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9月19日， 一位女性消
费者正在盲盒玩具店内选购。

▲

9月19日， 肖女士在受
访当天新购入的“盲盒娃娃”。
实习生 彭格欣 记者 朱蓉 摄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何贻花

A09经济2019年9月21日 星期六
编辑/戴岸松 图编/言琼 美编/刘湘 校对/黄蓉

扫
码
看
迷
你
仓

物
流
新
动
向

“毕奇睡眠宝宝隐藏
580元包邮 ”、“Molly国
际象棋计时器隐藏 1200
元包邮出”……9月19日，
在闲鱼二手交易平台上，
以泡泡玛特盲盒隐藏款
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便能
得到很多“身价不菲”的
娃娃。

这些娃娃并非本身价
格高昂， 它们的发售价格
在每个39元至79元之间。
不过，特殊款式的“隐藏娃
娃”，只有1/144，或者更低
的概率能够抽中， 便自然
而然因为“物以稀为贵”而
身价陡增。

最近， 身价较高的娃
娃，是一个名为Molly机长

的隐藏款。 在售的闲鱼二手
交易卖家的报价多集中在
2000元左右。这一价格，距其
最初的发售价格59元， 已经
上涨了近33倍。

新入“娃坑”4个月时间
的小宋告诉三湘都市报记
者，“二手市场上， 售价多看
喜好”，她曾经将一款自认为
“没什么感觉”的毕奇太空系
列隐藏款挂上二手平台，10
天左右的时间， 就在“换娃
群”里以450元的价格找到了
买家。

“赚了差不多400块，还
是觉得挺值， 很多时候一整
盒娃的市场价值都抵不过一
个隐藏款，如果你抽到，那就
赚大了！”小宋感慨。

【动态】京东上线迷你仓业务

9月17日，记者进入“京东快递”
小程序中“京小仓”页面，上传个人信
息及身份证信息后， 可按寄存货物大
小下单。目前，该系统已在北京上线，
并计划陆续在上海、 广州等城市开放
服务。

随着京小仓上线， 个人物品暂寄
市场已有顺丰、 中通云仓、 德邦等近
20个品牌入局。 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国内迷你仓市场总规模约3亿元，
年复合增长率超70%；2020年， 全国
迷你仓的总营收或达4亿元-6亿元。

【走访】长沙4家迷你仓均关闭

9月17日， 记者先后走访了大众
点评上登记的4家长沙迷你仓店铺，
其中1家已变更为个人仓库，另外3家
则于2018年关闭。

上午10时， 记者根据导航来到位
于长沙星典时代7栋的“现代自助存储
迷你仓”，其入口已被放下的卷闸门挡
住。约30分钟后，记者跟随一名进入仓
库取货的年轻小伙进入迷你仓，约5000
平方米的仓库中堆放着不少货物，迷你
仓海报尚未撕去。这名小伙表示，这里已
转租几轮了， 现在是一个私人仓库，“听
说是生意做不起来才倒闭的。”

此外， 位于河西大学城的合合仓
库、 位于天华小区的王小贱仓库及位
于井圭路的美莱仓库， 均未发现迷你
仓的营业迹象。 王小贱迷你仓库附近
一名租户告诉记者，该品牌已于2018
年关闭。

【裂变】
智能快递柜试水短期寄存服务

记者注意到，诸如丰巢、速递易、
格格小区等品牌的智能快递柜， 也开
始向消费者提供钥匙、衣物、棉被等个
人用品的短期寄件服务。

9月17日， 记者在芙蓉中路上一个
速递易智能快递柜显示屏中看到，取件
界面下方可选择“预约寄存”服务。用户
依据寄存物品大小选择寄存柜并支付
2-3元即可预约， 每个箱格提供48小时
寄存，超期则需再收取1元/天保管费。

“忘记带钥匙， 家人又着急出门，
就把钥匙存在柜子里，凭取件码取件，
挺方便。”曾体验过此项服务的何小姐
认为， 快递柜物品寄存解决了短期内
物品寄存、交接问题。

【分析】
迷你仓处于用户习惯培育期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
究员赵剑波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表
示，智能迷你仓作为服务能力的延伸和
拓展，可推动物流企业服务的个性化、差
异化，最终实现转型发展的目标。

在长沙从事物流仓储十余年的王
先生认为， 目前迷你仓存储模式属于
新生事物，处于市场培育期，投资回报
周期长达5-6年， 且盈利受制于租约
长短及租赁费逐年增长，“品牌不仅要
靠长期、稳定的服务吸引客户，还需解
决储存物品安全问题，在仓储选址、智
能化应用等方面进行统一规范， 适应
私人仓储要求的变化。”

疯狂的“盲盒”：小玩偶为何溢价数十倍
二手交易活跃催生了“炒娃”群体 业内人士：靠“炒娃”致富并不理智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彭格欣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随机出售娃娃玩偶
的“盲盒”火了起来，为了收集到所谓的“隐藏
款娃娃”，让很多“盲盒”玩家欲罢不能。

长沙设计师肖女士是“娃圈”中的一员，一
年多以来， 她已经购买、 收集了超过400个

“娃”，最多仅一天时间就买了36个“盲盒”。随
着二手交易“盲盒娃娃”的群体越来越庞大，更
是催生了“炒娃”群体：不断地买进“盲盒”，因
一旦抽中某一“隐藏热门款式”，便马上标价出
售，当初几十元入手的“娃娃”价格一路上涨至
每个300至1000元，甚至更高。

业内人士指出，“盲盒娃娃”并不具备货币
功能，市场时冷时热，靠“炒娃”致富并不理智。

59元小“盲盒”，卖出近33倍高价

不少“娃友”对三湘都
市报记者表示，“一入‘娃
坑’深似海，从此钞票是路
人”。 不断更新的款式、多
重购买途径以及不定概率
出现的隐藏款， 都会一直
刺激着大家的购买神经。
此外，还有不少玩具卖家、
盲盒卖家组建“换娃群”，
以供玩家交流， 间接推动
销售。

小宋加入的“换娃群”
就有好几个， 而她售出太
空隐藏款的那个， 是由德
思勤四季汇购物中心一家
潮流玩具店店主所建，目
前已有群成员479人。“有
时候会有‘娃友’在群里直
播‘抽娃’，也有人出售、交
换自己的隐藏款”。

据了解， 溢价较高的
隐藏款， 价格也并非一成
不变。 它可能会受到市场
上这款娃娃的数量、 所属
系列是否依然在售等多重
因素的影响。于是，“炒娃”
群体也由此而生。

肖女士介绍，炒得最热
的时候，如Molly计时器隐

藏、格格隐藏、小王子隐藏这
三款，一年多前可以在二手平
台上卖到1500至1800元左右
的价格，“这应该是那时候最
贵的三款隐藏了”。

而根据9月19日二手平
台上正在出售计时器隐藏款
娃娃的卖家报价来看， 这款
娃娃的主流定价目前已跌至
1100元至1200元之间，跌幅
最高达38.9%。

已有3年“娃龄”的盲盒
爱好者徐先生直言， 盲盒中
只有隐藏款和绝版款可以卖
到高价， 抽中隐藏款的概率
很小， 而普通款盲盒在二手
市场上基本是赔钱卖， 所以
虽然现在有些人在“炒娃”，
但中和下来， 大部分还是赚
不到钱的，“这其实很难真正
炒起来”。

记者还发现， 在二手交
易平台上， 隐藏款娃娃们的
价格， 因为卖家不同而有较
大差距，极不稳定。如，最新
发售的毕奇马戏团的隐藏款
小丑， 就有人开价500到600
元， 也有人标出了2500元的
高价。

价格起伏较大，一年跌幅可达四成

“炒娃”并不是
理智的市场行为

据相关媒体报道，
来自闲鱼的统计数据显
示，过去一年，有多达30
万的盲盒爱好者在该平
台上进行了交易。自盲盒
催生的“炒娃”一族基数
之庞大，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上， 如今年轻
人爱玩的盲盒， 被热捧
的“隐藏款”，和二十年
前放置在干脆面里，总
是很难集齐的小卡片，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湖南本土经营着
某品牌神秘盒子贩卖机
的业内人士表示， 以盲
盒形式进行销售的玩
偶， 从诞生到现在已经
有近3个年头， 这其中，
有品牌昙花一现， 也有
品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
强大IP， 累积了大量粉
丝，“这与品牌的产品核
心设计是否能够跟上市
场，求新求变有关，与商
家是否能够不断更新衍
生的销售模式也有关。
除了自动贩卖机外，线
上小程序、 淘宝旗舰店
等线上模式的创新也应
在计划之中。”

曾经尝试过多个当
红创业项目的他提醒消
费者，在玩盲盒、收集隐
藏款娃娃时， 不应抱着
“捡漏”、“投资”或者“以
此致富”的心态，毕竟娃
娃们并不具备货币功
能，而时冷时热的市场，
也无法确定入局风险的
大小，“‘炒娃’并不是一
种理智的市场行为。”

迷你仓吸引物流大咖
全国近20个品牌入局
智能快递柜试水短期寄存服务，用户赞“方便”

每月花几十元租一个“迷你仓”， 就能把家中闲置的小孩玩具、书
籍、换季衣物以及商铺中的闲置货物放进恒温恒湿、有专人维护管理的
小仓库中。这样的物品寄存服务，你心动吗？

9月16日，京东物流宣布旗下迷你仓品牌“京小仓”上线，为用户提
供个人及企业闲置物品付费寄存服务。目前，全国范围内已有超20家迷
你仓品牌，行业吸引了顺丰、中通云仓、德邦等物流业大咖入局。

就在物流企业摩拳擦掌试水个人物品寄存业务时， 三湘都市报记
者走访却发现，长沙的4家迷你仓品牌均已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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