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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预付卡监管机制
提升用户体验

“闭店潮”来袭，办卡
+卖课的老路越走越窄，
健身房该如何破局？

“或许在超级猩猩、
光猪圈、乐刻等为代表的
互联网智能健身房身上
可以窥见一二。” 一位品
牌健身房的负责人指出，
他们在区域、设施上更加
精简，场馆、器械智能化
程度较高，人员管理轻量
化。 收费方式也更为灵
活，大多按月、次收费。

他认为，健身房应该
回归到运营本身，靠健身
的效果去吸引人，“可以
采用‘互联网+健身’模
式， 推出客单价更低，符
合公众对次卡及月卡的
需要， 打破年卡魔咒。同
时，细分市场，比如针对
上班族的亚健康， 针对减
肥的需求、学生的需求等，
以精品小团课或私教的
形式吸纳会员。同时，提高
健身内容的趣味性和标
准化程度，在服务相对稳
定的情况下，提高用户留
存。”

此外， 业内人士认
为，监管部门应加强监管
力度，对预付费的资金要
进行相应监管，消除监管
的漏洞、盲区和监管的真
空地带。或将部分监管职
能下沉至行业协会，由行
业协会进一步规范具体
技术指标，如健身房面积
大小、 器械配置配备、从
业资格认定、会员人数最
大容纳面积比、会员发卡
比例等。

“健身房没教练，连保洁员
都离职了。”2019年12月30日，
长沙市民刘先生向三湘都市报
反映， 岚动健身湘龙店营业异
常，他花3000元报的“返现私教
课”原本可上10节私教课，同时
每月返现300元， 共返10个月，
但现在都无法兑现了。

“店里共有两个股东，大股
东卷钱跑了， 返现的活动没得
返了。”健身房一名朱姓店长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健身房将
在春节后重新组建教练团队营
业， 届时会员可来正常锻炼和
上课， 但之前承诺的返现则无
法执行了。

【投诉】 返现私教课无法
兑现 金额或超30万元

刘先生告诉记者，2017年
他在岚动健身交了6000元成为
终身会员，2019年7月在教练的
推荐下又花了3000元购买一份
“返现私教课”。按照合同，刘先
生可上10节私教课程， 每个月
的20日还可获得300元返现，返
现期限共10个月， 即2019年10
月后健身房会把他所交的3000
元全部返还给他。

“9月开始出问题。”刘先生
说，8月20日， 教练还联系他去
店里领取返现款， 只是他当时
没时间去领。9月份开始， 他得
知返现出现异常， 不久后就有
人陆续到健身房维权。“11月开
始教练因欠薪陆续离职。”

“现在不仅无法返现，连正

常上课都不能上了。”据刘先生
了解， 该健身房像他这样的会
员有100多人， 按每人3000元
算， 涉及金额超30万元，“返现
私教课有不同的套餐， 有些人
还不止交3000元。”

【调查】 大股东卷钱跑了
春节后或重新开业

2019年12月31日上午，记
者来到位于长沙县滨湖西路的
岚动健身湘龙店， 看到店里无
人值守，休息区、办公区、厕所
的垃圾堆积无人清理。 记者调
查了解到， 目前还有一名朱姓
店长会在每天下午三四点来店
里上班，主要负责下班后关电。

“大股东卷钱跑了，返现的
活动没得返了。” 朱店长介绍，
他于2019年6月入职，负责健身
房的运营，目前有3个月没领工
资了， 连店里的电费都是由他
垫付的。他透露，该健身房属于
加盟连锁店， 共两名股东，“返
现私教课” 是大股东所属的金
融公司与健身房合作推出的，
后来金融公司资金出了问题，
无法履约。

当问及为何会自己不离
职，还垫付电费时，朱店长解释
说：“另一个股东说会在年前解
决员工欠薪问题， 年后再组建
教练团队营业。”对于会员购买
的“返现私教课”，该店长表示，
年后开业后会员可继续上课，
但返现还是不能兑现。

■记者 胡锐

重资产运营，利润跑不过租金 收了会费老板跑路，健身服务成投诉重灾区

频现“闭店”，健身房该如何健康经营
“卡还有一年到期， 健身

房就倒闭了， 据说还欠了30
多万元房租， 员工工资也没
发。”近日，看到人去楼空的长
沙耐斯健身俱乐部东外滩店，

李女士很是气愤。据了解，和她一样被“坑”的市民还有近百人。
可以看到，健身服务已成为消费投诉重灾区。据中国消费

者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健身服务投诉7738件，
投诉量同比上涨72.6%。“倒闭”频频发生，长沙健身房该何去
何从？又该如何提升用户留存率？

“有在耐斯健身俱乐部东外滩
店办卡的吗？老板跑路了，很多人
在维权。”去年12月，长沙东外滩
小区业主群里的这则消息让李女
士头痛不已，“去年年底，我一直在
外出差，等元旦回到长沙却发现这
家店老板已经跑路。”

2016年10月， 李女士在长沙
耐斯健身俱乐部办了一张3年卡，
“开业价格很便宜，买两年送一年，
仅为1980元。后来感觉教练不错，
我还办了20节课的私教课程，价
格为4800元。”

2019年10月， 李女士外出广
州出差，没想到回长沙却发现该门
店已经倒闭。“我中间做了次手术，
断断续续请了一年假，等于还有一

年卡未消费。 私教课也才上了一
半，和我遭遇相同的还有上百人。”
她气愤地说。

曾任耐斯健身俱乐部会籍顾
问的胡先生透露， 早在去年8-9
月，该门店老板就已撤离，当时已
欠下房租至少30万元 ，水电、员工
工资等均未支付，“房东也在找门
店老板，据说前阵子有人发现他已
经逃到广东去了。”

1月2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来到
位于晚报大道的耐斯健身俱乐部，
发现现场已一片狼藉， 店内健身设
备已全部搬空。嘲讽的是，门口竖立
的一块红色宣传牌上还写着：“二周
年店庆重装升级， 预交50元抵800
元，交一年送一年，仅限100名。”

“办卡要长个心眼，周边的健
身房已经陆续倒闭，剩下的也只是
勉强支撑。” 家住浏阳河大道附近
的居民孙先生感慨道。

不仅仅是耐斯健身俱乐部，去
年12月1日，位于远大一路的金摩
尔健身俱乐部也面临倒闭。

1月2日，记者看到，金摩尔健身
俱乐部大门紧锁，上面还贴着告知信
息：近两年来，由于周边健身行业的激
烈竞争，高额的运营成本使俱乐部一
直处于亏损状态，举步维艰。现由于
经营困难确实无法继续提供健身服
务，金摩尔新桥店已停止营业。

这一年，不少健身品牌悄然退
出市场，并引发了新一轮的“倒闭
潮”，其中，长沙知名品牌奇迹健身

海关店一夜崩盘，震惊业内。
去年10月，有上百名会员投诉

称，位于东二环高桥附近的奇迹健
身海关店， 毫无征兆突然歇业，数
百名会员的预付会费，不知该如何
处理。据了解，该门店9月份尚在游
说顾客办卡。

健身房倒闭或是跑路，首当其
冲的受害者便是办理了年卡服务
的会员们。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
的数据显示， 健身服务已成为
2019年上半年消费投诉重灾区。健
身服务投诉7738件，投诉量同比上
涨72.6%。而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
长沙市区出现了近10家健身房倒
闭导致会员维权困难的情况 ，
2019年倒闭的数据又增加不少。

长沙传统的健身房产业，走到
了变革的十字路口。市民的健身需
要愈发旺盛，近3年来长沙每年新
开健身房数量近百家； 另一方面，
整个行业却遭遇了“中年危机”，难
以为继退出市场的不少。

在巨大蓝海需求之下，为何传
统健身房的经营却越来越艰难了？

业内人士指出，健身房属于重
资产运营，租金较高，装修、器械都
是不小的开支。 前期投入几百万
元、几千万元是常事。后期运营也
需扛得住疯涨的租金， 以及占去
60%到70%营业额的人力成本。所
以不少健身房选择预付卡的“会员

制”模式积累初始资金，但一旦初
始会员到期，后期如何拓客成为难
题。而且监管上不够严密，极易造
成经营者捞一笔就跑路现象出现。

“健身房产业的竞争门槛提高
了， 对运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说
明快速赚一笔的模式玩不转了，并
不是随意投资了就能获得回报。”
长沙市体育产业协会秘书长胡敬
认为，在场地、设备差不多的情况
下，健身房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地
体现在对课程的开发、资源的整合、
客群关系的维护等看不见的软实力
方面。这些被淘汰的，基本上都存在
软实力欠缺难以为继的情况。

大股东卷钱跑路
“返现私教课”成泡影
健身店店长：不能返现了
但春节后会组建团队重新开业

■记者 卜岚

股东一夜消失，欠下房租30多万元

“闭店潮”频现，健身服务成投诉重灾区

重资产运营，利润跑不过租金

2019年12月31日上午， 位于长沙县滨湖西路的岚动健
身仍有会员健身，但看不到教练和工作人员。 记者 胡锐 摄

1月2日， 位于远大一路附近的金摩尔健身
俱乐部已经大门紧锁。 记者 卜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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