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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竞争的传统美妆行业，逐渐

形成赢家通吃格局，新品牌愈加难以突

破。 而诞生于广州的新品牌 MR.WISH

心愿先生就以单品月销近 2 万单的成

绩，冲击了美妆大牌多年积累的行业地

位。

打破体验困局 用新模式搅动

美妆行业

美妆护肤品牌被受众认知的第一

步，就是通过广告和试用。 传统零售时

代，这个过程是在专柜免费派发小样实

现的；电商时代则是通过详情页和产品

评价实现；而新零售时代，新品牌 MR.

WISH 心愿先生则用体验营销方式跑马

圈地。 2019 年大牌美妆都没想过，他们

的新对手来自一个售价不到百元的

MR.WISH。

MR.WISH 心愿先生隶属广州摘星

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这是家有着电商

基因的新零售公司。 来自电商行业的创

始团队采用线下 MR.WISH 机器人店

售卖体验装，最好的时候一天有三四万

单的美妆护肤销量，这解决了新品最重

要的试用环节，改变了专柜免费派发小

样，再将成本转嫁顾客的行业传统。 品

牌有了初步认知后，MR.WISH 开始发

力线上，通过前期的粉丝积淀，成功将

这款黑奢镜面口红打造成了爆款。

作为面向学生和年轻白领的口红，

性价比很重要。 消费者除了看重颜色、

质地， 包装也很重要。 为此 MR.WISH

产品部门参考了大量国外大牌，对膏体

质地、成分、颜色、味道和包装进行改

善。 比如颜色参考大牌一比一打版，出

了 7 款最火色号， 加入了玫瑰精油，保

证显色度同时，膏体滋润不拔干，还带

有巧克力香味。 而带着亮片的包装颜值

很高，按压弹出和镜面设计包装，精美

而实用，让产品堪称平价好物。

通过网红带货等线上营销，该款口

红的淘宝销量突破 2 万单，并一度跻身

抖音好物榜第 20 名。

依靠将线下用户沉淀到线上的模

式，MR.WISH 心愿先生已经积累了

300 多万名“品牌体验官”，而这是传统

美妆难以得到的数据。

同时依靠强大的供应链整合能力，

MR.WISH 在供应环节尽力降低成本。

再加上无人售货机的模式大大节约了

人力，MR.WISH 将这些节约的成本回

馈消费者，通过比大牌实惠的价格快速

圈粉。

目前，MR.WISH 自主产品线已经

拥有美妆护肤、男士护肤、数码、日用等

品类约 100 种产品， 并在不断推出新

品。

数据驱动造就爆款神话

MR.WISH 在销售自主品牌体验礼

盒之后，会通过线上平台采集用户体验

数据，再将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推向市

场，以确保符合用户需求。MR.WISH 提

出用户亦是“品牌体验官”的理念，致力

于打造“一个只为取悦你的创意新零售

品牌”， 创造出带来愉悦体验的创意好

物。

在 MR.WISH 的店铺和公众号后

台里，可以看到“品牌体验官”的大量晒

单和评价，体验官小 K 说自己之前并不

知道这个品牌， 第一次购买 MR.WISH

心愿先生体验礼盒，打开盒子是一只镜

面口红，“没想到出于好玩买到的产品

包装这么漂亮，还是现在最流行的牛血

色，还挺惊艳的”。小 K 在晒单平台上写

道。

“提供用户喜欢的产品， 让他们在

购买过程中得到快乐，是我们坚持的品

牌初心， 希望更多人来体验 MR.WISH

的产品，帮助我们打造出更受欢迎的创

意好物”，MR.WISH 品牌负责人说，“我

们的产品研发和技术团队是公司最核

心的部门，未来我们希望借助用户活数

据打通供应链，让数据决策生产哪些创

意好物，借助数据智能带来增长”。

信息时报记者 林茹彬

线上月销2万单

MR.WISH心愿先生爆款单品搅局传统美妆

据新华社电

读小学四年级的女儿

最近不再天天捧着手机傻笑了，这让原

本忧心孩子学习的北京陈女士舒了一

口气。原来，通过给短视频 App 设置“青

少年模式”，孩子每天观看超过 40 分钟

后，需要家长输入独立密码才能继续使

用。

这种“青少年模式”，正是今年 3 月

国家网信办指导“抖音”“快手”“火山小

视频”等短视频平台试点上线的青少年

防沉迷系统。

5月底全国主要网络短视频平台推广

用户开通、关闭“青少年模式”均需

输入提前设置的独立密码。 进入“青少

年模式”后，每日使用时长将限定为累

计 40 分钟，包括打赏、充值、提现、直播

等功能将不可用； 每天 22 时至次日 6

时期间，“青少年模式”下，用户将被禁

止使用短视频 App。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

NIC）发布的第 4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 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6.48 亿，其

中青少年用户占了很大比重。 网络短视

频行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引发青少年

不同程度的沉迷问题。

“青少年好奇心强， 自控能力却不

足，防沉迷系统上线正当其时。 ”华中师

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范先佐认为，青少

年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都在塑造形成

的关键期，相关主管部门有必要加强引

导和管理，有关企业也要承担起社会责

任。

开展青少年防沉迷工作刻不容缓，

国家网信办等相关主管部门历时半年

时间，组织短视频平台企业研发和试点

上线了短视频防沉迷系统。 不少家长反

映，孩子刷的内容健康了、正能量了，推

送的都是教育类、知识类的有益内容。

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

总结试点经验、 完善管理制度的基础

上，于今年 5 月底在全国主要网络短视

频平台中推广青少年防沉迷系统，并逐

渐形成统一的行业规范。

专属内容池 让孩子爱上绿色视频

青少年问题研究专家普遍表示，不

加选择地浏览视频内容，可能会对青少

年价值观产生负面影响。 比如短视频中

的炫富、直播刷礼物，可能给青少年造

成一种对生活的错误了解，认为成功很

容易，可以一夜暴富；而一些偏激极端

的内容，比如吃玻璃碴、虐待动物等，则

可能让是非观念还未成型的青少年误

入歧途。

记者在手机上尝试开启“青少年模

式”后，短视频 App 会自动跳转到青少

年专属内容池，向青少年推送适合其年

龄阶段的内容，包括精选课程、音乐、书

法、绘画、手工、美育等教育类益智性内

容，以及展示祖国大好河山、风土人情、

生产劳动、感人故事、传统文化等寓教

于乐的精品内容。 没有了游戏、美女斗

舞、明星绯闻等推送内容，也不能开启

直播和浏览同城页面。

对于推送内容的筛选，快手相关负

责人表示，快手成立了未成年人内容评

级团队，实行 24 小时轮班制，并专门制

定了未成年人审核标准及应急机制。

字节跳动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抖

音和火山小视频防沉迷系统根据后台

的内容分类，过滤掉了不适宜青少年浏

览的内容。 平台对“青少年模式”下的内

容丰富度及数量级均进行了扩充，在精

选的青少年课程知识、科普类等教育益

智性基础上， 增加了生活实用技能、休

闲类等寓教于乐的精品内容。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韦柑潞）

美国洛杉

矶当地时间2019年4月13日晚，第25届世界

主题娱乐协会

（

ThemedEntertainment Asso鄄

ciation

，以下简称

TEA

）

年度颁奖典礼在洛

杉矶隆重举行。 广州长隆水上乐园的全球

首台“摇滚巨轮”获颁TEA“杰出成就奖”。

长隆集团副总裁苏展鹏表示，今年长

隆集团的多个全新项目将正式开放。其中

包括面积近50万平方米、投资超过百亿元

的珠海长隆海洋科学乐园、拥有1200多个

房间的珠海长隆海洋科学酒店，以及拥有

6500个座位的全新国际演艺中心———珠

海长隆剧院。

此外，长隆集团正与澳门探讨建设跨

越澳门和珠海横琴的空中观光缆车项目，

途经特大的横琴山室内动植物园等主要

景区跨海抵达澳门相关景点，预计2020年

建成后每年将吸引游客超千万人。

信息时报讯

近日一段 “奔驰女

车主哭诉维权” 的视频引爆网络。

昨天凌晨， 西安市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在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 涉事 4S

店涉嫌质量问题已被立案调查， 市

场监管部门责成尽快退车退款。 西

安市场监管局高新分局 13 日成立多

部门联合调查组， 车主已和调查组

见面。 目前， 奔驰方面发文对此深

表歉意， 并称已经派专门工作小组

前往西安。

视频中女车主哭诉，自己在西安

利之星汽车有限公司花 66 万买了一

辆新奔驰小轿车，可车“还没开出门”

就发现发动机漏油。 此后在 15 天之

内，她多次与 4S 店沟通解决，却被告

知无法退款也不能换车， 只能按照

“汽车三包政策”更换发动机。 对此，

女子无法接受，无奈之下，她只好坐

在店内的奔驰车顶上讨要说法。 对

此，西安成立由工商、质监、物价部门

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调查车辆在销售

前是否存在质量问题。 北京梅赛德斯

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也在 13 日针

对此事通过其官方微博发表声明表

示， 已派专门工作小组前往西安，将

尽快与客户预约时间直接沟通，力求

在合理的基础上达成多方满意的解

决方案。

记者了解到，发现新奔驰小轿车

故障的过程是女车主提车当天从 4S

店开回位于曲江的家，开了总共 10 公

里左右路程，发现汽车仪表盘的机油

故障灯亮起。

陕西合恒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李志山针对此事表示， 如果网传的

“奔驰女车主哭诉维权”的视频中，所

有车主表达的内容和细节全部属实，

则西安利之星奔驰 4S 店的行为已违

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女车主也于前天在西安市市场

监管局高新分局西部电子商城工商

所向联合调查组递交资料，并提出包

括调查涉事车辆历史；车辆 PID 检查

是否真实、检查人员有无资质；第三

方对车辆进行检测；对个人精神方面

的损害给予补偿等诉求。

综合央视 央广 陕视新闻

青少年上抖音等有防沉迷系统

多个短视频平台3月已试点上线，设“青少年模式”限定使用时间和内容

西安市监管部门回应奔驰女车主哭诉维权

涉质量问题立案调查 尽快退车退款

珠海长隆今年将推出

海洋科学乐园等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