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便利店能真正成为社会基础设施
加藤直美（消费生活顾问）
如今可谓是“社会基础设施”的便利店，在人口减少和老龄化日益严重的日本社会，无法应对
生活方式的变化，处于歧路。在考察其理由的同时，我们将根据便利店迄今为止的发展历程，探索
作为真正的社会基础设施，便利店今后应如何发挥其功能。

加藤直美

处于岔路口的便利店
便利店不仅仅是“便利的店铺”
，日益被认为是“社会基础设
施”
。这是因为虽然每个店铺的规模小，但通过多家店铺连锁、各
个店铺的物流网络、店铺和总部的信息系统，不仅可以提供商品，
还可以提供各种服务。
可是，如今的便利店却处于发展的歧路。虽然被期待在人口
减少和老龄化不断深化的日本社会，可以支持生活者，但却因不
能对应突如其来生活方式的变化陷入了尴尬的局面。
理由大致有三个。第一，作为零售业态的寡占化在加剧。还
有一点，随着网购行为的变化，便利店绝不能再说是便利店了。
并且，最严重的事态，压迫店铺的运营最大问题就是人手不足。
今后若要把便利店作为社会基础设施来使用，不仅仅需要便
利店连锁总部和便利店加盟店，也需要利用便利店的生活者的智
慧。

作为零售业的便利店
便利店的销售规模迄今为止一直在扩大。店铺数量也在增加。例如，如图 1 所示，2019 年 2 月
（2018 年度）的便利店铺数量超过 58,000 家，与 15 年前的 4 万家相比增加了约 2 万家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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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详细情况来看，7-11、全家、罗森 3 家公司的店铺数量急剧增加，其他店铺却停滞不
前，或者已经消失，现在便利店铺数量的 9 成被 3 家占据。
一般来说，垄断化的发展会导致业态的衰退，削弱竞争力。在零售业界，业态间竞争激烈，反
复出现既存业态的衰退和新的业态的抬头。现在增长最显著的是 EC(电子商务)，明显衰退的百货店
和 GMS(综合超市)等大型商业设施的销售形态。
当然，便利店就算是垄断化了，还没有衰退。但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随着经济的低迷，
便利店的选择确实减少了。
从 1980 年代后半期到 90 年代初，便利店作为“便利店”被接受，光是主要的连锁店就超过了
50 家。譬如，首都圈的人都知道“am/pm”
，名古屋圈的人都知道“Circle K”
“Cocostore”
，北关
东的人能想起“Save On”
。另外，也有人记得国际性的自由连锁店“SPAR”。各自展开具有个性的
连锁店。
消失的连锁店和现在的 3 大公司的差异是什么？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汇集于连锁总部的资金力
（来自加盟店的专利使用费等）的差异。以店铺开发为首，商品和服务的开发，信息和物流系统等
的整备，都由连锁店总部实施，资金越多推进的力度也就越大。
80 年代，以城市为中心独居的年轻人增加。便利店用便当、饭团、副食等能马上能食用的商品，
抓住了他们的胃；还可以提供预售电影票、代收公共费用等服务，支持他们的生活。
进入 90 年代，即使泡沫经济崩溃后，便利店也在持续增长。由于多店铺的展开，成为消费者最
亲近的店铺，运用信息和物流系统，不断摸索被消费者需要的商品和服务进行提供。以前多被形容
为“年轻人的店”
，但是现在顾客层逐渐从年轻人向主妇和老年人层扩展，很多消费者开始享受“便
利店有需要的东西真是太好了”的便利。
但是，方便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现在已经进入了网络社会，也有人会说了“诶，还要去便利店
吗？”这样的声音。用手头的智能手机就可以利用的服务，能订购的商品增多。对于利用网络服务
的人来说，连去便利店都觉得麻烦。不仅是智能手机，智能扬声器和 IoT 家电等(包含今后登场的
设备)，说不定会取代便利店承担社会基础设施的功能。
也就是说，不满足便利店提供方便的消费者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便利店也未能提供出应对
人们生活方式变化的新便利性。
对于加盟店来说的便利店
第三个理由更为严重。图 2 是经济产业省从 2018 年 12 月到 2019 年 1 月（2018 年度）对便利
店加盟店的问卷调查结果与 2014 年度进行的类似问卷结果比较的结果。比如，从“加盟店的满意
度”来看，
“非常满意”减少了，
“不满意”大幅度增加。另外，关于“
（加盟者）合同更新意向”
，
2014 年度约有 7 成的“想继续”
，但 2018 年度却降到半数一下。
如果一直以来维持便利店增长的加盟店离开的话，店铺数量就会减少。而且，不仅仅是现有的
店铺减少。将来会发生关乎便利店存续的重大危机。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加盟者都不满意，也没
有人会积极地加入新会员。加盟店减少，连锁本部的资金力就会被削减。更重要的是消费者身边的
店铺就会减少。
表示不满意的加盟店之所以增加，是因为收益在减少，原因在于人手不足和人工费的高涨。如
图 2 所示，2018 年度人手“不足”的店铺超过半数。2014 年度“勉强够用”的店铺，在这几年似乎
陷入了不足的境地。但是，实际上从 2009 年的调查开始，关于人手不足的呼声一直高涨着。
在便利店中，销售服务持续增加（参照表格）
，总部也鼓励老年人的看护、商品的配送、移动销
售等。便利店方面很难回应以上要求，陷入痛苦煎熬中。那样的加盟店的身姿可想而知。
当然，本部也并非是袖手旁观。引进自助餐，提高操作效率和省力化，进行无人店铺的实验。
向人手不足的店铺派遣人才，整备外国劳动者的接纳手册…。虽说如此，人手不足不仅没有消除，
反而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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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3 中，关于加盟店老板想要强化、实践的措施，也对 2014 年度和 2018 年度的调查结果进
行了比较。仅看图 2，加盟店的热情下降有情可原。但是，在“过期商品的再利用”和“使用本地
产品的商品的扩充、销售”这两个项目中，2018 年度的加盟店比 2014 年度增多了。
关于“过期商品的再利用”
，通过致力于削减社会问题的厨余问题，业主最能亲身感受到这个问
题离自己很近，也是地区顾客关心度最高的课题。后者使用本地产品的商品，也是地域顾客的关心
最高的问题。虽然很棘手，但想要处理与地区有关想法没有失去。迄今为止，便利店之所以成为社
会基础设施，也是依靠加盟店业主的热情支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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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店成为社会基础设施化的轨迹
那么，什么时候便利店成了社会基础设施呢？便利店在 1970 年前后登场，一般被称为便利店
是在 90 年前后。在那之前，人们称其为“深夜超市”或长时间营业的“迷你超市”
。被认为与现有
的零售业状态不同的契机，如上述快餐便当和饭团等的开发，同时进行代理征收公共费用的服务扩
充。
如表所示，公共费用的代理征收服务始于 1987 年。继 7-11 引进之后，罗森在 89 年，全家在
90 年也引进了类似的服务。该服务不仅仅停留在 1 个连锁店，而是覆盖了其他连锁店，提高了整个
业态的认知度。
能让以上公共费用的支付的背景是，各连锁店早早地构筑了活用 POS(销售时刻管理)等的信息
系统。信息系统使便利店的服务得到飞跃性发展。
90 年代后期到 00 年代前期，便利店的服务急剧增加。正好是网络普及到普通社会的时期，网
络相关的服务登场。邮票、明信片、游戏软件、音乐 CD·录像软件等，有形的服务商材的出售也在
增加。这是因为增加很多商务联盟，目的是为了利用便利店的店铺网络，接近消费者。换言之，便
利店铺已被视为媒体。现在的零售业界，店铺=媒体这种想法是很普遍，但作为当时还是比较先驱的
想法。
利用便利店的店铺网络联盟并不只限于企业。自治团体、警察、政府机关等也加入其中，这样
“作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便利店”成型了。
便利店与自治团体的合作，为了汲取阪神淡路大地震灾害教训，而开始签署的协定。时间是 90
年代后半期。东日本大地震时，各家便利店纷纷进行支援，也是因为有了过去积累。00 年开始加盟
日本连锁协会的便利店各公司实施的“安全站活动”
，警察和消防等也加入其中。

日本外交政策论坛 No. 42

00 年代中期，不仅仅是灾害时期，以开发使用当地
产品的商品和促进地区活性化为目的的综合协定的合
作相继发起。而且，进入 10 年代后，对看护老龄者和孩
子的协定增加了，强化帮助购物弱者送货和移动销售，
提供面向老龄家庭的家务代行和配餐等的服务。另外，
合作自治体也从县的单位扩展到市町村，委托行政服务
的自治体也增加了。这样，便利店的店铺，变得更加贴
近地域。
在 10 年代，与共享经济学相关服务的增加，也反映
了时代的潮流。
为了实现真的社会基础设施化
在便利店经营的众多服务中，说到至今为止顾客利
用率高的服务，那就是公共费用等的代理征收服务和
ATM（自动存取现金机）
。前者是 80 年代末，后者从 90
年代末开始作为便利店的服务被认可。以这些服务为目
的来店的顾客也很多，从服务开始到最近，作为便利店
整体的利用都在增加。可以说是便利店的 2 大服务。
但是，将来会怎样呢？譬如，如果今后成为无现金
社会，不再需要现金的话，用 ATM 24 小时随时能取现金
就不再是件必要的事。公共费用等的代理征收服务，在
以往不做户头转帐和信用卡支付的人来说，便利店支付
很方便,不过，如果能用手机简单地支付，也会取代便利
店。
而且，此后被便利店导入的服务中，超过这 2 大服
务的服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需要人工送货上门和
送餐等很多服务还没有跟上。
话虽如此，在人口减少和老龄化不断发展的社会中
生存下去，比起零售业的销售额上升，更重要的是扎根
于地域，成为受地域依赖的店铺。另一方面，即使是使
用便利店的消费者，只要不能全部在网上完结，那么就
必须留在现实的店铺里吧。
比如，与 UR 都市机构合作的大型便利店，配合各小
区的居民，改变了小区内店铺的备货和服务。即使没有
像前面提到的两大服务那样代表便利店的服务，只要当
地居民有需求的服务就可以了。这是需要和小区居民协
商决定。
营业时间也是如此。根据地区不同需要的营业时间
也不同。市中心办公区域的便利店不是 24 小时不营业
的店铺也不在少数。让人配合系统是本末倒置。系统应
该随人而变更。
在东日本大地震中，也有受灾地的人们聚集起来运
营的店铺。店内设有椅子和桌子，聚集了当地的人们，
成了一起吃饭的场所。从支持一个人生活的便利店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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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助长了“一个人吃饭”的风潮，但也可以支持大家“一起吃”
。可以说便利店也是根据使用
方法而灵活运用。
今后，也可以有小区内和地域的志愿运营的店铺。为此，也有必要改变店铺成立的机制，灵活
地重新评估加盟的条件和营运方法,能对应这样的变化，才是便利店应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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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市场调查，从事支持制造商和零售业等的顾客及销售战略，同时为商业专业杂志≪销售革新≫
≪食品商业≫执笔。主要著作有《便利店饮食与脑科学~让人感到美味的秘密》
（祥传社新书 2009 年
刊）
、
《便利店与日本人》
（祥传社 2012 年刊）
、
《为什么要买这个》
（祥传社新书 2014 年刊）
、编辑协
作《数字营销~引导成功的 10 个秘诀》
（德间书店 2017 年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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