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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互联网美发店强势布局社区市场

能否带来美发业“革命”有待市场考验

信 息 时 报 讯

（ 记 者 郑 晓 慧 袁

婵）

互联网快剪店、

互联网美发店正在

社区强势布局。 有

繁华路段短短几百

米便汇集了优剪、潮剪、俏

手艺等多家互联网理发、

美容店。 这些店以“低租

金”“省时”“时尚” 等优势

专攻社区市场。 业内分析

称，互联网快剪、美发

店只有实现消费者和

投资者双赢， 才能在

社区商业体系里立足。

顾客网上排队掐准时间理

发、美发

以海珠区上渡路主打快剪的

“优剪”店为例，该店有 4 个发型师

可以供顾客选择，门店不直接受理

顾客临时到店服务，顾客可在家或

者单位提前预约剪发服务，再根据

网上提醒的时间提前到店即可享

受服务，无需排队等待。 另一品牌

“潮剪”也采取同样的服务模式。

与“优剪”“潮剪”只提供剪发

服务不同的是，“俏手艺”还在剪发

的基础上还增设了洗发、 染发、烫

发以及头发护理等服务。 近日，记

者在海珠区纵横广场店看到，该店

提供好几种发型供顾客选择，为给

顾客节约时间，资深美发师在给顾

客做护理的同时也给另一位顾客

操作烫染。

“俏手艺” 创始人朱尧告诉记

者， 以往很多顾客面临一个问题

是，当有理发或美发需求时，要先

在大众点评上找附近的理发店，再

一个个电话过去预约时间，碰到高

峰期根本无发可剪。 他表示，现在

加入互联网模式后，顾客在网上就

能预约、缴费、选择服务项目并进

行线上评价，省去了中间一系列的

繁琐流程，实现了顾客“即到即服

务”，解决了消费者痛点，也提高了

美容美发师工作效率。

互联网快剪、 美发要实现

双赢才能立足

据了解，快剪模式最初起于日

本， 创始初衷是“简单、 方便、快

捷”。 2018 年开始在国内遍地开花，

且选址多在人流集中的居民社区。

据“优剪”小程序显示，目前已在广

州拥有 250 家门店，“潮剪”为 11 家

门店；“俏手艺”则广州开出了 7 家

样板店， 计划未来在广州开到 200

家门店。

快剪由于占地面积小，投资金

额低， 在开店成本上控制得很低。

朱尧透露，一家设备齐全的互联网

美发店， 只要租下 40 平方左右的

位置即可， 开店成本在 20 万元左

右即可营业，纯做快剪的社区店需

要的场地更小，成本更低。“由于快

剪模式主打‘简单快速’，理发师给

男生剪发的时间在 15 分钟左右，

每天的客流量可以达到 50-100

个，大量的客流量抵扣了低价的缺

口。 ”

业内人士称， 互联网快剪、美

发店公开透明，无隐形消费的做法

正是顺应了大众市场，赢得了顾客

广泛好评。

互联网快剪能否带来“革命”？

广东省连锁经营协会秘书长樊飞飞认为， 扎根社区的互联

网快剪、美发店，实现了低租金、高周转的模式，未来只有走“小

而精”路线，才会迎来新一波发展浪潮。

广东省美容美发行业协会会长马娅认为， 现代消费者理发

不仅是要剪短 ，还要好看 ，要美观、时尚 ，互联网

技术的接入， 让美发服务有了更加快捷的手段，

但是， 互联网美发店要想在社区商业体系里立

足 ，必须实现 “双赢”———让消费者感觉省时 、省

钱、还很时尚，让投资者投下去还能持续经营下

去，只有这样，才能引领行业新的发展方向。

鹏美染发膏又上“黑名单”，

消费者如何避雷？

近日，由广州鹏美精细化贸易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鹏美”）

生产的 2 批次“鹏美

染 发 膏 ”

（ 批 号 为

20181222001

、

20190608001

）

被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列入“黑名单”。信息时报记者就此致电该

公司，其法定代表人陈锡开回应称，涉事

产品目前已经停止生产。

近年来我国美容美发行业不断发展，

但是染发剂质量问题频出。 面对这种情

况，消费者究竟应该如何选购合格的染发

剂，如何安全地使用染发产品呢？

涉事企业早有“案底”

此次“黑名单”信息显示，自 2018 年

12 月，鹏美进购化妆品禁用原料邻氨基苯

酚，生产了 2 批次“鹏美染发膏”，违反了

《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第二十五条，即生

产未取得批准文号的特殊用途化妆品，或

者使用化妆品禁用原料和未经批准的化

妆品新原料。 陈锡开向记者解释称，原本

不知道邻氨基苯酚是不能使用的，在 2019

年 6 月被查出后才知道出事。

鹏美被爆出违规生产问题已经不是

第一次。据企查查显示，2018 年 1 月，鹏美

生产未取得批准文号的特殊用途化妆品。

2019 年 3 月，“鹏美染发膏

（黑色）”（批号：

20180905001

）

产品成分与配方成分不相

符。 同年 10 月，鹏美购买并使用禁用原料

邻氨基苯酚生产“巧克力系列染膏”产品，

严重违反了《化妆品生产许可工作规范》

有关规定。

据公开资料显示，邻氨基苯酚属致敏

物质，该物质能引起支气管哮喘及接触过

敏性皮炎，过量使用或能引起高铁血红蛋

白血症。 基于安全风险，《化妆品安全技术

规范》

（

2015

年版）

将邻氨基苯酚列为禁用

组分，不得作为化妆品原料使用。

染发剂行业乱象横生

目前，越来越多爱美人士选择在自己

头发上下功夫，我国美容美发行业不断发

展。 根据中国报告网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9 年我国美容美发行业市场规模为

3685.1 亿元，同比增长 4.5%；预计 2022 年

将突破 4000 亿元。

然而， 在行业发展势头旺盛的阶段，

企业生产乱象频出。 今年 3 月以来，广东、

四川、 湖南等地公布染发膏抽样检测报

告。例如，3 月 18 日，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

局发布 2021 年第 2 期化妆品抽样检验通

告，在 592 批次的化妆品中，不合格样品

有 16 批次。 次鑫姿染发膏、彰彩焗油染发

霜、名匠染发膏、妆典染发膏均被“点名”。

从广东、四川和湖南公布的不合格样

本详细信息可见，被抽检产品不合格项目

多数是“检出批件及标签未标识的染发

剂”。 据 2008 年起实施的《化妆品标识管

理规定》第十二条，化妆品标识应当标注

全成分表，标注方法及要求应当符合相应

的标准规定。

选购前查清批号，使用时避免直接接触头皮

目前没有确切的数据说明染发剂对

人体有多大伤害， 但对人体有一定影响。

第三方检测机构的专业人士称，有害物质

一般主要来自染发剂原料中的苯、 二噁

烷、二甘醇等。 消费者在选购时需要多留

心眼：

1. 染发产品目前是属于特殊用途的

化妆品，企业将产品投放市场前需要在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消费者在选购染

发产品时可以先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官网进行查询，核准产品名称、类别、生产

企业、批准文号、批件状态等信息。

2.选购经过国家安全性评价检测的合

格产品。 如果使用过程中出现不良反应，

可以向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反馈。 如

果产品是非法企业生产的，可以向药品监

督管理局或者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

3.在《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

（

2015

年

版）

中新增了产品需要有警示语的要求。

消费者在购买时可留意产品包装是否标

有使用人群、 使用条件及注意事项等信

息。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大品牌染发产

品，建议购买无氨无味的染发膏，此类染

发膏碱性低、无刺激，不伤头皮头发。使用

时必须按说明进行调配，不得随意增加浓

度。

2. 消费者在第一次使用染发剂时，

可以先在耳后或肘内侧皮肤上涂擦少许

染发剂， 没有出现烧灼、 奇痒、 红肿等

情况可继续使用。 头皮有外伤、 破损、

发痒者， 过敏人群， 孕妇及 16 岁以下人

士不应使用染发剂。

3. 染发前要在发际围一条毛巾，防止

染液流到面部和颈部； 染发时戴胶手套，

操作时尽量避免染发剂与头皮直接接触，

还要避免染发剂污染眼、 口唇等部位；染

发后用流动的水反复冲洗， 彻底洗净，切

忌边洗澡、边染发。

4.如果出现红斑、丘疹、奇痒等过敏反

应，立即停止使用，并马上就医。

5.合理决定染发周期，也要避免频繁

染发，建议成年人最多一个月染发一次。

信息时报记者 袁婵 实习生 马思泳

消费者使用染发产品时需要多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