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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资本抢滩社区O2O商机

挖掘“懒人经济”市场

□ 本报记者 张莉

近期，一则关于叮咚小区资金链

断裂、濒临破产的坊间传闻在业界掀

起轩然大波，尽管后来公司当事人出

面澄清仅是战略调整、收缩战线，但

昔日获得1亿元天使资金融资的创

业明星如今却沦为被众人解剖分析

其模式的失败案例，无疑引发市场对

社区O2O的诸多猜测。

不过，叮咚小区的“滑铁卢” 并

未阻挡市场对O2O的热情。 有消息

称，另一家社区服务商“小区无忧”

获得2000万美元融资似乎证明了模

式未清、 趋势未定的社区O2O仍是

资本市场热度追逐和抢夺的鲜肉项

目。 此外，成立两年的社区超市“社

区001” 可能获得高达20亿元人民币

B轮估值，整合社区小店的爱鲜峰获

得千万美元级别的A轮融资，这也显

示着各路创投资本蜂拥入场社区，充

分挖掘“服务懒人” 的蓝海市场。

一直以来， 社区O2O被视为融

合各类O2O服务、 聚合垂直类电商

资源、 开展本地生活服务的综合价

值平台， 通过O2O思维完成从商户

到社区最后一公里服务， 实现对用

户本地生活的便利。 但在创业公司

眼中， 做好社区O2O并非想象中简

单，如何掌握和聚合线下实体资源、

实现社区模式推广、 寻找商业盈利

点、 与大型电商进行市场博弈等一

系列问题， 也是当下社区O2O亟待

解决的难题。

各路资本抢滩社区商机

所谓社区O2O， 是指在移动互

联网和电子商务普及时代，通过线上

到线下资源的整合，完成产品或服务

“最后一公里” 的配送，其核心正是

以社区生活场景为中心，构建用户与

商家、上门服务提供者之间连接的平

台，届时社区便利店、水果店、干洗以

及线下家政、快递、租车、外卖等便民

服务均同被纳入O2O平台之中，成

为社区商业闭环的关键支撑。

在创业公司眼中， 社区O2O的

本质在于为“懒人们”提供私人订制

全方位多元化的便利服务， 包括洗

衣、维修、外卖、家政等一系列生活方

式的互联网解决方案。 相比效率低

下、覆盖范围小、耗时长、服务体验差

等困扰用户的传统社区服务而言，社

区O2O旨在整合线下服务资源，通

过互联网化方式为用户提供便利的

社区服务。

围绕 “最后一公里” 的社区

O2O， 各路商家已先后进场抢滩商

机。 从目前格局来看，主要有两种类

型模式，一是以连锁便利店为中心搭

建本地消费生活圈， 以顺丰嘿店、深

圳猫屋、 京东小店等实体店为代表，

以“生鲜+便利店+快递” 等综合模

式搭建社区网购便民平台；二是以物

业为中心的服务信息和交易平台，以

万科住这儿、叮咚小区、小区无忧、小

区管家、 彩生活等APP软件为代表，

以整合社区周边服务信息为切口，搭

配物业管理、家政等社区增值服务模

式，解决社区生活问题。

实际上， 无论是零售业巨头、电

商平台还是互联网大佬， 在O2O领

域的攻城略地早已硝烟弥漫，而以社

区商业为核心的本地生活服务无疑

正是O2O商业大战中最为关键的环

节。 据相关研究显示，一旦人均GDP

超过3000美元， 商业生态也将从商

业中心转向各个类型的社区商业。在

欧美国家，社区商业占据社会商业总

支出的60%以上，而在中国，目前整

体水平不足30%， 意味着社区服务

O2O具备潜力惊人的发展空间，并

将为各方带来亿元级别的市场机会。

这也不难解释当下已涌现数目惊人

的各类社区O2O玩家， 融资金额动

辄上亿元的项目则屡见不鲜。

社区服务O2O高烧症？

尽管社区O2O具备庞大的综

合平台价值，各路资本热度追捧也

催生不少社区O2O创业公司，但如

何整合和经营线下资源、建立和推

广社区商业的生态、平衡各方利益

以及形成清晰的商业模式，对任何

一个切口的社区O2O而言，这些问

题都至关重要，稍有不慎，这片蓝

海市场将会给创业者带来不可预

知的风险。

近期，叮咚小区事件发酵无疑暴

露了社区O2O创业生态中的一个致

命问题，选择何种切口来进行社区商

业布局。 分析人士指出，叮咚小区模

式争议的关键在于社区O2O切口出

现偏差，原本旨在向居民提供便捷高

效的社区服务，却偏偏以社区社交为

核心命题，这也导致整个创业团队将

推广软件、 增加流量用户为己任，拼

命广告烧钱来打造品牌知名度，而忽

略聚合社区服务信息、 整合商家资

源、 提高产品服务体验等关键内容，

无外乎这个曾被估值4亿元的社区

O2O新宠在短时间内沦为被用户差

评淹没的糟糕产品。

除了模式选择差别之外，社区

O2O平台的搭建往往也难以逃脱

烧钱的怪圈，一如昔日垂直领域的

电商平台发展，但砸下大量资本之

后，社区O2O能否顺利搭建稳定的

商业生态、满足用户实际的社区服

务需求，则考验创业团队真实的运

营能力。 目前，市场上诸多对外宣

称 “估值几十亿元的社区O2O项

目” 令人看得眼花缭乱，但果真是

潜力惊人，还是虚假繁荣，则值得

各方仔细剖析。

从当下已火爆的社区O2O平台

来看，尽管不少理念超前、布局多元、

背靠雄厚实力，但其中软肋、槽点颇

多，值得玩味。比如B2C实体店，线下

体验度差、物流能力弱、合作方利益

平衡不均等问题使其从线上到线下

流于形式；信息整合平台则因板块混

杂、服务信息粗放分类、大量实体服

务功能不到位，而惨遭用户抛弃。 总

体来看，单位市场规模小、吸引力不

足、认可度不高、标准化难度大、线上

线下结合度不足、 互联网化程度不

高、 持续亏损等问题成为目前社区

O2O遭遇的普遍通病， 亟待行业通

过自身成长和完善来解决。

懒人经济的社区生意

在当下移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

人们生活实际上已被各种应用与技

术所绑架，对个人生活服务的平台化

与集群化需求仍在不断上升，这也将

会刺激社区O2O生态的成长。 可以

预见的是，未来还将有更多创业者加

入这场对社区O2O市场蛋糕的抢夺

当中。 尽管问题众多，但不能否认社

区服务O2O市场的潜力。

与此同时，懒人经济的效应无疑

也将带动社区O2O未来市场的大爆

发。 根据腾讯科技《企鹅智酷》近期

开展的一项覆盖19694名网友的调

查显示，只有24%的用户认为自己在

生活中是个“勤快人” ，有69%的用

户明确表示， 自己的社区没有相关

O2O服务， 这也意味着社区中的懒

人经济还大有可为，创业者可以通过

互联网方式解决懒人们“家务活”等

方面的终极难题。 而根据调查，社区

O2O中的家政、洗衣、生鲜和生活品

配送、社区电商及社交信息交互等其

他服务被视为五类具备市场发展潜

力的方向。

不过， 越来越多的创业公司发

现，打造社区O2O平台，需要融合各

类线下资源，平衡各方利益，这也意

味着起步互联网进行轻资产运营的

模式最终可能被不同类型的线下商

户资源所改造， 而变成一个融合电

商、物流、物业、家政、生鲜、社区信息

等多元化内容的综合平台，不断加注

的服务环节和板块内容，也将可能令

社区O2O平台最终转向重资产综合

运营。 比如顺丰自检的配送体系、小

区无忧开始触及线下物流服务、社区

001的异地扩张加注了线下团队培

训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 如何寻找出清

晰的盈利模式则是社区O2O面临的

最大挑战， 尽管不少创业公司采取

服务佣金方式， 但用户对所提供服

务收费标准产生质疑， 如何探索既

能满足用户体验又能逃脱亏损陷阱

的商业化模式则是关键。 目前来看，

一种通过“高频低客单价拉动客流、

低频高客单价完成商业化” 的双向

盈利模式正在进入市场视线， 比如

此前主打小时工保洁的e家洁已上

线新居拓荒、 空调维修等客单价更

高的服务，这种互相弥补短板、达到

积累用户资源和创造赢利点方式，

正在成为社区O2O商业化探索的一

种创新。

网购调查“备战冬季”

□ 丁宁

随着大规模寒潮的侵袭，不少商家已开始积

极“备战冬季” 。 除了空调之外，物美价廉的“暖

风机” 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本期，笔者对各大电

商的暖风机进行调查，售价及售后服务等都在调

查范围之内。

京东商城：满减之后，全网最低

目前来看， 暖风机主要分为立式和挂式两

种。其中，挂式暖风机在外观上十分接近于空调，

再加上挂式暖风机几乎清一色的采用高效的

PTC陶瓷发热元件。 因此，无论是功耗还是制热

效率， 挂式暖风机都与空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京东商城的自营商品当中， 共包含赛亿

KT-2000 （168元）、 卡帝亚NDY-20N（168

元）、志高ZNB-200D（198元）、先锋DQ1331

（199元）、奥克斯NDY-20C2（199元）这5款售

价在200元以下的挂式暖风机。 此外，针对大规

模寒潮侵袭的现象，京东商城还在10月9日至10

月15日期间进行了满减促销活动。 暖风机的促

销活动具体为满300减50元、满500减100元。 也

就是说，如果同时购买上述5款挂式暖风机中的

两台，那么满减之后的每台单价便可降低至143

元 （赛 亿 KT-2000）、143 元 （卡 帝 亚

NDY-20N）、173元（志高ZNB-200D）、174元

（先锋DQ1331）、174元（奥克斯NDY-20C2）。

如果同时购买三台的话，那么满减之后的每台单

价更可降低至135元 （赛亿KT-2000）、135元

（ 卡 帝 亚 NDY-20N）、165 元 （ 志 高

ZNB-200D）、166元 （先锋DQ1331）、166元

（奥克斯NDY-20C2）。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消

费者精于“凑单” 并参加满减活动的话，各款挂

式暖风机的实际成交价几乎都是全网最低。

至于挂式暖风机的售后服务， 京东商城的表

现同样可圈可点。上述5款200元以下挂式暖风机，

除奥克斯NDY-20C2之外，均提供30天价保无忧、

30天只退不换、180天只换不修服务。也就是说，一

旦30天内商品出现降价， 京东商城将会退还差

价。一旦30天内和180天内商品出现故障，京东商

城将会提供只退不换和只换不修的高档次服务。

苏宁易购：可选不多，满减不给力

长久以来，以销售电器起家的苏宁易购，在商

品种类方面明显强于京东商城。 但令人意外的是，

可能是由于冬季还没有到来， 所以苏宁易购的自

营商品当中并没有太多的挂式暖风机可选。 尤其

是200元以下的挂式暖风机， 甚至只有赛亿

KT-2000这一款，售价为169元，相比京东商城略

微贵了1元。 至于满减优惠，苏宁易购则在10月8日

至10月12日期间推出小家电满300减30元、满500

减50元的促销活动，满减力度明显不如京东商城。

也就是说，如果同时购买两台赛亿KT-2000，那么

满减之后的每台单价也只能降低至154元。即便同

时购买三台赛亿KT-2000， 那么满减之后的每台

单价只能降低至152元。 如此看来，仅从售价及满

减优惠来看，苏宁易购明显敌不过京东商城。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与其他电商的7天无

理由退货不同，苏宁易购的无理由退货服务明显

高于国家法规， 可提供为期15天的无理由退货

服务。 对于网购新手和完美主义者来说，苏宁易

购提供更长时间的“反悔期” ，这也绝对是不可

忽视的一大服务优势。

国美在线：双重满减、售价偏低

同样以销售电器起家的国美在线，在挂式暖

风机的种类方面也同样乏善可陈。 尤其是200元

以下的挂式暖风机，国美在线自营的也仅有赛亿

KT-2000这一款，售价为168元，与京东商城价

格持平。至于满减优惠，国美在线则在10月9日至

10月15日期间提供了“金秋家装节” 双重满减。

第一重满减，需要消费者到活动页面领券，包括

满200减20元、满500减50元这两种优惠券。第二

重满减，则是系统自动满减，包括满1000减100

元、满2000减200元、满3000减300元、满4000减

400元、满5000减600元这五个档次。如果同时购

买两台赛亿KT-2000，满减之后每台单价为159

元。 如果同时购买三台赛亿KT-2000，满减之后

每台单价为152元。 如果同时购买六台赛亿

KT-2000，每台单价则低至143元。

至于挂式暖风机的售后服务，国美在线则提

供了价格保护服务。 一旦商品价格，在订单状态

显示“妥投” 30天之内均可申请价格保护，申请

成功后48小时之内， 将以红券形式返还到消费

者的会员账户中。 除此之外，包括60分钟快速响

应、24小时快速预约等售后服务，则是国美在线

区别于其他电商的另一竞争优势。

天猫商城：售价偏低、真伪难辨

相对于其他电商来说，天猫商城的性质其实

是从C2C转变为B2C的。 鉴于此，天猫商城偶尔

还会存在鱼龙混杂、甚至真伪难辨的情况。 在这

里以壁挂暖风机为例，售价200元以下的商品种

类竟然多达十数款 。 以售价最低的奥克斯

NDY-20N为例，其最低报价仅为128元。即便算

上10元运费， 真正的到手价也只有138元而已，

相比其他电商来说简直可以用“奇低”二字来形

容。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NDY-20N” 在京东商

城当中本来是卡地亚品牌的型号，到了天猫商城

却变成奥克斯品牌的型号 。 并且奥克斯

NDY-20N这款机型只能在天猫商城当中找到，

至于其他电商则很难找到。 如此看来，其真伪身

份就不得不让人怀疑了。至于其他电商均有销售

的知名机型，比如说赛亿KT-2000，天猫商城的

报价则略微偏贵。 最低包邮价为169元，比起京

东和国美都贵了1元钱，而且还不提供任何满减

优惠，所以性价比没有任何优势。

至于挂式暖风机的售后服务，根据笔者的调

查来看，少数天猫商城销售的小家电其实是“店

保” ，而并不是“全国联保” 。因此，消费者在选购

时一定要仔细甄别，以免日后维修时陷于被动。

互联新视界

在线旅游“下乡圈地”

布局二三线市场

□ 本报记者 王荣

日前，途牛在大连、太原、厦

门等全国10个城市建立分公司，

10地同步开启。 自此，途牛已在

全国设立了30个城市区域服务

中心。 “途牛将重点发力二三线

城市的扩展，预计未来会加速增

长到上百个国内出发城市。 ” 途

牛CEO于敦德表示。

此外， 目前4000亿元休闲

旅游市场规模， 在线旅游市场

仅占比7.7%，这意味着，在线旅

游仍有着广阔的空间， 尤其是

在二三线市场。

圈地运动“下乡”

近年来， 在线旅游需求用户

群正在不断“外延” ，来自二三线

城市的旅游需求增速已超过一线

城市。 首份跨境消费指数报告指

出， 初次出境的年轻游客和来自

中国二三线城市的游客正成为出

境旅游的主力。

途牛COO严海锋介绍，此次

10地区域中心的同步落地，是途

牛上市后加速渗透二三线城市区

域在三季度的集中发力。 同时出

发城市也从IPO期间的64个拓展

至目前的83个，有效覆盖了更多

的二三线城市客户。

这正符合国家旅游局局长邵

琪伟日前的表态， 他指出随着经

济逐年增长， 中国旅游市场已步

入大众化、 产业化发展阶段。 旅

游产业在继续加大一线旅游城市

开发的同时， 也要加大对二三线

城市， 包括小城镇旅游市场的开

发应用， 以充分挖掘这部分市场

潜力，不断扩大市场规模。

对于旅游市场的变化， 其他

在线旅游公司自然不会错过。 携

程今年也决定加大对15个城市

的营销投入，苏州、宁波等多个地

级市均在列； 同程相关负责人也

表示，从同程掌握的数据来看，在

城市周边游方面， 二线城市和一

线城市一样表现出较为强劲的增

长势头。 二线城市必然会成为兵

家必争之地。

分析人士指出，相比一线城

市，目前二三线城市对跟团游的

需求更大， 这与消费者生活水

平、出游经验以及出游观念等息

息相关。而据艾瑞咨询《2014年

中国在线旅游度假市场研究报

告》显示，2013年在线旅游度假

市场中，途牛以17.6%的份额位

居跟团游的第一名。

多少地还未耕

今年5月， 途牛成功登陆纳

斯达克，向红火的在线旅游市场

再浇了一桶油。 成功募资后，途

牛加大了营销投入，并执行有竞

争力的价格策略，4月上线的途

牛特卖到7月就做到市场第一的

业绩，引发业内多家企业对特卖

资源的跟进。 统计显示，通过途

牛特卖平台，途牛提前占了整个

中国旅游行业市场总额5%左右

的爆款和尾货销售市场。 8月，摩

根士丹利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

示，特卖将继续吸引更多的新用

户和流量。

以利润换市场也是在线旅游

市场的惯例。二季度，携程净营收

同比增长38%， 净利润则同比下

滑36%； 去哪儿净收入同比增长

127.3%，净利润则亏损4.2亿元人

民币。

此外， 二级市场也给予在线

旅游市场高度认可。 从近期美国

上市中资企业后市表现来看，途

牛处于领跑位置， 这也是资本市

场对中国在线旅游市场发展前景

的看好。

偌大的休闲旅游市场，在线

旅游其实才刚起步。艾瑞咨询指

出，2013年中国休闲旅游度假市

场规模接近4000亿元， 为3940

亿元，年增长为13.5%，体现出

较高的增长率，但2013年303亿

元的在线旅游度假市场规模在

整体中的占比为7.7%， 处于较

低水平。 伴随移动互联网的进

程，在线旅游市场毫无疑问还将

扩大。

繁荣的市场必然伴随着激

烈的竞争，目前仅在美国上市的

在线旅游公司就有途牛、 携程、

去哪儿、艺龙，A股旅游类公司则

更多，这使得旅游行业的竞合成

为常态。 途牛上市时，携程的突

击入股1500万美元，但在开放平

台业务上双方又有一定的竞争。

另在休闲旅游产业链中，A股的

旅游公司大多是旅游项目的供

应商和批发商，而在线旅游公司

主要是平台商和零售商，这使得

产业上下游也为争夺话语权时

有摩擦。

“现在行业的主要矛盾不是

零售与供应之间的矛盾， 而是如

何抢时间在自己的领域中迅速扩

大规模。 ” 于敦德也道出了在线

旅游公司的真实想法。

P2P

行业监管空白待解

□ 本报记者 姚轩杰

今年无疑是互联网金融最为残酷

的一年。 互联网金融的重要形式

P2P

网

贷更是迎来了跑路高峰。据银监会创新

监管部主任王岩岫介绍，截至今年

7

月，

可查的

P2P

机构有

1200

家，跑路的有

150

家，去年以来几乎平均每个月都有六七

家

P2P

平台跑路。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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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新上线平台北

京龙华贷更是只上线一天便“跑路”了。

舆论的焦点也对准了跑路新闻，“不诚

信”、“诈骗公司” 等词语似乎成为人们

对

P2P

行业的第一印象。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一些

P2P

公司高

层了解到， 守规矩的

P2P

公司会从不同

角度坚守法律底线，而想借机扩张和捞

一笔的公司则期待监管晚点到来。与此

同时，最受伤害的投资者用户对行业失

去了信心，并且引发一系列社会连锁反

应。从平台的虚假合同、虚假交易形式、

甚至洗钱、腐败问题都与互联网金融这

个高大上的词语挂钩。一系列事件和问

题的出现，拷问着我国当前互联网金融

监管真空的问题。

王岩岫在今年

7

月曾表示， 作为互

联网金融的重要实践形式，

P2P

网络借

贷发展很快，各国都在进行必要的监管

建设，对

P2P

行业的规范，既适用互联网

金融监管的总体原则，也要有一定的针

对性，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

P2P

机构应明确定位于民间借

贷信息中介，不应是资金经营机构、受托

理财机构，也不是担保机构；二是

P2P

行

业应有一定的行业门槛， 从业机构应在

注册资本、 高管人员的专业背景和从业

年限、组织架构、风险管理、

IT

设施、资金

托管等方面要设立一定的标准；三是

P2P

行业既要向市场披露自身必要的管理和

运营信息， 也要做好向投资者的风险揭

示和融资信息提供， 开展必要的外部审

计； 四是探索更好地发挥行业自律组织

的作用，推进行业规则的制定和落实。

事实上，其去年起央行、银监会已

着手调研互联网金融并计划出台相关

监管细则。 据业内人士介绍，互联网金

融监管细则年内有望出台。

记者梳理跑路的

P2P

公司发现：大

多数平台都是综合性平台，涉及多元化

产品体系；没有建立预防系统性风险的

措施；

IT

系统没有建立全面的信息安全

措施； 以量取胜心态过重看重交易量；

缺乏长远效益机制。

在如今几乎每天都有

P2P

公司成立

的环境下，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能否做

到差异化和精细的服务成为

P2P

公司发

展的关键。 从记者接触的多家

P2P

公司

来看，一家名叫安心贷（安心财富线下

P2P

平台）不盲目求量，探索了一条差异

化发展之路。 其平台成立

3

年多以来一

直坚持以房产抵押为核心产品。

“我们只做房产抵押，主要原因是房

子在保值增值方面很稳定， 借款企业若

真要出了问题， 还不上钱就可以拍卖房

子，投资人的风险会小很多。 ”安心贷副

总裁张江辉告诉记者。他还透露，为了提

高风险控制水平， 为投资者提供更安全

的服务， 安心贷网贷平台和中国金融认

证中心建立了合作， 全面的电子签章和

数字证书系统正在收尾测试。同时，公安

部国家信息安全认证也已在收尾测试。

此外， 在

IT

信息安全和平台流程的法律

效应面前， 安心贷做到目前行业较高的

水平。据悉，目前安心贷交易规模已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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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在

P2P

行业里名列前茅。

互联网金融是一块美味的蛋糕，每

个人都想分得一块， 但不见得美味蛋糕

适合任何人品尝。在中国，互联网金融才

刚刚发展起来， 未来还有很漫长的路要

走，但需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地走，不能大

跃进式的发展。做好系统性风险的防护、

找到适合自己的差异化发展方向是最重

要的，未来绝对不是以量取胜的年代。

记者观察

IC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