源：兰州统计年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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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2012年兰州市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平均年末从业人员数（人） 

（数据来源：兰州统计年鉴2013） 

 

 

图4.7  2012年兰州市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平均商品销售额（单位：万元） 

（数据来源：兰州统计年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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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2012年兰州市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实收资本情况 

（数据来源：兰州统计年鉴2013） 

4.2.2 兰州市2012年限额以上连锁零售业企业财务状况 

    2012年兰州市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资产总计1,337,319万元，其中流动资产合

计1,000,680万元，固定资产合计169,048万元；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负债合计

1,020,179万元，其中流动负债合计963,840万元，非流动负债合计56,339万元；所

有者权益合计317,206万元（见表4.2）。2012年兰州市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利润

总额达到83,768万元（间表4.3），但连锁零售业所占比重很低，仅1.7%（见图4.9），

连锁零售企业平均利润额远低于总体（见图4.10）。 

表4.2  2012年兰州市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财务状况（单位：万元） 

 
资产 

总计 

 

负债 

合计 

 
所有者

权益合

计 

流动资

产合计 

固定资

产合计 

累计 

折旧 

流动负

债合计 

非流动

负债合

计 

独立

门店 
1,141,708 858,008 133,901 76,346 864,373 818,198 46,109 277,335 

连锁

总店 
54,690 47,080 4,265 1,475 47,496 40,339 7,157 7,193 

其他 125,906 90,366 25,056 19,432 97,245 94,238 3,007 28,662 

（数据来源：兰州统计年鉴2013） 

表4.3  2012年兰州市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财务状况（单位：万元） 

 
利润 

总额 

营业 

收入 

 
营业 

成本 

财务 

费用 

销售 

费用 

管理 

费用 
主营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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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独立

门店 
76,382 2,747,659 2,698,498 2,477,817 17,941 112,699 56,899 

连锁

总店 
1,429 128,317 127,754 102,044 1,189 18,455 4,861 

其他 5,957 310,438 296,748 266,452 2,505 25,707 7,375 

（数据来源：兰州统计年鉴2013） 

 

图4.9  2012年兰州市限额以上零售业利润总额情况 

（数据来源：兰州统计年鉴2013） 

 

图4.10  2012年兰州市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平均利润额（单位：万元） 

（数据来源：兰州统计年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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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兰州市限额以上连锁餐饮企业发展状况 

4.3.1 兰州市2012年限额以上连锁餐饮企业经营状况 

兰州市2012年共有限额以上餐饮企业129家，其中连锁餐饮企业（总部在兰

州市）仅有2家。2012年兰州市餐饮业企业年末从业人数共11,664人，实现营业

额174,346万元，年末餐饮营业面积262,467平方米（见表4.4）。连锁餐饮企业营

业额占整个餐饮业营业额的比重较低，只有3.2%（见图4.11）；同时，连锁餐饮

企业平均年末从业人员数量远高于总体（见图4.12），但平均营业额却并未达到

应有的水平。另外，从兰州市限额以上餐饮业企业实收资本情况可以看出，连锁

餐饮企业法人资本所占比重最高，资金来源途径比较单一（见图4.13）。据调查

研究得出，兰州市连锁餐饮企业整体发展尚在起步阶段，连锁餐饮企业数量仅有

2家，占兰州市餐饮企业的比重很低。 

表4.4  2012年兰州市限额以上餐饮业经营情况 

 法人企业数

（个） 

年末从业人

员数（人） 

营业额（万

元） 

餐位数（位） 年末餐饮营业面

积（平方米） 

独立门店 114 9,027 122,828 47,654 231,133 

连锁总店 2 719 5,604 1,599 4,426 

其他 13 1,918 45,914 8,103 26,908 

（数据来源：兰州统计年鉴2013） 

 

 

 

 

 

 

 

 

图4.11  2012年兰州市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情况 

（数据来源：兰州统计年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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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  2012年兰州市限额以上餐饮业企业平均年末从业人员数（人） 

（数据来源：兰州统计年鉴2013） 

 

图4.13  2012年兰州市限额以上餐饮业企业平均营业额（单位：万元） 

（数据来源：兰州统计年鉴2013） 

 

图4.14  2012年兰州市限额以上餐饮业企业实收资本情况 

（数据来源：兰州统计年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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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兰州市2012年限额以上餐饮业企业财务状况 

    2012年兰州市限额以上餐饮业企业资产总计117,896万元，其中流动资产合

计60,237万元，固定资产合计37,133万元；限额以上餐饮业企业负债合计62,625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合计50,532万元，非流动负债合计12,093万元；所有者权益

合计55,271万元。2012年兰州市限额以上餐饮业企业利润总额达到11,809万元，

但连锁餐饮业所占比重很低，仅1.1%，连锁餐饮企业发展滞后于整个餐饮行业。 

表4.5  2012年兰州市限额以上餐饮业企业财务状况（单位：万元） 

  
资产

总计 

 

负债合

计 

 
所有者

权益合

计 

流动资

产合计 

固定资

产合计 

累计折

旧 

流动负

债合计 

非流动

负债合

计 

独立门店 92,299 50,265 28,011 13,625 864,373 42,058 10,094 39,801 

连锁总店 819 537 94 1,071 47,496 332 346 487 

其他 24,778 9,435 9,028 4,196 97,245 8,142 1,653 14,983 

（数据来源：兰州统计年鉴2013） 

表4.6  2012年兰州市限额以上餐饮业企业财务状况（单位：万元） 

 利润总额 
营业 

收入 

 
营业 

成本 

财务 

费用 

销售 

费用 

管理 

费用 
主营业务

收入 

独立门店 4,485 124,254 123,887 66,164 1,526 32,186 11,952 

连锁总店 132 5,604 5,604 2,628 25 2,326 176 

其他 7,192 45,820 45,820 22,366 -1 9,791 4,519 

（数据来源：兰州统计年鉴2013） 

 

图4.15  2012年兰州市限额以上餐饮业利润总额情况 

（数据来源：兰州统计年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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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甘肃省连锁经营企业主要问题 

通过对兰州市连锁经营行业企业的相关经营负责人及甘肃省连锁经营协会

的相关负责人进行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结果显示，甘肃省连锁企业在经营管理

方面的问题与挑战主要包括：租金、工资等成本上升；资金不足、融资困难；专

业管理人才匮乏、人才培养积极性不高；企业标准化程度低，标准化意愿不强；

品牌吸引力不够；信息化管理程度低；企业文化建设滞后，且传播不畅；营销粗

放，对促销活动缺乏合理的预算和策划；企业内部管控比较混乱；连锁方式单一、

连锁规模较小；配送中心设施落后、配送效率低；经营形式不规范，管理水平落

后等。具体内容如下所示： 

（1）租金、工资等成本上升 

关于甘肃省连锁企业的经营成本，通过对兰州市连锁企业管理者的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 85.45%的被调查者认为甘肃省连锁经营行业近五年的成本呈上升

趋势，其中 69.09%的人认为是成本是剧烈上升，具体统计结果如图 5.1 所示。 

 

图 5.1  对于问题“您认为贵公司近五年成本变动趋势是什么”的调查结果统计图 

（数据来源：调查问卷） 

此外，在成本波动构成因素的问卷调查中，90%以上的连锁经营行业管理者

都认为在成本变动中，员工薪酬和场地租金的变化最明显（如图 5.2 所示）。访

谈结果显示：从 2010 年开始，甘肃省连锁经营行业的租金和工资均开始剧烈上

升，2013 年的租金和工资基本是 2010 年的两倍，行业利润因此急剧下降。期间

45%的公司采取了减少业务量（如减少商品购进量）来避免利润大幅下降。关于

成本上升的原因，甘肃省连锁经营协会会长杨贵元在访谈中提到：一方面，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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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老龄化趋势日趋加重导致工人工资成本上升；另一方面，我国东南沿海地

区的地理优势吸引了甘肃省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甘肃省劳动力供给不足。 

 

图 5.2  对问题“贵公司成本变动中，哪三项最明显”的调查结果统计图 

（数据来源：访谈调查） 

（2）资金不足、融资困难 

关于甘肃省连锁企业的资金需求及融资难易度，通过对兰州市连锁经营企业

管理者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70%的被调查者认为企业实现进一步发展的

资金不足（见图 5.3）。 

在访谈中，甘肃省半数以上连锁经营管理者都反映了融资难的问题，连锁经

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受到资本不足的制约。同时，甘肃省连锁经营企业约六成管

理者谈到，甘肃省的政策支持力度对连锁经营企业不明确，导向性也不强。 

 

图 5.3  对问题“您认为公司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的充足情况”的调查结果统计图 

（数据来源：问卷调查） 

    （3）专业管理人才匮乏、人才培养积极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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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甘肃省连锁企业的人才储备及培养，某餐饮连锁企业高管在访谈中如此

说道：“就算是开出高于东部沿海企业 30%的工资也吸引不到餐饮标准化管理的

高级人才。” 

同时，访谈结果还表明：大多企业管理者担心培养出来的人才会跳槽甚至自

立门户，因而对于培养人才的积极性不高。 

（4）企业标准化程度低，标准化意愿不强 

关于甘肃省连锁企业的标准化程度，问卷的调查结果显示，36%的被调查者

认为甘肃省企业标准化程度低主要体现在企业形象上，同时也有人认为职业素质

标准（20%）、人力资源管理标准（12%）等不容忽视（见图 5.4）。 

 

图 5.4  对问题“您认为贵公司哪方面的标准化程度最低”的调查结果统计图 

（数据来源：问卷调查） 

    同时，关于企业是否已经采取相关措施完善其标准化体系时，45%的被调查

者表示已经着手建设或完善标准化管理体系的工作，但剩余的被调查者表示尚未

着手改进或是认为改进意义不大。 

此外，关于企业标准化问题的访谈信息表明：甘肃省连锁经营企业在标准化

管理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存在机械照搬国外成功标准、标准化制度有名无实等问

题。 

（5）品牌吸引力不够 

关于甘肃省连锁经营企业的品牌吸引力，通过对企业从业人员的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43%的甘肃省连锁经营行业从业人员认为顾客的消费行为是受公司的

品牌影响的，另有接近半数的人认为价格、偏好、质量或服务是影响消费者购买

行为最主要的因素。对消费者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消费者认为价格



 

 

 33 

是影响其购买行为最主要的因素（见图 5.5）。 

 

图 5.5  对于问题“您认为影响顾客购买行为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的调查结果统计 

（数据来源：调查问卷）     

    （6）信息化管理程度低 

关于甘肃省连锁企业的信息化管理程度，若以连锁企业总部能否及时了解分

店信息为衡量标准，则调查结果显示不到 50%的企业管理者认为总部能够及时得

到分店经营信息，具体情况见图 5.6： 

 

图 5.6  对问题“总部能否及时得到分店经营情况”的调查结果统计图 

（数据来源：调查问卷） 

    （7）企业文化建设滞后，且传播不畅 

    关于甘肃省连锁企业的文化传播，访谈结果显示：对于企业文化的建设，甘

肃连锁经营企业的总部一般会有凝练的表述，但是企业文化从总部推广到分店的

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总部没有能够将

企业文化的内涵传递到分店，而只是一个标语；二、总部和/或分店没有充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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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企业文化的重要性；三、由于缺乏完善的培训体系，新进的员工无法真正学习

到企业文化；四、总部本身的企业文化的设计不科学。 

    （8）营销粗放，对促销活动缺乏合理的预算和策划 

    关于甘肃省连锁企业对促销活动的预算与策划，访谈结果显示：目前，甘肃

省连锁经营企业多数都已经意识到促销活动在市场竞争中的重要性，尤其会选择

在节假日进行促销活动。但是，一方面，由于缺乏合理的预算，无法控制成本的

投入与所预期获得的回报，往往会出现高投入和低回报的状况。另一方面，由于

缺乏合理的策划，对于活动整体的把握不够，无法有效地对促销活动的每一个环

节进行掌控，从而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比如不同分店出现不一致、服务人员不熟

悉促销活动等问题。 

（9）企业内部管控比较混乱 

关于甘肃省连锁企业的内部管控，访谈结果显示：甘肃连锁经营企业内部控

制管理的混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际上有部分连锁经营企业各自为战，

有时甚至出现内部价格不同一致的情况，造成内部的不良竞争。二是内部控制的

监督体系有职责不清、设计缺陷等问题，所以这一监督体系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 

（10）连锁方式单一、连锁规模较小 

关于甘肃省连锁企业的连锁方式，对甘肃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的访谈结果显

示：甘肃省的连锁企业主要是直营式的连锁经营模式，连锁方式单一。2013 年，

甘肃省批发与零售业连锁企业创造的营业额为 227.84 亿元，其中直营店营业额

为 227.83 亿元，所占比例超过 99%，同时，甘肃省住宿与餐饮业连锁企业创造

的营业额则全部来自直营店。 

同时，甘肃省连锁企业的连锁规模都比较小，连锁企业平均每家拥有的店铺

数仅 10 家左右，致使统一进货带来的价格折扣和成本降低有限，不利于充分发

挥连锁经营的规模优势。 

（11）配送中心设施落后、配送效率低 

关于甘肃省连锁企业的配送中心设施及配送效率，通过对部分甘肃省连锁企

业管理者的访谈，结果显示：甘肃省的连锁经营尚处于起步阶段，连锁企业配送

规模较小，尚未形成规模优势，配送成本偏高，配送技术落后，统一配送率偏低，

制约了连锁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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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经营形式不规范，管理水平落后 

关于甘肃省连锁企业的经营形式与管理水平，通过对部分甘肃省连锁企业管

理者的访谈，结果显示：甘肃省一些连锁企业只是统一店名和标识，实际上却是

“连而不锁”，经营管理和市场运作没有做到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核算和

统一管理，而是照搬单体店管理的办法，管理职能的分工与协调缺乏科学性，以

致连锁经营的规模效益、成本效益得不到充分发挥。有的分店在各种不正当利益

的驱动下自行进货，使产品在价格和质量上难以得到保障，从而使企业的名誉受

损，又由于连锁经营的强连锁效应，严重时甚至导致整个连锁体系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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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未来甘肃省连锁经营发展面临“质变”节点 

    （1）互联网时代的全面来临，拥抱数字化转型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全面来临，传统商业企业正经历一轮前所未有的格局之

变。比如，电商对传统零售业态的冲击日益明显，无论是在价格、便利和信任感

等方面，电商的冲击正成为加速传统零售企业衰落的最大力量。互联网让新的消

费群体成为了不间断购物的顾客，传统零售企业必将变革调整，以有效吸引这些

消费者，而“数字化转型”将是必然趋势。因此，商务的电子化是未来的发展趋

势，顺势是甘肃省连锁经营企业的正确选择，唯有如此方能避免毁灭，避免被市

场边缘化。 

 

（2）产业竞争进入资本竞争阶段，实施资本运营战略 

随着市场的不断演化和发展，商业竞争日益加剧，资本的力量日益显现，连

锁经营业已经上升为资本层面的竞争。行业竞争格局正日益朝着有利于资本实力

雄厚的连锁企业发展，这些企业通过畅通的融资渠道，实施资本运营战略，不断

地加剧行业洗牌速度。未来，发展相对滞后和竞争实力弱的连锁企业不可避免地

将面临“被连锁”和“被洗牌”的命运。因此，甘肃省连锁经营企业应积极实施

战略方向的调整，全面对接“资本”这一战略竞争要素，从而赢得新的战略发展

机会。 

 

（3）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塑造差异化竞争优势 

在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的今天，虽然网络购物体验在不断改善，但在很多方面，

仍然不可替代实体店的购物体验优势，比如“便利性”和“现场服务”等。连锁

经营企业应当强化自身的消费者体验，优化和完善顾客体验的每一个环节，从细

节着手，从细节去改善。从消费者本质需求来看，价格、产品、服务和品牌等要

素仍是影响顾客忠诚度的主要内容。因此，甘肃省连锁经营行业的发展应跳出当

前同质化的红海竞争，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科学定位，制定适合自己的差异化

经营思路，塑造差异化竞争优势，方能赢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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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统计指标解释 

1.连锁经营：指经营同类商品或服务，使用统一商号的若干店铺，在同一总店（总

部）的管理下，采取统一采购或特许经营等方式，实现规模效益的组织形式，包

括直营连锁、特许连锁和自愿连锁三种形式。 

2.地区生产总值：指本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地

区生产总值等于各产业增加值之和。 

3.国民生产总值：简写为 GDP，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

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4.第一产业增加值：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

定时期内从事第一产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 

5.第二产业增加值：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

定时期内从事第二产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制造业、电

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6.第三产业增加值：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

定时期内从事第三产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第三产业是指除第一、二产业以外

的其他行业。 

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简称 CPI，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

品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是对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综合汇总计算的结果。 

8.居民可支配收入：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其他非义务性支出以及储蓄的

总和，即居民家庭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它是家庭总收入扣除交纳的个人所

得税、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障支出以及调查户的记账补贴后的收入。 

9.居民消费性支出：指城乡居民个人和家庭用于生活消费以及集体用于个人消费

的全部支出。 

10.人均消费性支出：指居民用于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消费的全部支出，包括购买

实物支出和服务性消费支出。消费支出按商品和服务的用途可分为食品、衣着、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居住、杂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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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和服务等八大类。 

11.居民消费水平：指按常住人口平均计算的居民消费支出。 

12.居民消费水平指数：指反映不同时期居民消费水平变动程度的指标。 

1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企业（单位、个体户）通过交易直接售给个人、社

会集团非生产、非经营用的实物商品金额，以及提供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

个人包括城乡居民和入境人员，社会集团包括机关、社会团体、部队、学校、企

事业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等。 

14.连锁企业总店：指负责连锁企业资源（商号、商誉、经营模式、服务标准、

管理模式等等）的开发、配置、控制或使用等功能的企业核心管理机构。 

15.直营店：指由总公司直接经营的连锁店，即由公司总部直接经营、投资、管

理各个零售点的经营形态。 

16.加盟店：特许连锁中，被特许人获得特许人授权后，使用其商标、商号、经

营模式、专利和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建立的店铺。也包括自愿连锁的成员店。 

17.独立门店：指独立零售商只拥有一个零售店。   

18.营业额：指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向对方收

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19.销售额：指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

用，但是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 

20.门店总数：指该连锁企业所拥有的全部门店（包括直营店和加盟店，下同）

数量。 

21.年末从业人数：指在该连锁总店（总部）或门店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年末

实有人员数。包括在岗职工、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在该企业工作的外方人员、

港澳台方人员、兼职人员、借用的外单位人员和第二职业者。不包括离开本单位

但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从业人数包括总店和全部门店以及自有配送中心的从

业人员数。 

22.企业登记注册类型：是以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各类企业为划分对

象，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登记注册的类型为依据，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分

为内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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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营业面积：即营业场所的面积，多用于表述服务行业的营业场所面积，如超

市的营业面积，酒店的营业面积。营业面积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表示营业

规模的大小。 

24.年末零售营业面积：指零售业企业用于本企业从事零售业务的对外营业的面

积，不包括其办公用房、仓库、加工场地以及对外出租场地。 

25.年末餐饮营业面积：指住宿和餐饮业连锁门店对外提供就餐服务的门店建筑

面积和从事食品加工、烹饪、调制的厨房面积，不包括办公用房和仓库等面积。

该指标按年末实有面积统计。 

26.客房数：指住宿和餐饮业连锁门店提供住宿服务的房间数，该指标按年内正

常情况下的实有数统计。 

27.床位数：指住宿和餐饮业连锁门店供应旅客使用的床位数，不包括临时加床

和门店内部工作人员使用的床位。该指标按年内正常情况下的实有数统计。 

28.餐位数：指住宿和餐饮业连锁门店为顾客提供就餐服务时，正常可同时容纳

就餐人员的餐位数量，不包括临时加的餐位。该指标按年内正常情况下的实有数

统计。 

29.商品购进总额：指从本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购进（包括从国外直接进口）

作为转卖或加工后转卖的商品。本指标由从生产者购进额、 批发零售业购进额 、

进口额和其他项目组成。 

30.连锁门店商品购进额（采购额）：指连锁门店从由连锁总店（总部）统一配

送与自主采购商品金额之和 （含增值税）。批发零售连锁企业商品购进额指用

于门店销售的商品金额，住宿餐饮连锁企业商品购进（采购）额指用于门店经营

的商品金额（下同）。 

31.统一配送商品购进额（采购额）：指由连锁总店（总部）统一购进后，配送

到门店的商品金额（按购进价计算）。 

32.配送中心：指从事配送业务且具有完善信息网络的场所或组织。配送是指在

经济合理区域范围内，根据客户要求，对物品进行拣选、加工、包装、分割、组

配等作业，并按时送达指定地点的物流活动。配送中心应基本符合下列要求：（1）

主要为特定客户或末端客户提供服务；（2）配送功能健全；（3）辐射范围小；

（4）提供高频率、小批量、多批次配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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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自有配送中心配送商品购进额（采购额）：指连锁总店（总部）通过自有配

送中心配送到门店的商品金额。 

34.非自有配送中心配送商品购进额（采购额）：指连锁总店（总部）通过第三

方物流配送中心配送到门店的商品金额。 

35.连锁门店营业额：指住宿和餐饮业连锁门店在经营活动中因提供服务或销售

商品所取得的总收入。包括：客房收入、餐费收入、商品销售额（含增值税）和

其他收入。 

36.餐费收入：指住宿和餐饮业连锁门店因提供就餐服务（包括经烹饪、调制加

工后出售的各种食品，如主食、炒菜、凉拌菜等的收入）所取得的收入合计。 

37.期末商品库存额：对于批发和零售业法人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是指取得所有

权的全部商品金额（含增值税）；对于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是指期末实

际在库且归属法人具有所有权的全部商品金额（含增值税）。 

38.法人企业数：指取得法人营业执照、具有法人地位的企业数量。 

39.限额以上：我国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统计报表制度，对纳入定期统

计报表范围的批发企业、零售企业以及住宿餐饮企业的销售（营业）额及从业人

员标准作出的规定。 

40.利润总额：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扣除各种耗费后的盈余，反映

企业在报告期内实现的盈亏总额。 

41.营业收入：指企业在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让渡资产使用权等日常经营

业务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分为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42.主营业务收入：指企业经常性的、主要业务所产生的基本收入。 

43.营业成本：也称运营成本，是指企业所销售商品或者提供劳务的成本。 

44.财务费用：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筹集资金而发生的筹资费用。 

45.销售费用：指企业在销售产品、自制半成品和提供劳务等过程中发生的各项

费用。 

46.管理费用：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为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各项费

用。 

47.资产：指由企业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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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48.流动资产：指企业可以在一年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变现或者运用

的资产。 

49.固定资产：指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出租或者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

用时间超过 12 个月的，价值达到一定标准的非货币性资产。 

50.累计折旧：指企业在报告期末提取的各年固定资产折旧累计数。 

51.负债：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

现时义务。 

52.流动负债：又称为短期负债，是指将在 1 年（含 1 年）或者超过 1 年的一个

营业周期内偿还的债务。 

53.非流动负债：又称为长期负债，是指偿还期在一年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

周期以上的债务。 

54.所有者权益：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 

55.质量控制：Quality control，简称 QC，也称品质控制，是质量管理的一部分，

致力于满足质量要求。中国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对质量控制的一种定义

为：“为使人们确信某一物项或服务的质量满足规定要求而必须进行的有计划的

系统化的活动。” 

56.品牌认知度：是品牌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衡量消费者对品牌内涵及价

值的认识和理解度的标准。 

57.信息化管理：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企业管理现代化的过程，它是将

现代信息技术与先进的管理理念相融合，转变企业生产方式、经营方式、业务流

程、传统管理方式和组织方式，重新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提高企业效率和效益、

增强企业竞争力的过程。 

58.品牌效益：是品牌在产品上的使用，为品牌的使用者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和社

会价值，是品牌使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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