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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服务标准、助力商家线上化

58同城到家精选将让家政服务像自来水一样

北京酝酿外卖小份菜标准

新流量不断加持

“双11”期间，服务类订单呈现快速增长

态势。10月21日-11月11日期间，到家精选平

台开启主题为“美好生活节”的家政大促活

动。期间，58同城到家精选活跃用户超过1000

万人。平台商家订单量快速上涨，“双11”当天

订单量是日常均值的5倍。

用户对于家政服务的需求愈发常态化。

“双11”期间，北京的消费者使用家政保洁服

务最为频繁，1天的日常保洁订单量约为天津

的10倍；上海则是搬家服务看涨，数据显示，

每到周六12点，现搬家运输需求高峰。

除此以外，洗衣、家电清洗服务在部分城

市的订单量十分可观。其中，冰城哈尔滨的洗

衣订单居全国首位；以辣火锅著称的城市———

成都、重庆则对家电清洗有更高频的需求，平

均45天就要清洗一次抽油烟机。沈阳用户对

家电维修的订单排在城市榜单第一名。

值得注意的是，到家精选平台获得了一

批高黏性、消费周期长的用户。从用户画像来

看，“90后”已成为到家精选平台的消费主力。

其中，“90后”消费者占比达到45%，其次是

“80后”和“70后”，分别占比33%和17%。分析

指出，与“70后”“80后”相比，“90后”或更加在

意时间成本、购买体验等无形价值，对家政服

务的依赖性更强。

消费者对于家政服务的需求出发点也在

变化。到家服务平台调研数据显示，在消费者

雇佣家政服务原因上，“工作忙没时间”“家里

老人孩子需要照顾”“家政服务更专业”位居

前三。需求原因从“我需要”向“它专业”的方

向而变化。

“双11”期间，订单集中增长也不会过度

消耗用户的购买热情。李子健表示，“双11”期

间，到家精选平台中，有大量的新用户订单，

这也使平台有了更多增长的潜力空间。

做到上面的成绩，到家精选平台只用了

一年半的时间。到家精选成立于2018年，服务

内容包括保洁、搬家、维修、回收等生活服务

中的200多个品类。截至目前，到家精选在全

国27个省市开展业务，平台拥有超过1万家中

小微企业，服务超过150万消费者。

运营的加减法

背靠58同城，到家精选平台不缺商家资

源，为了呼应名称中的“精选”，平台做了最初

的减法。据李子健介绍，58同城深耕生活服务

领域15年，平台上积累全国超100万家中小微

商家资源，但目前进入到家精选的只有上万

个商家。

对比之下，入选到家精选平台的比例为

1%，这也意味着，到家精选平台有着很高的

准入标准。例如，商家需要通过到家精选平台

进行企业资质认证、缴纳保证金、完成培训

等审核流程，并通过在线考试方可持证上岗

等……“商家入驻到家精选的门槛很高”，李子

健表示。

在审核层面，到家精选不断做加法。到家

精选的审核层面，从商家资质延伸到每一个

服务者。这样的要求，也源于家政服务行业的

特殊性。李子健表示，无论是外卖还是快递，

或者打车，消费者与服务者接触时间几十分

钟，而消费者会与家政员在封闭空间内相处

数个小时，人员、服务的安全性备受关注。

对此，58同城会联合人社部对平台上的

家政企业服务人员进行背景调查，并要求服

务者提供健康证、体检证明等相关材料。同

时，58同城与入驻企业共同建立家政服务人

员信用评价体系，该体系根据消费者的服务

评价，对不符合平台规定的服务人员进行清

退处理。

“到家精选平台也在尝试与商务部建立

对接，希望借政府力量，让平台能更好地开展

服务人员背景审核”，李子健表示。

在李子健看来，家政服务行业从不缺劳

动供给，全国有4500万家政从业人员在岗，每

年还以两位数的增速增长。与此同时，在行业

内来看，市场仍存上千万的服务缺口。“行业

不缺劳动力，缺少的是优质的服务供给，国内

至今没有出现全国性的兼备服务好、口碑好、

规模大、成长快的家政企业。”

李子健表示，到家精选平台的成立，是希

望通过平台的力量，平台与通过平台严选商

家制定服务标准、价格标准、服务保障来改变

这个行业，让整个优质的供给能够在平台上

得到更好的发展。

到家精选平台也将延续58同城的“平台

基因”，赋能家政服务行业。据介绍，到家精

选平台为入驻商家免费提供后台管理系统，

帮助商家进行数字化转型。与此同时，到家

精选的后台系统也将基于大数据算法，帮助

商户实现商品、订单、服务人员的智能化管

理。例如，在家政服务人员的系统内，更好的

管理服务人员的时间，实现小范围内的多单

派送，降低人员的时间成本。对比数据显示，

到家精选提供的智能后台管理系统至少提

升30%的经营效率，减少商家经营成本和管

理成本，能够给商家更好的支持和赋能，让

商家赚更多的钱，同时让消费者有更好的服

务体验。

与此同时，到家精选平台设立了保险金

体系，在消费者对家政服务不满意或服务人

员原因造成家中出现物品损失时，平台可以

从财产、权利等多角度保障消费者无忧享受

优质服务。

李子健希望，未来的家政行业能像自来

水一样，向用户提供标准化、统一化的服务。

“拧开水龙头，就有自来水流出，并供用户使

用，北京有十多家自来水厂，消费者在用水时

不会去纠结水来自哪家水厂。无论是哪位服

务人员上门，服务都该是一样的。”

家政线上化提速

提起到家精选平台的一年半间的发展，

李子健觉得有喜有忧。忧的是，2019年，到家

精选刚刚建立时，无论是商家还是消费者对

平台的知晓度并不高。“商家对到家精选未来

发展半信半疑，这也源于家政服务行业还没

有实现大规模的互联网化。”再者，在行业经

历长时间粗放发展后，当一家平台开始倡议

建立统一标准、统一收费标准的时候，商家并

没有较大的积极性。

不过，上述情况在今年上半年开始了“逆

转”。李子健介绍，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商家

会主动找到到家精选平台寻求合作。“疫情防

控背景下，整个本地生活服务的容量不断扩

大，消费者越来越愿意通过线上找服务。”

同样让李子健在意的是，家政服务的服

务体验效果并不乐观。2019年第三季度，福建

省各级消委会统计数据显示，生活、社会服务

类投诉共993件，占服务类投诉的31.86%，其

中最为突出的是家政服务类的投诉。福建省

的统计数据是家政行业问题缩影，行业标准

亟待补位。

用户通过到家精选平台下单购买家政服

务，将得到标准化的服务。以搬家服务为例，

服务人员什么时间上门、如何与客户沟通、

搬家过程中出现的突发情况如何处理等每

一步都做到了严格的标准化。这也是到家精

选从简单的信息平台往服务平台演变的重要

一步。

线上也让家政企业调整更具灵活性。在

今年疫情初期，到家精选平台内上线了消毒

保洁服务，在消费者重视消杀的时候，及时推

出相应的上门服务。现在，到家精选在空调维

修、管道疏通等细分业务中均实现了标准设

定，以及统一定价。

值得关注的是，到家精选在与商家合作、

协商定立标准前，也会进行市场调研，在了解

当地消费水平、行业现状后，共同制定一个合

理的指导价。这个“指导价”也有一定灵活度，

允许商家在一定范围内调整价格，这个价格

即适用于服务的高峰，也适用于平峰。

而家政服务向线上渗透，也保证了源源

不断的订单派送给商家。

李子健表示，明年，到家精选将赋能更多

的商家。从服务品类上，到家精选也将拓展更

多细分品类，并迎合不同地区的消费需求，开

辟相应的市场。

从保洁到搬家，从开换锁到疏通下水道，从

行业到细节，从商家数量到服务标准，58同城到

家精选（以下简称“到家精选”）用一年半的时

间，在家政、搬家等本地生活领域作出了亮眼的

成绩。58同城副总裁李子健表示，“我们的愿景

是，未来家政服务能像自来水一样，无论消费者

在哪里下单都可以获得同样的服务”。

需求上涨

8月“制止餐饮浪费”的号召一发起就得

到了众多餐饮企业的响应，从业者第一时间

选择在堂食及线上外卖尝试推出小份菜产

品，并且开始强化对消费者适度点餐、避免浪

费的宣传引导。相比线下堂食，外卖可触及的

场景更多。

此外，近年来随着一人食外卖持续发展，

越来越多的餐饮企业已经开始针对一人食消

费设计外卖产品，尝试推出各类一人食套餐

或者外卖小份菜。不过，该方向却不是企业发

力的重点，只是重在借此优化外卖产品结构

和服务的举措。

参与本次外卖小份菜团体标准制定的北

京华天饮食集团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商

报记者，北京华天旗下的餐饮品牌虽然在外

卖渠道暂未沿用堂食小份菜的举措，但为了

响应厉行节约的号召，华天各品牌门店在外

卖平台主要采用单人套餐的形式，用直接搭

配好的方式引导用户订餐。

据了解，华天各品牌在外卖平台上线的

单人套餐共有70-80种，占到菜品总量的7%

左右。单人套餐的月订单占比大约在外卖订

单总量的16%左右。“虽然占比并不高，但对

比在推行制止餐饮浪费之前，消费者适度订

餐的认知度有比较明显的提升，近两个月北

京华天旗下品牌单人套餐外卖订单数量有上

涨的趋势。”上述负责人明确表示市场对单人

套餐的认可度颇高。

永和大王相关负责人也有相同的看法：目

前永和大王已经在外卖平台上线了小份菜和单

人套餐共8种产品，占整个永和大王外卖SKU的

20%。由于永和大王是快餐企业，外卖产品本就

多以套餐产品为主，因此永和大王月均单人套

餐或小份菜外卖订单的占比在25%左右，同样

是在近两个月有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

外卖单人套餐及小份菜产品订单的上涨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消费端对于外卖消费

避免浪费、适度订餐的意识在提升，对于外卖

小份菜和单人套餐的需求也随之提升。而上

述两家餐企负责人同时表态，希望能够借此

机会推出更多符合一人食以及能够有效帮助

避免餐饮浪费的产品。

品类增加致成本高企

小份菜逐渐成为餐饮企业和消费者的

心头好，不过赞誉声中藏着餐饮企业的忧虑

和愁绪。

研讨会上，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负责

人给出了饿了么、口碑等平台对商户目前研

发、上线小份菜产品的调研结果。她表示，尽

管从订单反馈情况来看，小份菜、单人套餐的

总体订单量一直保持上涨的态势，但是很多

商户对于小份菜也很发愁，甚至不愿意推出

小份菜。

对此，上述北京华天负责人表示，外卖小

份菜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运营成本，比

如快餐品牌的产品标准化会受到一定影响。消

费者购买小份菜的同时，会倾向于增加购买

的种类，对出餐和打包的效率也会有一定影

响，多份打包盒带来的额外支出也会降低消

费者的就餐体验。同时，也会产生更多的餐

盒、打包袋等厨余垃圾。这也是华天目前在外

卖平台上更多选择推行单人套餐的原因之一。

京味斋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

采访时也持有相同观点，他表示：“且不说外

卖环节，仅在制作环节，分量减半对于企业尤

其是正餐企业而言并不会减少成本。”

该负责人继续解释称，除了原材料的成

本有所降低以外，小份菜和正常的菜品在人

工、房租、能源成本等方面的支出基本一样。

此外，为了保证产品的品质，企业是在接单后

现制，很难一次性集中预制，再等有订单时直

接发货。因此，对于企业而言，小份菜起不到

减少成本的效果，反而会因消费者点小份菜

导致品类增加，进而增加成本。

永和大王负责人则表示，消费者与企业

对小份菜的认知存在差异，甚至是偏差。“例

如，很多消费者认为小份菜是在原来的菜品

分量的基础上做了减少，就应该按照减量的

相同比例降低价格，否则企业就是在借机涨

价，这种认知给依赖口碑的餐饮企业带来很

多困扰”，该负责人说道。另外，对快餐业态而

言，产品本身就是高标准化，推出小份菜并不

是单纯地要改变门店操作，而是会涉及整个

链条的调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过程。

首份标准应起到鼓励作用

在本次研讨会上，有专攻营养方面的专

家认为，推行小份菜其实有助于推动外卖用

户多样化搭配订餐，如果能够在标准制定

过程中加入对膳食均衡、合理搭配的建议或

者相关的量化标准，对推动小份菜发展很有

帮助。

不过中疾控营养健康所研究员王竹提出

了相反的观点，认为营养搭配固然非常重要，

但从企业反馈情况来看，推行小份菜将会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现阶段，需要让更多的消费

者知道外卖平台上有小份菜产品可以选择，

这种选择不仅能够帮助消费者的营养更加均

衡，也能够有效避免产生浪费。

另外，鼓励更多餐饮商户积极参与到研

发和推广小份菜的行列中，让供给端丰富起

来才能让更多的消费者认识并选择小份菜。

王竹建议：首份外卖小份菜的行业标准应当

以此为目的，让更多优质商户参与其中，进

而带动更多商户以前者为案例参与进来。

此次研讨会初步达成共识，首份外卖小

份菜团体标准将会在餐饮企业现有的相关产

品的基础上，鼓励商户上线种类丰富的小份

菜产品，并通过明确的频道对其小份菜产品

进行分类，餐饮企业要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及

运营特点有选择地推出小份菜产品。

此外，有餐饮企业代表建议，虽然目前很

多餐饮企业都已经开始提供单人套餐，但对

消费者而言并没有太特别的体验。希望外卖

平台能为提供单人餐或小份菜的门店设有专

门标识，同时定期给予专门的流量入口到能

提供单人餐的门店。对于下单购买单人餐的

消费者，也希望平台能给到一定的激励。

对此，阿里本地生活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将会考虑给推出小份菜产品的商户设计标签

或频道，方便更多用户发现和搜索，并且将会

给按照标准推行小份菜产品的商户一定的流

量支持。

北京商报记者 郭诗卉

行业协会、企业平台和权威媒体正酝酿联手为小份菜定标准。11月19日，由
北京烹饪协会、阿里本地生活以及北京商报社共同发起的外卖小份菜标准专家
研讨会在北京商报社召开。研讨会主要针对应该如何定义小份菜、应从哪些方
面去制定外卖小份菜的标准以及标准该如何推行等方面展开。

现阶段，由于餐饮业态的差异以及营养需求的不同，餐饮企业制作与推行
小份菜时阻碍重重。针对行业中现存和潜在的诸多难点，研讨会有针对性地确
定了首份外卖小份菜标准的方向，目的是帮助引导餐饮企业搭建起自己的小份
菜研发体系，引导餐饮企业积极参与并推广小份菜产品。

餐企如何避免外卖浪费

举措：推出单人套餐。
品种数量：外卖平台上线的单人套餐共有70-80种，占到菜品

总量的7%左右。
订单量：单人套餐的月订单占比大约在外卖订单总量的16%左右。近

两月单人套餐订单有明显的上涨趋势。

华天

举措：推出单人套餐和小份菜。
品种数量：二者共8种产品，占整个永和大王外卖SKU的20%。
订单量：月均单人套餐或小份菜外卖订单的占比在25%左右，近两

月单人套餐及小份菜外卖订单有上涨趋势。

永和

大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