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绍瑞在华东理工才读大
一时，就开始创业了。当时，和
几个学长一起创立了学生打折
卡项目。2005年，他开始独立创
业，运营校园媒体。直到 2014
年，他想拓展校园媒体之外的业
务，希望在校园里打造移动互联
网平台，在线上和线下打通学生
的生活需求。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大学
生的需求有很大的变化和提
升，但原来的校园供给和学生
需求处于不太对等的状态，同
时纯互联网化的企业不能很
好地服务学生的在校需求，因
此需要专业公司把校园内的
线下经济转变为互联网经济，
实现学生需求的供应。

注意到这一情形后，孙绍瑞
创立了“俺来也”，以学生O2O超

市作为切入点，打造校园轻生
活。他们在校内设有自营仓库，
学生在APP上下单，由兼职学生
抢单，到仓库提货后，在29分钟
之内送达。

发展至今，“俺来也”平台还
涉足了大学生的创业服务、人才
招聘、金融服务、在线课程等多
个服务领域，致力于成为大学生
生活服务的入口。

目前，“俺来也”的新零售
业 务 已 经 覆 盖 了 近 500 所 大
学，社交用户覆盖了 1000 多所
大学。

在孙绍瑞看来，通过供需结
合，“懒人经济”的模式提升了用
户的时间效率。原来这种需求
就一直存在，过去大学生不想上
食堂，也会让同学帮忙打饭。只
是过去是线下经济，大家对于时

间的需求没有那么高。而现在
信息时代高速运转，需要更多线
下时间的配给，也要求人不断地
提高运转速度，那么缩短物理位
置的距离，减少人与物的时长就
变得非常必须。从纯体力劳动
带来的物理位移的变动，将转换
为众包服务。共享经济的核心
就是利用闲置资源，创造新的价
值。同学之间的互帮互助，就实
现了资源的最大化，完成了供需
的满足。

谈及未来，孙绍瑞表示，希
望“俺来也”能够成为大学生在
校期间的生活管家，成为大学
生校园生活的综合入口。下一
步，他们将服务海外的华人学
生，进而辐射全球的大学生，把
全球的大学生和青年人连接在
一起。

“小到订餐，大到出国见别
国总统，包括一些私人订制的服
务。只要能想到的，我们都可以
提供。”这是JO+高端生活管家在
官网上的介绍，它是一款基于人
工、智能相结合的高端生活管理
及礼宾服务平台。

“打造管家式服务，帮助中高
端人群。”是创始人蒋逸雯的创业
初衷。她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后，在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工作。
在一次用餐时，她发现：“现在有
钱人很‘懒’，而这个‘懒’正是他
们的精明之处。他们更愿意用排
队时间，去赚100顿的饭钱。”

2012年，她辞去工作，回国
创业。公司成立之后，就陆续推
出了各类一对一的定制服务，直
至 2015 年，他们将各项服务整
合为一，打造了私人管家服务。

“只为10%的人而存在。”是
JO+主要的用户定位。这些被定
义在10%的高端人群往往拥有高
度的经济自由，可以在面对消费
时不受价格因素的牵制，做出最
符合自己心意的选择。

今年，JO+调整了年费制会
员体系，帮助管家对不同级别的
会员提供更多个性化服务。例
如推出了“199”会籍卡，打造全
面贯通的生活服务的年费会员
服务体系。通过“高贵不贵，性
价比最高”的服务理念服务该级
别客群，从而开拓中产阶级消费
群体中具有潜力的优质客户，为
发展其成为高端会员做储备。

JO+服务涵盖的领域非常
广，包括医疗陪诊、旅行安排、餐
厅预订等。“多元化服务”是他们
获得稳定客户的一大法宝。为

此，他们整合相关产业链条上的
上游资源，与各个合作机构协作
共享，并不断拓宽业务领域，打
造全程生活服务，全方位满足市
场及客户的多重要求。

“人类发展进步堪称为一部
长篇‘偷懒史记’。”蒋逸雯分享
了她对于懒人经济的看法。

当下，中国正在处于“消费
模式”的风口。未来，JO+将拓展
企业端客户渠道，与各地资源形
成合伙人及入股关系。同时，提
升AI技术、知识库和服务流程，
从而减轻服务人力成本。除了
JO+自身品牌项目外，他们还整
合了商业生态圈，对各个领域进
行细分，从单领域到跨领域，让
各个场景逐步形成闭环，将被动
服务转为主动服务，将服务精细
化、定制化，从而提高用户体验。

●假期前10天 定制海岛旅行
陈先生于农历新年假期年前 10 天左右，萌

生与亲朋好友共同前往海岛度假的想法，但这

么短的时间内，旅行计划如何安排？当地行程

如何安排？受到这些困扰的陈先生致电 JO+的

管家，管家在了解到陈先生的需求后，整合多

家旅行社的资源，短短几日内妥善安排完所有

行程。

由私人包机往返，前往私家岛屿度假村享受

悠闲假期。而且陈先生感到特别惊喜的是，整个

全包行程人均费用比他往年新年假期购买一张

国际商务舱往返机票价格还要优惠。

●为客户邀请国学大师教授传统文化
我们的一位黑卡客户，为了让下一代更

好地学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让孩子全面、

丰富、系统学习中国的文化及历史，希望管

家协助寻找专业国学老师授课，在管家的多

方资质审核下，为客户推荐了多位名校国学

老师，其中不乏国内著名国学文化研究者，

客户表示均不符合他的所需，更希望是一位

僧儒授课，从而让孩子切身感受国学艺术魅

力，经管家多方协调与沟通，最终邀请到了

一代国学大师、某寺院主持为其授课，教授

中国文化。

中高端市场的私人管家服务

■产业延伸

[特殊案例]

校园市场中挖掘大学生活服务入口

●学生在校内宿敌众锻炼能力
小猪佩奇因“社会人”一词成为近期热点。

在校园点餐中，就有同学请商家帮忙在包装上画

上小猪佩奇；还有的同学在点餐时，要求点了两

份，并把其中的一份送给送餐员表示答谢。

除了用户端，参与兼职的学生也有不少有趣

的故事。“俺来也”在校园里吸引到了海外留学生

担任配送员，他们为同学服务不只是为了赚生活

费，还能练习口语、认识朋友。

[特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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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理念带动“懒人经济”催生无限商机
“懒人经济”源于高端人群自

身的需求，他们希望拥有简单的关
系，让自己更自由，更专心地做自己喜欢

的事，也可以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与朋友，享
受生活的美好。

而如今，互联网及移动支付场景的不断拓
宽，让国内创业者们看到“懒人经济”这一契机，从
同城物流服务公司，到排队取号买东西的跑腿公
司；从生活场景入口的校园服务公司，到宅在家中
就可获得专人服务的私人管服公司……越来越多
的个性化“懒人”式服务成为新宠，也催生出多家
创业公司，创投公司的不断介入，更让这一块诱人
的“蛋糕”成为香饽饽和资本青睐的又一风口。

青年报记者 陆安怡 明玉君 陈颖婕

如何满足现代人“忙”“难”
“急”“懒”四种场景下的生活需
求？

相对于新入局者，已经在同城
速递领域深耕多时的闪送具有先
发优势。在2017年，闪送已连续
获得三次融资，今年8月底，其又
宣布完成6000万美元D1轮融资，
而此次领投的是知名创投机构五
岳资本、海松资本和源星资本，此
举也让闪送成为同城配送平台融
资额度最高的“玩家”之一。

“与进军C端不久的顺丰相
比，闪送自创立以来便以C端为
主，目前已是同城速递领域为数
不多的成功案例。”业内人士表
示，这是投资方看好它的重要因
素。作为此次D1轮的投资方，相
关负责人表示，在与闪送接触后，
发现公司团队确实有独到之处，
包括整体的定价策略、科技对于
配送的支撑、对众包配送员的管
理等方面。“对于同城速递市场的
发展，我们依然看好，就拿闪送而
言，每天有几千万单，市场的复合
增长率在20%左右，未来不排除每
天会有破亿订单。如今闪送切入
的是一小时速递市场，这块占同
城速递市场的10%-20%。”

回想当年的创业初心，闪送
市场部总监杜尚骉感慨地说，创
始团队和许多人一样，感受到传
统快递“并不快”，如何一解客户

的燃眉之急，让他们从中发现了
商机，挖掘出了新的创业机遇。

“我们要实现真正的点对点，减少
中转环节，增加时效性、确保物品
安全性，这是同城物流生存的关
键，也是我们发展的核心所在。”
杜尚骉告诉青年报记者，早期用
户使用闪送的目的主要是出于解
决“紧急场景”需求，但随着用户
对闪送服务的熟悉，需求已经升
级到了解决用户“忙”“难”“急”

“懒”的四大场景。高效和安全是
很多用户选择闪送的原因，较传
统快递平台，闪送通过专人直送
达到了高效、安全、个性化的服
务。

良好的口碑传播，使得在 B
端市场，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
找到闪送，寻求战略合作。比如，
周大福选择用闪送进行门店调
货；SKP商场推出服务顾客购买的
商品无需自己携带，闪送将完成
后续的送货上门；国美干衣服务
也选择闪送上门取衣，干衣完成
后再由闪送送还顾客；很多签证
机构也选择闪送为用户递送签证
资料和护照等。不仅如此，相对
于顺丰布局仍以一、二线城市为
主，闪送已凭借优先进场优势和
强大的品牌印记占得先机，其业
务覆盖213座城市，基本涵盖了
全国的三四线城市，三四线城市
订单占比也已经提升到30%。

闪送不仅送货快，其送货的
种类和方式也层出不穷。几乎每
天，都会有各种各样奇葩的订单，
在闪送平台上发生。

熬了通宵做好的提案，早上
到办公室却发现U盘忘记带，下
单让闪送小哥“闪送”过来；除了
送文件、送鲜花、送蛋糕，下雨了
让闪送送雨伞，生病让闪送送药，
还有用户脑洞大开，用闪送帮忙
遛狗。甚至还有更奇葩的用户，
去洗手间发现没有厕纸了，用闪
送下一单，让闪送员帮忙送厕纸。

当年，明星张歆艺和袁弘赶
赴德国举行婚礼。结果到了机场
发现，张歆艺的手机和婚纱的头
纱忘记带了。如果没有头纱，她
的婚礼是不完美的。情急之下，
机智的张歆艺选择了闪送。闪送
员在30分钟之内将头纱送到了机
场，避免了遗憾的发生。

还有很多用户将生活中“难
题”交给了“跑腿小哥”。有闪送
员表示，自己曾接到上门为顾客
赶鸟的“奇葩”订单。“家里飞进一
只鸟，她特别害怕，就下单让我把
鸟赶出去。”而另一“奇葩”订单则
是由下单者购买机票，要求“小
哥”立刻将一份合同“打飞的”从
上海送至海南。甚至有的全能闪
送员，还通过闪送帮人开生蚝、帮
忙熬药、陪老人散步……

由于闪送的专人直送服务，
避免了传统快递服务的中转、分
拣，配送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安全
性问题，因此有不少用户选择用
闪送运送贵重物品，比如北京的
一位用户使用闪送运送价值数百
万的古董，而上海的一位用户则
用闪送运送了价值超过千万的字
画，也是2017年闪送配送过价值
最高的物品。

互联网加速了本地生活服务
的发展，催熟了“懒人经济”。据
国家邮政局统计数据显示，即时
配送的同城速递已成为物流行业
增速最快的子行业，未来五年仍
将保持30%的增速，预计到2020年
市场规模将超2000亿元。

出于对同城速递的看好，各
领域的巨头和中小玩家纷纷布
局，试图在这一细分领域中分得
一杯羹。如美团、饿了么等外卖
平台相继上线了跑腿业务，除了
帮用户代买一些平台上没列出商

户的商品以外，也可以实现点对
点的同城速递服务。达达-京东
到家也在去年3月宣布，发力“达
达快送”，满足C端用户同城即时
送、取物件的需求。阿里巴巴旗
下的物流平台菜鸟裹裹也于2016
年9月宣布切入一小时极速达同
城物流速递市场。

从送达时间上看，同城即时
速达满足至少2小时内送达，最快
半小时完成交付。但配送的范
围，从“最后一公里”，反向蔓延到
同城的几十公里内。除了提供按

需定制的服务，还根据具体生活
场景提供丰富的人性化递送业
务，将服务领域拓展至本地化生
活服务的新兴消费市场每个领域
当中，帮助用户实现“只有想不
到，没有送不到”。

日益扩大的同城物流市场，
也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如
叮当快药突破互联网局限，为用
户提供免费送药上门服务的同
时，也通过数据分析对用户的健
康进行管理，打造“大健康”的服
务模式。

除了同城物流的大蛋糕外，不
少创业者也将视线投向了餐饮
界。抛开已较为成熟的外送业务，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网
红餐饮店的代排队、预点餐服务也
成为创业公司的发展新趋势。

据阿里旗下的本地生活服务
平台“口碑”的数据显示，消费者
平均每次就餐的排队等位时间接
近19分钟，而消费者整体从到达
餐厅到吃完离开的平均时长不过
为70分钟，排队时长已经占据整
体用餐时间的近30%。

以“排队第一城”上海为例，人
均就餐排队时间超过全国水平21%，
高达每次23分钟。调查中有76%的
消费者称，在过去一年，会有因排队
时间过长而放弃就餐的经历。

为了解决排队困扰，7月18
日，口碑正式推出了“预点餐”服
务。即消费者通过口碑找到想去
的门店，用手机即可完成预订点
单，在预订时间内到店就能直接
就餐或者外带，免受排队之苦。
相较传统的到店排队、等服务员
点单的方式，手机预点单为每位
客人平均节约15-30分钟，让消
费者获得了“人在路上，菜在锅
里”的新体验，实现“免排队”。

据了解，在智慧餐厅中，用户
点餐、支付、评论、开发票等全部可
以通过口碑APP或者支付宝完成。
此外，智慧餐厅还增加了智能取餐
柜和零售柜的解决方案，实现24
小时营业和全程自助服务，让消费
者实现即订即取，无需排队。

而主打为用户提供个性化跑
腿服务的“邻趣”，让“跑腿小哥”
一词愈加走俏。他们通过“出售”
自己闲散的碎片时间，为用户提
供即时性、个性化、便利性的跑腿
服务。据了解，邻趣通过众包模
式，充分利用跑腿员的闲散时间，
为商家和消费者提供跑腿即时服
务。在邻趣APP上，从简单的商品
代买到热门餐厅占座、医院代挂
号、办理证件代排队等，都属于邻
趣跑腿员的“服务范围”。

在满足用户排队刚需的同
时，跑腿员还可以提供代买药、照
顾宠物、帮忙买菜、修手机等个性
化服务。人们只需要支付一定的
费用就可以找到“愿意花时间替
你跑腿的人”。

小到厕纸 贵到古董字画

成同城配送业融资额最高“玩家”之一

引互联网大佬入局

跑腿小哥愈发走俏

从同城物流服务公司，到排队取号买东西的跑腿公司；从生活场景入
口的校园服务公司，到宅在家中就可获得专人服务的私人管服公司……越
来越多的个性化“懒人”式服务成为新宠。

先入局者具有先发优势

闪送“奇物”层出不穷

同城即时配送领域

预点餐、免排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