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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小会：
让洗衣变得“聪明”起来
记者 薛智谊

奋斗的青春
向互联网转型
走向全国市场

有衣服要洗，不用
去干洗店，把衣服放到
小区或写字楼的柜子
里，3 天内洗好的衣服
就会送回柜子。这一
切，用微信下单就能完
成。推动洗衣互联网
化、让洗衣流程变得
“聪明”起来的是董小
会，一位出身寒门却自
强不息的女子。
2017 年 1 月，宁波
智慧董小姐洗涤科技有
限公司成立，公司是宁
波市高新区 2017 年重点
引 进 的 智 能 科 技 公 司。
董小会给公司取名为
“董小姐”，和自己的名
字仅一字之差。这位在
洗衣行业已 10 多年的 80
后，想在全国掀起一场
洗衣业的大变革。

点评

市经合局
合办
东南商报

董小会 1986 年出生于江苏盐城，祖辈都以务农为生。因家中贫困，读书时，她常常
为自己的学费而犯愁。背负着沉重的经济负担，父母还是努力供她读完小学。后来，董小
会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了重点中学。高考时，她的分数线超过了北大、清华的录取
分数线，也被 2 所高校致电录取。但是，每年几千元的学费让全家犯了愁。最后，还是村
里热心的老支书，四处奔走为她在杭州商学院找到一个上大学的绿色通道。
带着全村人凑的 600 元，董小会只身前往杭州求学。为赚取生活费，她每天早起去学
校周边的小摊兼职卖货。但后来她还是被迫辍学，带着身上仅剩的 32 元茫然地坐上了一辆
开往宁波的大巴。
在宁波，她有了全身上下只剩下 2 元钱的经历。后来，她在一家快餐店找到了包吃住
的人生中第一份正式工作，虽然只有 600 元/月的薪资，但对她来说好比是一场及时雨。
董小会的人生是被奋斗改变的人生。几经打拼后，她终于在家人的支持下在镇海庄市开了第
一家“董小姐”洗衣店，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到2012年，董小会在宁波共开了27家直营门店。

随着行业竞争加剧，整个洗涤行业准入门槛不断变低，各种成本能耗却不断增加，加
上外来洗涤大鳄的相继进驻，27 家直营店的极速扩张没有带来相应的营收增加。
痛则思变，2015 年，董小会开始去全国各地洗衣先进的城市学习经验、技术、经营理
念等，决定向移动互联网转型，把洗衣服这件事搬到互联网上。
董小会撤掉了盈利能力低下的直营点，所有直营店洗衣设备撤出，人员精简，并开发
了“董小姐智慧洗涤”平台，推出了互联网+洗涤的新模式。
2016 年，董小姐又在镇海骆驼建立了拥有日洗涤能力 1000 件的超 600 平方米的大型
洗涤中央工厂，打造了宁波首家全程可跟踪的 24 小时互联网 O2O 透明洗涤的服务平台。
记者体验了“董小姐智慧洗涤”的流程。登陆微信公众号“董小姐智慧洗涤”后，扫
描小区或办公楼放衣服的柜子上的二维码付款后，柜子的门就打开了。柜内有装衣服的袋
子和一张有二维码的小纸片，把衣服和小纸片放进袋子后。专职工作人员会把衣服集中收
取到工厂统一洗涤，3 天内，再把洗好的衣服放回柜子。
这种智慧洗涤模式，减少了开实体店的人工、房租等成本，能大大降低洗衣的价格。

“董小姐智慧洗涤”还增加了 O2O 服务功能。“除了洗衣服，我们还会给客户提供其
他服务，比如发微信告诉客户衣物的后期处理方法，还有皮鞋、包的护理等。”董小会
说，目前，公司还没有开发企业 APP，只是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未来将转型为居家服务
站，可能 95%的业务是洗衣，另外 5%是修拉锁、补地砖等家政服务，满足各种细碎的需
求。当大家对“董小姐洗衣”的客户端产生刚需时，会考虑开发 APP。下一步，“董小姐
智慧洗涤”将与一些微信公众号、物流公司广泛合作，通过网络接收衣服。
目前，“董小姐智慧洗涤”在市区设立了 7 个放置 24 小时无人看守智能柜的服务网
点，覆盖宁波大学、万里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和市内一些写字楼、社区，今年
宁波市内的服务网点要增加到 100 个以上。董小会告诉记者，公司不会安于一隅，今年要
走出宁波，采取自营和连锁加盟相结合的方式，集中精力开拓上海、北京、武汉、杭州等
市场，设立服务网点 1000 个，实现营业收入 4 亿元。

市经合局副巡视员潘萍：
董小会上演了一个用移动互联网来改造洗衣这个典型的传统行业的精彩故事。机会永远
留给那些有准备的奋斗的人。互联网的发展激发了传统企业变革的决心，在董小会身上，我
们看到了移动互联网为生活服务类的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
责任编辑 张波 美编

雷林燕

照排 马喜春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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