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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资产运营、回报周期长

共享家居离C端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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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受访者提供

今年年初， 家居零售巨头宜家

试点推出了“家具租赁”业务，并表

示明年将在中国推广。 此事引发了

市场的广泛关注。 记者了解到，

2017年共享经济最盛行时，市场上

曾涌现出一批共享家居 APP，包括

租立方、Dome、抖抖家居、聚家家、

轻松住、包租喵等。 不过，目前能搜

索得到， 并还在运营的仅剩轻松住

和租立方。 业内分析认为，“家居租

赁”是一门慢生意，重资产运营、回

报周期长， 目前商业模式更多是围

绕 B 端（初创企业、品牌公寓、房东

等）来进行，大规模在 C 端（个人用

户）推行仍有待时日。

“租房一族”催生共享家居

房子可以用来出租， 家居商品也

不例外。 据了解，2017 年共享经济盛

行时， 市场上就涌现出了一批共享家

居 APP，如租立方、Dome、抖抖家居、

聚家家、轻松住、包租喵等，这些平台

背后的本质都是“家居租赁”。

记者在“轻松住”APP 上看到，用

户可租赁家具、家电、饰品挂饰三类产

品，还有按设计风格划分的套餐选择，

产品按 3 个月起租， 租金从几元到上

百元不等。 据了解，客户在 APP 上下

单后，平台会提供免费的送货和保修，

但要另收安装收拆卸费。 比如一张

1.5×2 米的双人床需另收 144 元、一个

双抽屉床头柜需另收 30 元。平台客服

告诉记者，如果用户需提前退租，仍得

缴纳完剩余租期的租金。

在深圳工作的

胡小姐告诉记者，

她和室友租了一套

三室两厅房子， 房东配备的家具很简

陋， 于是选择了在平台上租赁家具。

“书桌、沙发、收纳柜等都可以租，租的

时间越长会更优惠。 ”她说，自己共租

了 12 件家具和家电，一年平均下来租

金约 400 元/月。

租房周期短、 消费观念改变等因

素都为家居租赁带来了市场。 家居租

赁创业者陈忠

（化名）

告诉记者，年轻

一代的消费者对生活品质要求越来越

高，但因工作波动大、搬家处理麻烦等

原因，就会产生家居租赁需求。 此外，

长租公寓、初创企业等 B 端也有庞大

的市场需求。

艾媒咨询分析师刘杰豪认为，在

消费观念不断改变的大背景下， 人们

对家居租赁的接受度会更高，对 B 端

用户而言能够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对

C 端用户而言能满足其不断提升的品

质需求，因此它并不是一种伪需求。宜

家集团 CEO JesperBrodin 曾公开表

示：“现在许多消费者频繁更换住所，

但又不可能每次搬家后都买新家具，

这是宜家决定试点家具租赁业务的原

因之一。 ”

B端市场目前更有盈利可能

“共享家居商业模式的本质是租

赁，向 B 端

（主要是一些初创企业、品

牌公寓、房东等）

或 C 端用户

（租房人

群）

提供家居租赁服务

（配送、安装、售

后等）

， 以减少 B 端用户运营成本和

满足 C 端用户品质化、个性化的消费

需求。 ”刘杰豪分析道。

据悉，在 2017 年共享经济最盛行

之时， 市场上曾涌现出一批共享家居

APP，包括租立方、Dome、抖抖家居、聚

家家、轻松住、包租喵等。 不过，记者在

APP Store搜索时却发现，上述共享家居

APP除了轻松住、 租立方可以搜索到在

运营外，其他APP均无法搜到。记者观察

发现， 目前存活的共享家居 APP 多是

面向 B 端，或通过 B 端来触及 C 端。

以“轻松住”为例，其目标客户为

一二线城市的房东和租客， 目前业务

覆盖了广州、深圳、上海等 9 个城市。

轻松住广州地区负责人张先生表示，

平台通过长租公寓、 公租房来获取 C

端用户资源。采用与工厂合作的模式，

家电与品牌厂家、家具与 ODM 工厂，

工厂负责送货、安装及维修。张先生还

告诉记者，平台出租的产品都为全新，

不会有二次租赁， 回收后的产品会进

入二手市场、翻新后转售，也会作为公

益事业转赠给贫困地区。他透露，目前

轻松住已和支付宝达成合作， 部分用

户可以免押金租赁，自 2017 年创立营

收便达到 800 万~900 万元，去年突破

了 3000 万元营收，今年平台计划达到

2 亿~3 亿元目标营收金额。

另一平台“租立方”创业初期在尝

试 C 端业务三个月后，则转为解决 B

端用户的家具租赁需求。 资料显示，

“租立方” 目前的客户画像主要为酒

店、办公、长租公寓、个人房东等。运作

模式上，“租立方” 根据客户的需求来

定制相应家具， 再由工厂制作后直接

发货。用户租用完毕后，家具将被回收

至厂家，进行翻新维修，然后投入下一

轮租赁。

据了解， 宜家的家具租赁业务于

2019 年 2 月才推出，最早在瑞士市场

进行试点，以企业客户为主，推出包括

办公桌椅在内的可供租赁产品， 并将

此模式推往瑞典市场。在荷兰市场，宜

家则与当地的住房协会合作， 推出月

租 30 欧元

（约人民币

227

元 ）

的学生

服务套餐，包括了床、书桌、餐桌和椅

子在内的家具租赁服务。

在刘杰豪看来， 家居租赁平台的

运作属于重资产运营， 当前更容易向

B 端发展。“B 端用户注重成本和效

率， 第三方平台可以有效满足他们

‘短、平、快’的需求。”连续创业者刘旷

也认为，C 端用户较为分散，需求还不

稳定。“B 端的家居租赁需求量较大，

相比 C 端更有盈利可能。 ”

C端将是大趋势

用户习惯有待养成

记者采访中获悉，目前直接面向 C

端租客的平台还较少，主要是零散的个

人创业者，体量较小。 陈忠就是其中的

创业者之一，自 2017 年运营以来，生意

并不如想象中红火。 他向记者表示，目

前月流水在几万元，一年的客户订单数

在 30 单左右， 租金定价一般是家居价

值的 1/10，按月起租。 在他看来，平台

面向 C 端是大趋势， 但目前用户习惯

还在养成，未来 3~5 年或迎来发展。

轻松住广州负责人张先生也认为，

C 端才是大趋势。“办公家具租赁通常

是一年起租的长租期，但因为租家具多

数为初创型公司， 存在不稳定的高风

险。且租赁的办公家具通常质量不怎么

样，也只能是‘一次性租赁’，翻新、物流

成本比买新家具还要高。 ”

据了解，家居租赁与共享单车等类

似，盈利模式以租金为主，同时也面临

着家居损坏、翻新、物流等成本问题。刘

旷认为，由于搬运频率高，损坏率增加，

要求运营方必须购置质量好的家居，并

及时维护，同时租金和押金还不能设定

过高，不然消费者不买单。

“对于第三方平台而言， 涉及的环

节多，盈利周期长，且对上游的家居厂

商不具备议价能力，利润空间不高。 高

成本、低利润、资金链压力大都将增加

其运营难度。”刘杰豪认为，目前家居租

赁对 C 端用户而言并非刚需， 用户习

惯还有待养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