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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互联网O2O
概念风生水起， 不少尝试
将传统洗衣行业与O2O形
式进行结合的平台竞相进
入湖南市场， 场面热闹异
常。不过，两年时间过去，
曾受到风投资金青睐的互
联网O2O洗衣平台现在是
否仍然安好？

5月18日， 记者以e袋
洗为关键词在微博上进行
搜索， 出现内容投诉微博
近200条， 干洗变水洗、售
后服务差、 衣服洗坏等一
系列问题遭到消费者诟
病，其官方微博“e袋洗客
户服务” 最近更新日期还
停留在2月9日。

尽管表现并不尽如人
意，但事实上，已于2016年
完成高达数亿元B轮融资
的 e袋洗已经是互联网
O2O洗衣行业为数不多的

“幸存者”。
同日，记者发现，早在

2014年就获得百万融资的
泡泡洗衣疑似已停止运
营。 在关注泡泡洗衣微信
公众号后，记者选择了“我
要洗衣”选项，页面立即跳
转出“店铺已打烊”字样。随
后，记者按照提示拨打了该
公司客服电话，另一头传来
的也是“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停机”的提示语音。

较早进入长沙市场的
V袋洗情况又如何？承接了
V袋洗业务的长沙某洗衣
站负责人就对记者透露，
由于V袋洗的活跃用户不
断减少， 目前他们也承接
了e袋洗的洗衣业务，“尽
管如此，消费者如果通过V
袋洗进行下单， 还是会有
工作人员进行上门取件清
洗服务。”

本报5月19日讯 今天是
第七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
“旅游，让生活更幸福”，上午，
由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的
2017年“中国旅游日”湖南省
分会场暨中国旅游融媒体“红
色旅游扶贫湘东行” 系列活动
启动仪式于长沙举行。 启动仪
式上， 全国首张红色文化旅游
惠民卡———“锦绣潇湘”红色文
化旅游惠民卡发布。

“湖南是旅游资源大省，同
时也是红色旅游资源大省，今
年湖南主推‘红色旅游’，通过
挖掘开发红色旅游资源， 大力
推广绿色旅游，由政府为主导，
各部门联动， 行业自律的创新
型管理模式， 带动旅游发展的
同时， 实现旅游扶贫的目标。”
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党组副书
记、 副主任王超祥表示，“一个
地区的旅游发展离不开当地民
众的支持与理解， 旅游作为一
个综合性产业， 要实现综合治
理， 提高老百姓对旅游的幸福

度和满意度。”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是

湖南省全域旅游发展成果的
‘展示日’、 全民分享旅游幸福
的‘惠民日’和诚信经营文明旅
游的‘宣传日’。” 省旅游发展
委员会副主任郭固权介绍，此
次全国媒体湘东行， 将对全面
推介大湘东红色文化旅游，积
极发挥红色旅游惠民利民和扶
贫致富起到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为响应“旅
游，让生活更幸福”的主题，“锦
绣潇湘” 红色文化旅游惠民卡
涵盖了韶山滴水洞、《中国出了
个毛泽东》 大型山水实景红色
演出、大湘东沿线东江湖、炎帝
陵、 石牛寨等著名景区及全省
90余家景区免费及打折优惠，
持该卡还可参加红色文化活
动、优惠购买红色文化产品。该
卡售价200元，持卡即可享受价
值超过6500元的旅游项目优
惠。

■记者 梁兴

本报5月19日讯 今天，
“爱的时钟”摩天轮落地中国商
旅文娱综合体中茂城。 当天，
“村长” 李锐与中茂城董事长
邱杰浪共同宣布：“世界首座
爱的时钟摩天轮”将冲击吉尼
斯世界纪录。据悉，这座由中
茂城和李锐联手打造的“爱的
时钟” 是世界首座主题时钟，
更是一个充满浪漫和诗意的
摩天轮。钟面直径60米，轮外
装挂30个360度透明座舱，每
个座舱可乘坐8人，10月将在

中茂城面世运营。“爱的时钟”
摩天轮旋转一周时间为15分
20秒。到达最高处时，星城地
标湘江、麓山、城西美景将尽
收眼底，这将成为长沙全新的
爱情地标，也是中茂城开创中
国商旅文娱综合体全新模式
的点睛之笔，更是长沙对话世
界的又一佳作。当天，中茂城
董事长邱杰浪向吉尼斯总部
在中国的申报中心提出申请
并提交项目资料。

■记者 梁兴

梦洁入局，长沙O2O洗衣鏖战升级
瞄准高端客户群洗护需求 行业呼唤中央洗涤工厂模式

全国首张红色文化旅游惠民卡发布
花200元可享受价值超过6500元旅游项目

“爱的时钟”摩天轮落地长沙
将冲击吉尼斯纪录

5月17日， 湖南本土企业
梦洁家纺正式启动其“七星洗
护”服务，消费者通过设置在小
区的洗衣柜或微信号， 即可享
受床品、衣品等上门清洁服务。
这是继e袋洗、V袋洗等多家平
台后又一家布局O2O洗衣的
公司。

据记者了解到，2015年曾
在资本市场引起强烈关注的
O2O洗衣项目似乎也逃离不
了大多数此类项目的波折命
运， 如泡泡洗衣目前已无法正
常提供服务， 较早进入长沙的
V袋洗活跃用户也在不断减
少。

O2O洗衣项目究竟路在
何方？业内人士认为，改造供应
链，进行集约化生产，标准化服
务或是出路。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黄亚苹

对从交货付款到取货几乎全程自
助的互联网洗衣来说，还有不少问题亟
待解决。

日前，从北京市工商局通报的四月
份消费者“12315”投诉分析来看，网购
洗衣成了新的消费投诉热点。

从投诉的具体问题看，网购洗衣中
的问题主要以商家提供的服务与承诺
不符， 例如“承诺下单后72小时内取
件”、“衣物洗净后未如期将衣物归还”
等；其次是衣物被洗坏后拒绝提供修复
或承担赔偿责任； 商家停止经营或逃
逸，导致消费者送洗衣服、预付服务费
难归还。

不过，“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也似乎
成为这一行业的真实写照，不断有在2014
年、2015年入局的互联网洗衣公司闭门谢
客，也有如梦洁等从家纺、日化用品甚至
是家电行业跨界而来的生力军加入。

商务部发布的《“十三五”期间进一
步发展洗染业的指导意见》指出，力争
使洗染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23%以上，
到2025年突破6000亿元，行业结构逐步
优化，推动更多相关企业向家庭生活服
务商角色转变，形成一批管理标准化规
范化、 竞争力强的全国性品牌洗染企
业。

而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入局互
联网O2O洗衣行业的生力军们，正在从
“白手起家”、借助传统干洗门店现有渠
道的经营模式向中央工厂、上下游产业
链厂家协同作业模式转化。在刚刚正式
投入运转的梦洁七星洗护项目上，该公
司便采取了纯净水洗涤、单筒单件独立
洗涤、4.0智调吊挂系统集成管理等。

“随着洗衣市场和移动互联网的不
断发展和成熟，洗衣行业的上下游产业
链上的产品生产商、服务提供商已经完
全可以打通来做，如果采用中央洗涤工厂
模式，可立体化整合渠道资源，如此一来，
能够满足更多中高端洗护需求、多样化的
综合洗护服务便会不断涌现和成长起
来。”一名业内人士如是对记者表示。

5月18日，在月湖藏珑
小区，两排长相与快递收纳
柜极为相似的洗衣柜摆放
在楼道口，不时有路过的消
费者停下脚步“围观”。

记者体验发现， 只需
使用微信进行二维码扫
描， 消费者便可根据屏幕
引导打开柜门， 将衣物放
进待洗衣柜并完成提交订
单。 在屏幕提示的价目表
和清洗选项上， 记者还注
意到， 该公司可提供包括
床品、 衣物和奢侈品等多
种清洗服务， 价格从59元
至1999元不等。

据梦洁七星洗护品牌
负责人李鹏介绍，目前，该
品牌已预先在70个小区投
放了100组智能收衣柜，
“市民存好待洗衣物并下
单后， 会由工作人员统一
回收并送至工厂清洗后送
回，最快时效为2小时。”

从该品牌的售价和首
批布局小区不难看出，与
此前大举进入湖南市场的
多个互联网O2O洗衣平台
不同， 湖南本土家纺企业
梦洁此次跨界推出的七星
洗护服务主要针对高端客
群，因此价格并不占优势。

【鏖战升级】
又一本土品牌入局O2O互联网洗衣

【行业现状】
曾风生水起的O2O洗衣平台还好吗

共享洗衣机也来了
洗一桶衣物20元起

继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
共享篮球出现后， 洗衣机也开
始进入“共享时代”。日前，在上
海徐汇区一商业广场内， 出现
了一组公用洗衣机，支持微信、
支付宝付款， 最便宜20元/15
分钟。

据了解， 这种共用洗衣机
分为洗衣机和烘干机两种 ，
18KG容量的洗衣机价格为40
元/桶，8KG容量的洗衣机为20
元/桶，18KG容量的烘干机为
10元/15分钟。

行业诟病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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