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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出户按摩到家
琐事烦心，按摩一下可好？

如今，只要一个App，技师便可
到家来。

“上海白领众多，压力较大，
工作人群的肩颈腰问题多数比
较突出，我们希望提供更专业的
按摩服务，助其放松并环节疲
劳。”近日，宜生到家以强劲势头
高调进驻上海市场势头，在本已
激烈的上海按摩020市场引发
又一股小热潮。

作为按摩服务连锁机构富
桥足道和宜生源健康管理中心
两大实体机构的O2O服务平台，
宜生到家去年底上线时，便顺利
拿到洪泰基金300万美元的天
使轮投资。据于飞透露，截至目
前的运营费用“只用掉投资的一
小部分”，且融资一直不断，所以

“资金依然充足”。
据悉，宜生到家目前已陆续

推出20多项服务品类，包括专
业的健康调理、中医推拿调理、
小儿推拿、足底推拿、全身经络
推拿，以及高级健康调理等，服
务范围已扩展至上海12个区。

于飞认为，上门O2O服务对
于传统按摩行业而言是“必经之
路”，“除消费者需要更便捷的服
务外，线上运营成本不仅大大低
于线下，还更有利于行业标准化
的推广”。

类似平台：熊猫拿拿、康骏之
家、华佗驾到、功夫熊、点到等。

一键上门美容美甲
在所有上门O2O行业进化过

程中，上门美容属于较早试水的
服务项目之一。从早期的上门美
甲到上门美容，到后来的上门身
体护理，行业成熟度整体较高。

近日，来自美美左右方面的
消息显示，本月底，将有5家新
近合作成功的美容店在其App
上线。除常规美容护理项目之
外，将陆续推出产后护理和修复
项目，预计8月份上线。

“美业市场规模巨大，去年，
全行业市场总额高达8500亿，
并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美
美左右创始人刘界显在谈及美
容业上门O2O服务时指出，美容
服务具有高单价、高频次、高粘
性的特点，颇具发展潜力。

一方面，足不出户的上门服
务更加节省时间，适合忙碌的城
市生活节奏；另一方面，线上的
价格和服务品质更具竞争力，

“在不需要大型仪器的情况下，
会优先考虑选择”，一位消费者
体验后表示。

据悉，该App基于地理位置
提供上门美容服务和线下体验，
用户可根据需求通过微信公众
平台和APP随时随地选择美容
项目，预约美容师上门服务，线

下体验和在线支付过程也可一
并完成。

类似平台：河狸家、美容总
监、小美到家、白鹭美、白富美等。

坐等生鲜来敲门
当各大电商平台争先恐后

将各自冷链配送服务完善之后，
消费者便一点点被生鲜随意买
的体验“宠坏”——比起亲历市
场捉鱼捉虾捉家禽再运回家，在
家坐等收货简直太方便了。

不过，即便冷链配送再细
化，也只听说过专门运送新鲜水
果的平台，“只送新鲜鸡蛋”的线
上平台依旧颇新鲜。近日，一家
号称“力求传输最新鲜的鸡蛋”
的蛋品互联网平台——小鲜蛋
的旅程浮出水面。

据其创始人兼CEO徐鸿飞
介绍，传统鸡蛋在运输过程中一
直存在定制包装、防震动和易碎
3大难题，而小鲜蛋则以防震的
定制包装、0～10摄氏度全程冷
链以及优秀快递员等专业配置，
令每枚鸡蛋“新鲜却无倦容”。

不过，平台负责人在接受采
访时提醒，鸡蛋到达用户手中
后，以20日食用完为佳，自到达
之日起7日内可生食。

类似平台；目前，天猫、本来
生活、京东等生鲜频道皆可选购
鸡蛋，但其他纯蛋品类网络平台
暂无。

青年报 王霞

本报讯 7 月 3 日，“AD100
暨《安邸AD》创刊四周年盛典”
落幕。现场展现出百个中国优
秀杰出建筑和设计项目，32 幅
代表建筑大片延会场两侧绵延
展开，4 个创意主题空间以 4

座中国代表建筑为背景，化身
成为一个触手可及的艺术行走
空间，与建筑、室内设计、产品
设计，以及美食这些《安邸AD》
最爱的话题展开一次有趣而亲
切的对话。据悉，本次活动得
到嘉华集团、TURRI、巴卡拉等
多方赞助。

青年报 姜卓

本报讯 7月3日，NEC（中
国）的“2015 NEC创新解决方案
展”在上海开展。今年的展会
以“智慧之城（Smart City） 创
想未来（Bright Future）”为主
题，集中展示“安心便捷的城
市”、“高效创新的企业”以及

“多姿多彩的生活”三个社会领
域的多种解决方案，并展示了
SDN、大数据等 NEC 的核心 ICT
技术。

NEC 中国总代表日下清文
介绍说，2015年NEC在中国的

业务重点主要集中在安全、健
康、环境以及办公领域，并带来
了最新最先端的技术，致力于成
为社会价值创造型企业。

在此次展会上，NEC将展区
分为“安心便捷的城市”、“高效
创新的企业”以及“多姿多彩的
生活”三个区域，并特设了智慧
商店（Smart Store）、智能汽车
经销商（Smart Dealer）、智慧课
堂（Smart Class）以及智慧办公
（Smart Office）四个特别展区，
模拟企业在实际应用中的场景，
让参观者切实感受到NEC的技
术与服务。

青年报 沈旖旎

本报讯 近日，以“绿色？
环保？生态？文化”为主题的
粘结剂与瓷砖产业发展高峰论
坛在上海召开。据了解，本次
论坛旨在推进未来绿色建筑施
工中，环保瓷砖与粘结剂在商

业空间以及地铁相关工程中的
施工与应用。瓷砖铺贴是否平
稳合理耐久，胶粘剂的质量和
施工方法起到至关重要的决定
性因素，好的瓷砖品牌和正确
的铺贴施工按方法才能保证优
秀的空间设计和材料品质得到
充分的体现。

青年报 沈旖旎

本报讯 近日，综合电竞
赛事WCA2015中国区资格赛在
上海正式拉开帷幕。DOTA2、炉
石传说、穿越火线、WAR3、英魂
之刃、坦克世界六大项目的顶
尖选手、战队，在 7 月 3 日至 5
日三天展开了厮杀，争夺代表
中国出征WCA2015世界总决赛

的名额。
据了解，此次中投产业基

金作为国家队将战略注资WCA，
与银川市政府共同设立中投产
业投资基金。中投产业基金副
总经理兼投资部总经理张兵透
露，当前计划规模为 10 亿元，
未来将视业务发展需求扩大到
50亿元，为电子游戏的产业生
态提供强大的资本后盾。

启动亿元补贴的河狸家，

再次加快开拓新品类的步伐。

近日，河狸家宣布推出上门美

发业务，进一步拓展美业 O2O

服务半径。至此，河狸家业务

已覆盖美甲、化妆造型、美容和

美发四大美业品类。

河狸家创始人雕爷认为，

“美发相比美甲和美容皆属慎

重决策，非轻易尝试，且对个性

化展现有较高要求——不同美

发师价格可能差 10 倍，这也是

非标品特征所在。”

为此，以试图帮助用户找

到需求对接和匹配的美发师

为 目 标 ，河 狸 家 果 断 切 入 美

发领域。进驻平台的美发师

将有机会成为自品牌的创业

者 ，并 依 据 自 身 手 艺 自 行 定

价。由于砍掉了门店房租和

染 烫 产 品 虚 高 的 费 用 ，平 台

所用的美发产品虽属国际一

线 品 牌 ，但 价 格 仅 为 门 店 5

折。

此外，河狸家采用“上门+

门店场地”的合作形式，对服务

场景进行扩展，除上门外，用户

也可借用公司、工作室等场地

体验美发。

除成人美发外，河狸家还

首次将上门美发服务拓展到儿

童领域，并增加了儿童编发造

型和亲子款造型。

按摩、美容、生鲜 在家即可享

上门O2O：足不出户 服务一键来

[相关新闻] 河狸家涉足上门美发业务

如今，“慵懒”的生活方式越发有“支柱”了。需要按摩解乏？美容护理？
生鲜食物？不必亲往按摩店、美容店和超市，安装几个App，一键可到家。

O2O的普及带来便利购物体验的同时，也为消费者衍生出更加便捷的
上门服务。“将线下服务分摊到线上是趋势，”宜生到家CEO于飞近日接受采
访时表示。 青年报 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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