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享衣橱“衣二三”关停 生不逢时还是伪需求？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499 元能
买 件 什 么 衣
服？大概连大牌
经典款 T 恤的一
半都买不到。但在
衣二三，499 可以一
个月内不限次数换穿
全球时尚。”

这是衣二三早期的
推广之一。衣二三成立
于2015年，创办人为前媒
体人刘美媛，曾供职于旅
游卫视、时尚芭莎等媒体。
平台主打包月租衣服务，用
户支付月费，即可按照平台规
定，租赁或购买平台上的服饰，
30天会员期内不限次数换穿，每
次可下单三件衣服。

“出去玩的时候为了拍照临时
租过。”网友小王回忆起使用衣二三
的经历，当时她叠加优惠第一个月会
员费花了大约200元，觉得很超值，度
假回来后，她又租过几次。

“上面有很多大牌或是轻奢的衣
服，风格、样式多，可以每天穿不重样
的。平台还会随机发买衣服的优惠券，
相当于先试再买。”小王说，最初她图个
新鲜，后来觉得租衣服寄取快递也比较
麻烦，就没再尝试。

公开资料显示，2012 年共享衣橱概
念在国外出现，并于2014年走进国内。

衣二三在初期很快受到资本追捧，天
使轮就拿到了曾投过滴滴的投资人王刚
的数百万元投资。2015 年年底到 2018
年期间，拿到金沙江创投、红杉、IDG、软
银中国、真格基金、阿里巴巴等明星投资
机构的多轮融资。其中最大一笔为5000
万美元的C轮融资。

一时无限风光并成为独角兽。
自2015年起，该赛道更是涌现出超

过10家项目，有女神
派、衣库、多啦衣梦、
魔法衣橱、托特衣箱
等等。

当时，伴随着共
享经济概念的火热，
共享衣橱成为热度仅
次于共享单车和共享
充电宝的赛道，多个
项目拿到投资。女神
派拿到了 1800 万美
元 A 轮融资，多啦衣
梦拿到了 1200 万美
元的A+轮融资……

光环退去
风波不断

共享经济的浪潮
退去成为共享衣橱
的转折点，包括魔法
衣橱、爱美无忧、有
衣、摩卡盒子等平台陆续停止运营。近
年来仅剩衣二三、女神派和托特衣箱三
足鼎立。

仅存的项目，也是风波不断。
2018年 10月，就有媒体曝出衣二三

在未提前告知用户的情况下单方面修改
协议内容。根据原有的合约，用户在下
单后48小时内就可办理新单。但在新改
的合约中，用户的租衣下单周期被延长
到了72小时，同时还要求用户在收到新
衣箱24小时内还衣，并取消了年卡用户
10分钟锁定和8折购衣权限。衣二三对
此回应称,修改规则是因为“旧规则成本
太高,难以获利”,且今后都会按照新规
则执行。

2019 年，衣二三又被曝出“自动扣
款”“货不对版”等投诉，出现了大规模的
用户退潮。

差不多同一时期，女神派遭遇大规模
用户投诉。有用户表示，2019年 7月女
神派更改新规则，将原本的“将美衣整齐

叠放在环保衣袋中、往
返包邮、下单48小时后
可下新订单”等更改为

“多用快递泡沫袋及无
防尘袋寄出、仅收货免
运费，返件超额自付邮
费、签收 4 天后可下第
二单”等。同时，还有投
诉称其“虚假宣传”“退
款难”。

天眼查显示，女神
派两次被列为失信被执
行企业，涉案金额合计
仅17万元。

2020 年遇上疫情，
服饰行业整体遭到打
击，共享衣橱受到波及，
日子更难过。

生不逢时
还是伪需求？

从早期受资本追捧到如今没落，共享
衣橱到底是生不逢时还是伪需求？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王鹏分析
称，共享衣橱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真正的
共享经济，更多的还是分时租赁，该模式
想把非标准化服务变成标准化服务，存
在包括市场维护、衣服维护和清洗等等
高额成本，“它没有把真正需要租借衣
服、能够产生大量利润的群体覆盖到，跟
市场错配导致这个商业模式难以为继。”

王鹏告诉记者，共享经济，是在没有
增加基本的情况之下，实现了资源优化
配置。“共享衣橱，我觉得类似于一个在
线租赁平台，并没有把每一个消费者闲
置产品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共享。”

实际上，业内也有分析称共享衣橱成
本过高、收入单一。

“从商品选购，物流仓储建设，再到后
期的清洗和维护，平台需要大量的资金
投入。”有分析人士称，共享衣橱平台由
于知名度低、采购数量不稳定，和品牌议

价空
间 小 ，前
期 需 要 花
费大量资金
购买衣服供
用户租赁，后
期还要承担购
买新款衣服等新
成本支出。

也有分析称，
共享租衣是生不逢
时，在大家普遍对物
质的追求没有那么强
烈的时候，共享租衣才
有存在空间。

作为当年共享经济
热度最高的前三名，除了
共享衣橱没落外，共享单
车、共享充电宝经过洗牌如
今已进入平稳发展时期。那
么到底什么项目适合“共享”？

“一带一路”商学院联盟智
库产业发展部主任仇文旭表示，
共享经济的本质是“低效高用”，
即低效资源高效利用，把闲置时
间较长的低效资源进行价值创造，
是增加资源的使用效率，本质上并
没有增加额外的固定资产和成本。
而伪共享项目本质只是借用于APP的
租赁项目，重新投入了资产成本，所以
就不属于共享经济的低效高用逻辑，比
如各类打车软件就是共享经济，而共享
单车本质是租赁生意。

他进一步分析，共享与租赁，前者是
盘活低效资源，较后者成本投入更低，如
果共享衣橱项目不是购买新的衣服进行
租赁，而是盘活其他企业的闲置可租赁
衣物，这就是一门轻资产的共享经济模
式，所以产权、租赁权、使用权三种权利
分开，才能降低共享项目的运营成本。
而无壁垒的租赁生意最终定会变成市场
竞争，逐步降低利润率，慢慢的造成花完
前几轮VC的钱，经营上逐步艰难。

日前，有消息称，喜茶交割完毕新一
轮5亿美元的融资，估值达到600亿元。
实际上，早在 6月就有该融资消息的流
传，当时引发了业内广泛讨论，如今终于
落定。不过，对于新一轮融资的相关消
息，喜茶方面表示不予回应。

高估值背后与新生代有关

天眼查数据显示，喜茶共经历了5轮
融资，投资方有 IDG资本、今日投资、美
团龙珠、黑蚁资本、腾讯投资、高瓴资本
等。2020年 3月，喜茶获得了由高瓴资
本和蔻图资本联合领投的C轮融资，估值
达160亿元。仅仅一年多时间，2021年7
月，喜茶估值就达到了600亿元，较此前

翻了3倍多。
除了给出高估值，资方之间竞争也相

当激烈。今年6月，根据媒体报道，喜茶
新一轮投资方均为老股东。而近期公布
的消息则显示，本轮有新股东进入。最
终被确定的新一轮投资方为：黑蚁、腾
讯、红杉、高瓴、淡马锡、L Catterton和
日初资本。

尽管喜茶创始人聂云宸曾表示今年
喜茶没有任何上市计划，但业内依然普
遍认为这是在为上市做准备。

6月 30 日，奈雪的茶在港股挂牌上
市，喜茶在其上市前夕透露出新一轮融
资及估值消息。当时就有业内人士分析
称，较同行更高的估值或将影响到资本
市场对品牌的看法，间接影响到市场竞
争格局。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告诉
记者：“喜茶之所以能
够获得如此高的估值，
一是与资本涌向中国
有关，作为从疫情影响
下最快复工复产的国
家，全球资本都在涌向
中国，助推了部分投资
领域，如消费赛道的火
热；二是新式茶饮受到
了年轻客群的普遍欢

迎，是具有广阔前景的消费品类，喜茶
作为其中的头部品牌，被资本所青睐无
可非议。”

朱丹蓬指出，最近五年资本重点押注
的企业都与新生代有关。“就整个可持续
发展的这一角度来说，抓住了新生代就
能抓住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风口。对于
企业来说，必须通过资本的价值进行新
一轮的变革。这对资本而言同样也是巨
大的掘金机会。”

新式茶饮估值触及天花板了吗？

根据《2020新式茶饮白皮书》，预计
到2020年底，新式茶饮市场规模将突破
1000亿元，2020年茶饮市场规模仍将是
咖啡市场规模的2倍以上。

近年来，新式茶饮行业得到迅速发
展，从头部到中腰部，品牌获得融资愈加
频繁。从头部品牌融资后的估值来看，
走亲民路线的蜜雪冰城估值达200亿元，
中高端定位的奈雪的茶估值达300亿元，
而同样为中高端定位的喜茶达到了600
亿元，可谓一个比一个高。

不过，奈雪的茶上市即破发，这让外
界看到了资本对新式茶饮的另一种态
度。截至7月 13日收盘，奈雪的茶股价
为16.26港元/股，总市值278.88亿港元，

而发行价为19.80港元/股。
去年起，不仅奈雪的茶，喜茶、蜜雪冰

城也频频传出上市计划，不同于奈雪的
茶目标在于港股，后两者的目标分别在
美股、国内A股。在奈雪的茶上市即破
发的背景下，无疑会让后来者对上市一
事更为谨慎。

战略定位专家、九德定位咨询创始人
徐雄俊认为：“就目前而言，新式茶饮市
场潜力依然很大，这依托于国内新生代
庞大的基数以及新生代客群对该品类的
青睐。因此，新式茶饮在未来很长一段
时间依然会受到资本热捧。”

他分析，茶饮是中国传统饮品，新式
茶饮作为传统茶衍生出的创新品类，一
直在不断更新迭代，市场容量非常大，应
该还可以容纳几家大的上市公司以及更
多的品牌。而截止到目前，仅有奈雪的
茶一家上市企业，这意味着，喜茶、蜜雪
冰城等品牌冲击上市的概率非常大，但
后续准备将更为充分。

在他看来，喜茶本次融资后估值达
600亿元，明显高过其他头部品牌太多，
短期内已经达到了业内估值的“天花
板”。“随着行业品牌集中度的提升，以及
市场下沉、海外扩张、收购并购等进程的
推进，长远来看，各头部品牌的估值还有
进一步提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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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重庆市巴南区南彭街道畜牧兽
医站因事业单位机构改革，该单位并入南
彭街道农业服务中心，依据《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国安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渝东分公司，
因不慎遗失公章（5002351023205）、财务章
（5002351025110）、发票章（5002351023206）、
合同章（5002351025111）、张秋杰法人章、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676001402401）、银行预留印鉴
卡、结算卡、U盾、税控盘、发票，特声明遗失作废。

招 标
特殊教育中心教学楼外立面改造及附属工程进行公开比价。
请有意向的单位于2021年7月15日-7月19日到重庆渝兴建
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万州区棉花地19号楼购买并领取询价文
件及其他相关附件)。联系人：牛莎莎 电话:13594319717

● 遗 失 重 庆 尊 尼 美 克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一 枚（编 号 ：5001051014055），声 明 作 废 。
●遗失重庆冉久物资有限公司印章证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重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分公司
（91500000MA5UNHXY3Y），因不慎遗失公章
（5001141084641）、财务章（5001141084642）、发
票章、合同章、周锡和法人章、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73904201）、银行预留印鉴卡、结算卡、查询
密码、U盾、税控盘、空白发票，特声明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全生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660881464C)股东会
决议，本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900万元，即将注册
资本由1000万元减少到100万元。按《公司法》规
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
公司申报债权。联系人:李大权 电话:139835
20449重庆全生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2021.7.15

●重庆运通汇捷路虎4S店 购车收据（0000590）遗失申请作废

广告

喜茶估值600亿，触及新式茶饮“天花板”？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唐小堞

“感谢再见，后会有期。”14日，打开共享衣橱“衣二
三”APP，主页写着这八个字。这家创立于2015年的共
享衣橱独角兽，将于2021年8月15日关闭服务。

共享衣橱是指人们线上预订租借衣服，再由快递
寄到家的模式。最初从国外传到中国。

2015年国内更是有超过十家相关公
司成立，获得资本青睐，后续一轮
洗牌大部分项目倒闭，衣二
三、女神派等成了为
数不多的“幸存者”。

随着衣二
三关停，共享
衣橱没落到底
是生不逢时还
是伪需求？

一时风光
成独角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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