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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过后二线城市O2O项目将迎来利好

““能能盈盈利利的的OO22OO不不愁愁没没人人投投资资””

只因喜欢，

白领创业开花店

1995年夏天，郝俊美毕业后来
到一家大型公司做了总经理助
理，过上“城市白领”的生活。“工作
特别清闲，我不想浪费时间，就想
业余时间干一份自己比较喜欢且
时间相对自由的副业。”郝俊美告
诉记者，1999年秋天，她带着激情、
冒着风险开始做起了鲜花批发生
意，创立丽人花艺商行，“当时纯
粹因为喜欢鲜花，没想到未来会
是现在的规模。”

“其实我一直很幸运，生命
中遇到了很多贵人。”郝俊美告
诉记者，刚开始干鲜花生意的时
候，当时的经营位置在侧门处，
正式开业的前一天，郝俊美和家
人在准备鲜花的摆放时，一对夫
妻就上前询问价格。

“我当时就耐心了解他们花
的用途，然后帮着他们分析推荐
我认为合适的花，这是我第一个
也是多年来一直坚持到现在的
顾客。”郝俊美告诉记者，后来和
这对夫妻熟悉之后才知道，他们
是一家大型酒店的负责人,“他们
认为我是真的爱花、懂花的人。”
自此之后，郝俊美的丽人花艺商
行承接了很多他们推荐的客户，

“感谢温暖待我的人，其实做生
意，只要你以诚相对自然会有人
来帮你。”

之后，郝俊美的丽人花艺商
行规模越来越大，“我应该是把
鲜花搬进超市的济南第一人。”
郝俊美逛大型超市时发现，门口
大量的客流一直没有被有效的
利用，她觉得这其中肯定有商
机，她要把鲜花连锁店开在这些
超市的门口。刚开始的时候没有
人赞成她的想法，她就一遍遍地
去联系超市的负责人，画图表分
析客流和客户、列数据分析前

景，经过无数次谈判，超市负责
人在她的数据和图表下“败下
阵”来,丽人花艺商行就此开启了
和银座、华联等超市的合作。目
前，郝俊美的丽人花艺商行已经
在16家超市有自己的鲜花专柜，
并在济南、青岛和德州等地开起
连锁店。

自我挑战，

创立德国餐厅

“我原本打算在40岁的时候回
归家庭，然后出去旅游或者静下来
读书写作。”郝俊美告诉记者，但是
没想到现在又走进了一个全新的
领域，这也是她之前从未想到会涉

足的领域。“创立这个德国餐厅，全
是基于朋友的信任和自我挑战。我
也给自己也制定了目标，争取把餐
厅干成连锁规模。”

德贝花园坐落在山东大厦和
南郊宾馆院内，这是郝俊美现在
事业的“主战场”。这个典雅精美
的别墅院落有暖黄的灯光、古朴
的桌椅、优美的音乐，以及随处
可见的鲜花,这是一家集酒吧、餐
厅和商务会所于一体的文化交
流场所。

其实早在2012年，郝俊美的
一位老朋友就找她谈做餐厅的
打算，“当时我不敢答应，一是没
有精力，更重要的是缺乏经验。”
但朋友不断给她支持和鼓劲，直

到2013年秋天，郝俊美才最终下
决心。之后，她就开始到全国各
地进行考察、调研，以经营者和
顾客的身份多方体验，收集众多
的信息和资源，直到2014年4月，
才开始确定筹备方案。

目前，德贝花园还处于试营
业阶段，“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
人。”郝俊美告诉记者，选食材、定
菜品她都亲自参与；餐厅的装修、
布局，甚至桌布、台布的颜色都在
她考虑范围之内。“我们会定期举
办主题活动，比如读书会或者花
艺沙龙等，满足不同客户需求。”
郝俊美打算等餐厅步入正轨后
去德国学习、参观，“要把餐厅干
出个样子，对得起朋友的信任。”

帮助下岗职工，

参加创业大赛

“其实我曾经也是个下岗员
工，我能体会失业后对自己和家
庭的影响。”郝俊美告诉记者，
2005年12月，郝俊美的原单位破
产，她加入失业的大军。她积极
参加了再就业培训班，学习技
能。“现在，自己稍微有点能力
了，就希望给社会尽点责任，帮
助一下处于困境的人。”

从2007年开始，郝俊美就做
着一件到现在都感动和欣慰的
事情，就是培训下岗员工并帮助
他们提供再就业岗位。“其实我也
没做多大的事情，就是举办花艺培
训，帮助他们多掌握一点谋生技
能。”目前，她已经帮助很多下岗职
工找到就业岗位或者帮助他们创
业成功，受益者数不胜数。

她还经常去大学开设企业
家课堂，“年轻人有激情和创
意，所以我特别喜欢和他们交
流。”郝俊美告诉记者，有学校
邀请她去开讲座，她从来不推
辞，甚至会调出已经安排好的
假期。现在，她的丽人花艺商行
已经成为济南大学等多所高校
和历下区人社局指定的高校毕
业生就业见习基地，很多大学
生成为了她的同行或者创业路
上的伙伴。

此外，她还经常参加大学生
创业大赛，担当评委。“不是专职
老师却桃李满天下”，这是在创
业大赛上大家对她的评价。遇到
想法特别棒的大学生，她会毫不
犹豫地拿出自己的店面供他们

“折腾”；碰上因为资金短缺而有
上进心的年轻人,她也会给予一
定的资助。“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帮助别人，自己也会得到快乐 ,
这就是福往者福来。”郝俊美说。

郝俊美的“花样”创业路，花店、餐厅、培训样样玩转

别别人人忽忽视视的的客客流流在在她她眼眼中中成成为为商商机机

创业精英汇

秋日下午两点，阳光
正浓，在德贝花园西餐
厅，记者见到了郝俊美，
一袭酒红色的长裙、长长
的波浪卷发、精致的珊瑚
配饰，气质优雅地来到记
者眼前。此刻，她刚刚结
束跟丈夫、女儿的美好旅
行归来。作为丽人花艺商
行的总经理，“本想40岁
之后就回归家庭，现在又
干起德国餐厅，不过我很
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
郝俊美告诉记者，管理公
司和酒店、旅游还有陪伴
家人是她现在生活的全
部。

本报记者 刘胜男

郝俊美说，每天与花
相伴，人也是快乐的。

本报济南11月8日讯(记者
李虎 ) O2O烧钱厮杀的

风口已过,投资人正在变得
越来越谨慎,11月1日下午2
点 ,齐鲁晚报创客团“私董
会”邀请E洁洗董事长胡波、
漱玉平民医药集团电商事业
部总经理娄新珍、曹操送
CEO魏东、店小一副总经理
王德华四位嘉宾共同探寻
O2O未来发展的方向。

“寒冬到来,对于我们这
样的二线城市O2O创业者来
说实际上是利好。”E洁洗董
事长胡波认为,所谓的资本
寒冬,只是投资回归理性和
正常,原来的那种投资方式,
只关注流量、用户数,现在投
资者更加谨慎了,更加看重
泡沫化不严重的二线城市,
关注点回归到了O2O的盈利
能力、能否改变或提供生产
效率上来。

胡波坦言,二线城市的
O2O先天“出身不好”,绝大
部分投资人认为只有一线城
市的O2O项目做大才能复制
到下面的城市,其它的同类
项目一般是被并购,很难得
到机构投资者的直接投资。
不过项目可以盈利,还是有
不少投资机构找上门,想要
投资,胡波因此称,能盈利的
O2O还是不愁没人投资的。

作为我省医药零售连锁
行业的龙头企业,漱玉平民
在运作其O2O上门送药项目

“优药送”时,没有选择找投
资烧钱做APP进行推广,娄

新珍介绍说,烧钱确实能在
短时间内带来大量用户,但
是客户黏性不足,同类的医
药APP获取每个用户的花费
在100元左右 ,投资寒冬下 ,
这些APP的日子并不好过。

“现在消费者对互联网
购买渠道已经形成了习惯,
我们做O2O很看重这部分用
户资源,基于实体店的运作
对其进行再开发,当用户积
累到一定量后,也可能会接
触风投,共同出资开发这部
分资源。”娄新珍说。

“其实对于二三线城市
的O2O公司,融资寒冬一直
都在,想要拿到投资一直都
很艰难。”曹操送CEO魏东
认为,现在烧钱最猛的出行、
外卖、上门类的O2O,烧钱的
力度急剧下降甚至已经停止
了补贴,B轮后的融资基本停
止了,二三线城市O2O公司
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本地没有
靠谱的天使投资人。

“投资者看的是企业的
自我造血能力,良性发展,企
业获取的收益大于成本是投
资者看重的前提条件。”作为
一家定位于济南本地生活领
域的O2O电商平台,店小一
在年初就与本地的红桥资
本、省外的复兴资本有过接
触。店小一副总经理王德华
说,在资本寒冬下,店小一目
前采取的是自营商品灵活调
度获取用户的方式,加强自
我造血功能,降低对融资的
依赖程度。

嘉宾在私董会现场
探讨资本寒冬下O2O未来
发展的方向。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扫码关注创客齐
鲁微信公众号

不能盈利的O2O

注定要失败

在E洁洗董事长胡波看来,互
联网只是个工具,关键是能改善生
活、提高效率。很多O2O的产品,从
生产者来说,产品没有改进,从消费
者来说,享受的服务没有提升,而作
为中间渠道的平台只是一味烧钱,
没有能够盈利的商业模式,这就违
背了做生意要盈利的本性。

“如果是单纯为了拿投资,而
不考虑盈利,我去大学城做地推,地
推两块钱可以获得一个会员,要增
加10万会员很容易,但这些不会产
生购买的会员是无效的。现在的投
资人已经开始关注项目能不能盈
利、有没有盈利的希望,如果没有
盈利的希望,O2O注定要失败。”胡
波说。

资本寒冬对二线城市

一直都在

曹操送CEO魏东认为,互联网
热潮中催生出的O2O项目 ,不以
用户需求为导向 ,而以所谓的快
速增长为目标 ,已经支撑不住了 ,
所以才会认为资本寒冬到来了。
市场上其实还是有大量的资金 ,
只是需要投到踏踏实实做事的
公司。

“寒冬论主要是对主流的公司
和投资机构而言的,集中在北上广
等一线城市,对二三线城市没有影
响 ,二三线城市的融资一直比较
难。”曹操送CEO魏东说道。

“接触过的很多投资人 ,有
些人的观点是 ,我给你投点钱就
是董事长 ,股份要占到51%。还有
很多投资者对行业不了解 ,还没

投资 ,就要对企业模式进行改变。
总之,在济南,很难找到靠谱的天使
投资人和机构投资方。”

好项目寒冬里

也能引来IDG

“大家都在谈论资本寒冬，现
在的大环境也确实如此，但我的企
业依然受投资者欢迎。”青岛利康
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罗
莹说，公司主营高科技医疗纱布，
目前有IDG等多家投资机构对其
项目有了初步投资意向。“通过创
客汇的路演活动，给不少投资机
构介绍了我们的项目，他们表现
出了投资意向，主动联系我去厂
里考察，现在一切还在洽谈中。
我没有感受到寒冬，反而看到了
资本对我们项目的热情。”

本报记者 李虎

现场互动


	E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