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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美+”：家门口的跨国创业 

“e美+”到底是什么？ 
 

“e美+”家门口的跨国创业，顾名思义不用迈出国门就能帮助你实现跨国的创业梦想。 
“e美+”是由一位在华美籍韩裔梁东霞（e美商城的创始人）女士提出的，针对年轻
人创业的最简单，最低成本创业的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 
 
e美商城创始人梁东霞说：“作为一名女性创业者，我想通过‘e美+’为更多的年轻人
提供一种成熟的创业模式，让想要创业的青年创业者在化妆品美妆领域里，实现其成
为自信美丽的青年CEO。” 

 
“e美+”创业到底有多简单？ 
 

无论你是否有资金，无论你是否有店面，只要你有手机，只要你想创业，那么e美+的
三种模式，总有一款能够满足你的创业梦想！ 

 
“e美+”到底有什么特色？ 

 
①专业性：老板是美籍韩裔女性青年企业家，在韩国首尔有专门的美妆团队 
②产品：100%正品保障，100%海外直购，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化妆品+保健食品

+韩国江南造型&整形服务） 
③创业模式：简单，低成本 
④体验模式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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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 

移动电子商务 

在家门口进行

“跨国创业” 

产品渠道 

标准化培训 

线上线下对接

带来的零库存

压力 

统一装修风格 

协同推广 

一站式解决方案 

    “e美+”：家门口的跨国创业 

“e美+”创业模式介绍： 
 
“e美+”这种创业模式，将由e美商城通过专

业培训 、 协同推广， 以及统一供应海外正品、 

统一装修风格并结合O2O线上线下的推广销售

模式，让广大草根阶层可以在家门口进行“跨

国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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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韩国在华创业者，如何把握住中国的美妆风口 
原创 2016-09-02 陈茜 商学院 
 
随着新一轮消费升级，中国作为韩国化妆品全球出口的第一大市场，需求
仍强劲。面对中国跨境电商竞争格局，国际美妆品牌在中国市场的竞争，
拥有韩国品牌的支持，以正品、低价为优势的e美商城平台，为了在机遇
和挑战并存的美妆领域有突破，积极寻求转型。 
 
比起没有库存压力“微商”模式，梁东霞认为，化妆品最重要的就是客户体验。而
“e美+” 线下体验店就是一种体验模式的升级。 
 

目前e美商城的团队，主要在北京，长春，韩国首尔三地。 
 
e美商场在中韩两国有着很好的品牌和渠道资源。在“e美+”战略投资项
目的发布会上，多方支持者代表到场，比如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程方、中国最大的饰品制造/连锁商新光集团， 
韩国LG生活健康,韩国KBeauty 
Global，韩国同和藥品，韩国SPnEYE, 韩国贞华艺术大学，技德科技等。 
 

    “e美+”：家门口的跨国创业 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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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对中国化妆品的出口额，约1兆3千亿韩

元，相比上一年爆发式的增长200% 

 

尽管是有这样迅猛的增长，但是中国整体的市

场规模能达到88兆韩元，韩国化妆品出口所占

的比例不过1.5% 

    韩国化妆品的投资风口  

韩国化妆品进军中国化妆品市场的现状（从
出口的线下销售来看） 

(单位: 万USD) 

(韩国贸易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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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美+” 
创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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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情感化+休闲娱乐化 

可测试肤质的皮肤测试仪器+给顾客带来虚拟化妆的交互性镜子等新型科技产品，既可以让顾客体验虚拟化妆的神奇

又能体验到不同妆容带来的趣味性。 

 

 

 

 

想象力经济时代+她经济时代的e美+创业模式 

“e美+”家门口跨国创业模式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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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美+”创业模式类型  

”店中店“模式  

 规模: 建筑面积 15m2   

 低成本：15000元 

 概念 

 在自己的小店，开辟个小地方摆上化妆品展
示，透过手机网络销售实现购买 

“实实在在的家里"模
式 
 规模: 自定义 

 低成本：5000元 

 概念 

 在家里随心摆放好产品，邀三五朋友试用，满意
下单后，提成就到手啦！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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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美+”创业模式前期投资与回馈  

店中店模式   

 前期投资：装修费及设计费用是15000元，具体实
施要根据各店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如果店里有现成的展柜，我们可以根据店里展
柜的规格型号及展柜的排放位置，来协助店里
进行产品的排放及陈列。 

 如果店里没有现成的展柜，需要我们设计制作
的话要收费，收费标准是15000元，从展柜的设
计、制作到产品的摆放我们会及时跟进的。 

 前期回馈： 

我们免费给店里提供海报，海报是不定期更新的，
每期海报的内容都会突出几款。 

e美+的海报也会是不定期更新的。 

提供授权书。 

 

"实实在在的家里" 

 前期投资：0元 

如果有需要，我们会按需求设计与装修，装修与设计费根
据实际情况决定。 

 前期回馈： 

我们免费给店里提供海报，海报是不定期更新的，
每期海报的内容都会突出几款。 

e美+的海报也会是不定期更新的。 

提供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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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 韩国 江南 抗衰老 & 江南造型 

• 首尔江南韩流明星专门造
型师提供的姿态矫正，造
型，私人购物服务 

• 韩流艺人专门婚纱造型 

• 首尔江南最好的整形外科, 
皮 肤 科 , 眼 科 , 
牙科提供的一站式抗衰老
游客概念 

• 术后可以在清华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进行术后的恢复
和管理，消除您的后顾之
忧 

销售产品 

江南 抗衰老  

江南 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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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 

销售产品 

 韩国健康保健食品的竞争力 

 韩国比美国更挑剔严格的品质检查为基准，对于产品的安全性确保，增强信赖度 

 最近根据制药公司及大型食品企业的健康保健食品的事业领域，形成优秀产品的品质竞争 

 不仅只强调功能性产品销售而且充分满足消费者感受的高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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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美+“销售化妆品&保健食品时 

在你的“e美+”体验店购买化妆品的顾客，将永远是你的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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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美+“韩国 江南 抗衰老 & 江南造型服务  

在你的“e美+”购买产品的顾客，永远是你的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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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美+” 
家门口的跨国创业 

中关村创业大街创业者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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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美+” 家门口的跨国创业中关村创业大街创业者大赛 

“e美+”创业大赛概况 

活动时间：2016年10月28日星期五10:00~12:00 

活动地点：中关村创业大街 

主办单位：中国共产党中关村创业大街联合委员会和e美联合主办 

活动内容： 

•  第一部分：在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咖啡厅展示“e美+”店中店 

•  第二部分：进行“e美+” 家门口的跨国创业中关村创业大街创

业者大赛（以TED的形式  作为创业演讲比赛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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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美+” 家门口的跨国创业中关村创业大街创业者大赛 

“e美+”创业大赛具体内容 

 演讲内容：为什么要加盟“e美+”（创业理由） 

 演讲时间：3分钟/人 

 最终人选：20个人 

 嘉宾：50个人 （包括媒体） 

 报名资料截止日期：10月21日 

 资料提交： 

1. 以“为什么加盟‘e美+’”为中心内容拍摄一段3分钟的小视频 

2. 提交报名表格（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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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美+” 家门口的跨国创业中关村创业大街创业者大赛 
 

“e美+”创业大赛具体内容 

“e美+”优胜者名单：11月04日公布 

 

“e美+”优胜者奖品： 

• 一等奖：给予达人培养机会；第一期免费提供货源样品 

 

• 二等奖：第一期免费提供货源样品; 新型美妆科技产品-皮肤测试仪器 

 

• 三等奖：第一期免费提供货源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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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美+” 家门口的跨国创业中关村创业大街创业者大赛 

   10月28日 中关村“e美+” 家门口的跨国创业 

中关村创业大街创业者大赛的流程 

10:00~10:05  主持人开场 （李慧玲 原BTV主持人/e美副总裁） 

10:05~10:10  中国共产党中关村创业大街联合委员会的领导 祝词 

10:10-10:15  e美总经理 梁东霞 讲话 

10:15~10:20  主持人介绍“e美+”创业大赛的具体情况 

10:20~11:40  创业者演讲内容：为什么要创业“e美+”（创业理由） 

*演讲20个人*3分钟/1个人； “e美+”导师团评价1个人/1分钟 

11:40~11:45  大家集体拍照媒体出席 

11:45~11:50  结束 

 

 

 

 

TED形式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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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美+”导师团 

 

 

 

 

 

美妆达人Vicky 中国共产党中关村创业大街联合委员会的领导  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程方  

韩国化妆品公司的领导 

“e美+” 家门口的跨国创业中关村创业大街创业者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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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e美+” 
家门口的跨国创业 

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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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美+” 8月30日~9月1日中关村创业大街活动 

8月30日(星期二: 展示开始) ~ 9月1日(星期四: 撤出) : 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展

示“e美+” 

中关村“e美+”新闻发布会在Binggo咖啡厅举办 (8月 31日 星期三) 

10:00~10:05 主持人开场 （李慧玲 原BTV主持人/e美副总裁） 

10:05~10:10 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程方 祝词 

10:10-10:20 中韩方领导祝词（韩国贞华艺术大学董事长 祝词 /韩国百年企

业 同和藥品 高级经理 祝词/韩国LG集团的LG生活健康 祝词/

哈里小屋 总裁 祝词） 

10:20~10:30 e美总经理 梁东霞 发言 

10:30~10:40 领导互动体验环节 

10:40~10:50 大家集体拍照媒体出席 

 

 

 

 

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展示的“e美+” 

在中关村Binggo咖啡的“e美+”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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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我们 

e美 
e美，让你每天美一点！ 

联系方式： 

 电话：010-82600168 

 网页：www.1emei.com 

 微信公众号：emei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8号财

智国际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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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1emei.com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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