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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初步检查

家乐福宣布
获腾讯、
永辉投资

本报讯（记者 温婧）昨天，家乐福方面宣布已
经与腾讯、永辉在中国达成战略合作，并签署了进
行潜在投资的投资意向书。
家乐福昨天公布的消息称，家乐福与腾讯和永
辉签署了一份对家乐福中国潜在投资意向的条款
清单。家乐福称，本次合作结合了家乐福的全球零
售专知、腾讯的卓越技术和永辉的丰富运营经验，
尤其是在生鲜行业的深厚知识积累。永辉是中国
大陆首批将生鲜农产品引进现代超市的流通企业
之一，
目前在 23 个省市已发展超 590 家连锁超市。
根据家乐福介绍，三方合作范围包括以下主要
领域：数据、智慧零售、移动支付、店内体验和数据
分析，旨在提升家乐福客流量。通过此次战略合
作，家乐福将提升其线上曝光率，提高线上与线下
零售业务的流量，并利用腾讯先进的数字和技术专
长开发全新的智慧零售项目。早在 2015 年 4 月家
乐福就已与腾讯展开初步合作，在其中国分公司旗
下店铺全面普及移动支付技术。此次合作后，腾讯
将通过其社交平台进一步发展零售业务，并在家乐
福的生态内提高微信、微信支付、云计算等服务的
使用量。
此次投资完成后，
家乐福仍是家乐福中国的最大
股东。据资料，
目前家乐福在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运营逾 12000 家商店与网上商城，全球员工超过
38 万人，
2016 年总收入达 1037 亿欧元。截至目前，
家乐福在华门店总数达269家，
其中包括230个大卖
场、
39家便利店，
电商业务也进入全国18个城市。
家乐福同时强调，以上战略合作与投资尚需进
一步尽职调查以及各方就最终文件条款达成一
致。家乐福将适时向市场披露进一步发展情况。
家乐福 23 年前进入中国，
不过近几年其业绩表
现不佳。2016 年，家乐福财报显示其在亚洲亏损
5800 万欧元；2017 年 8 月发布的盈利预警称中国
业务销售额上半年同比下跌 6.0%；今年 1 月 18 日
家乐福再次下调了 2017 年的盈利预期。
“和国内外电商合作是必要的，新零售需要引
进外部人才，单靠内部孵化很难做出来。”家乐福中
国区副总裁、全国购物中心总监陈维敏此前表示，
接下来一年，家乐福将会大力改造传统门店成为社
区 MALL。

“80 后”
上任
北京苏宁总经理

本报讯（记者 张钦）昨天，北京苏宁宣布高层
人事变动，
“80 后”的郝嘉出任总经理一职，执掌年
销售额超 300 亿元的大盘。而北京青年报记者了
解到，与苏宁北京换帅几乎同时，与北京大区地位
同等重要的苏宁上海、南京两个核心大区也都迎来
了新的总经理，
而且接任者也全部为
“80 后”
。外界
分析，新年伊始苏宁的接连动作或显示苏宁的管理
层换代已经悄然展开。
值得注意的是，苏宁的这次换代起用的都是苏
宁自己培养的管理梯队，这三人都来自于早年从应
届大学毕业生中直招进苏宁的“1200 工程”梯队。
他们从一毕业就在苏宁工作，可以说是深刻领会苏
宁的企业文化。苏宁从 2002 年底开始启动“1200
人才工程”，首期在全国范围招聘 1200 名 2003 届
本科毕业生，至今“1200 工程”已为苏宁引进 15 批
高素质人才。这一群体也是被苏宁控股集团董事
长张近东寄予厚望的群体。
据了解，
去年 12 月 19 日，
张近东在苏宁智慧零
售大开发战略大会上发布了一项被很多人认为是
难以完成的目标——今年苏宁要实现新开 5000 家
店的目标，交易规模挑战两万亿元；未来三年实现
15000 家店、2000 多万平方米商业实体落地的目
标，届时苏宁旗下各种业态门店总数将达两万家。
其中仅在 2018 年，苏宁就将新开各类门店 5000
家。这一计划刚刚公布不久，苏宁就启动了大范围
的管理层“接班”计划，显然这次人事调整应该是其
整体战略目标中的重要一环。新上任的北京苏宁
总经理郝嘉昨天透露，按照总部智慧零售大开发战
略的部署，今年苏宁在北京将实现跨越式发展，将
新开 189 家门店。

未发现违规提供购房首付融资、
“首付贷”等行为

本报讯（记者 朱开云）延续去年“3·17”以来
逢涨必查、逢炒必办的严格执法原则，针对近期
有媒体调查发现部分中介和融资担保公司联合个
别银行购房“加杠杆”的现象，北京市住建委联合
银监部门开展专项执法，重点查处房地产经纪机
构、金融机构等参与变相加杠杆、首付贷等违法违
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惩不贷，并公示曝光和联
合惩戒。

1 月 23 日 ，住 建 委 检 查 组 来 到 位 于 海 淀 区
玉海园的大苑地产采石路分店和链家采石路
分店两家房地产经纪机构门店。经初步检查，
未发现违规提供购房首付融资、
“ 首 付 贷 ”等
行为。
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北京市将
坚 决 贯 彻 落 实 党 的 十 九 大 关 于“ 房 子 是 用 来 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坚定调控决心不变、

力度不减，继续强化各项调控政策措施和保持房
价稳定。北京市住建委将紧紧围绕这一调控工
作 要 求 ，加 强 部 门 联 动、强 化 执 法 合 力 ，主 动 出
击、露头就打，对于任何挑战调控政策的市场主
体 ，特 别 是 媒 体 报 道 和 群 众 投 诉 举 报 的 违 规 主
体，实施综合打击、精准打击，确保“3·17”以来的
系列调控政策措施持续落到实处，进一步巩固和
强化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效。

孙宏斌回首入股乐视一年：
做生意肯定有赔有赚

停牌9个月 乐视网今复牌
停牌 9 个多月的乐视网昨天晚间终于宣布，股票将于今天复牌。
对于乐视网的投资者而言，也许正如孙宏斌昨天在投资者说明会上所言：
“ 人生有很多遗憾。”
停牌 9 个多月的乐视网昨天晚间终于宣布，股
票将于今天复牌。其实这也在外界的预料之中，
因为就在上周末，乐视网宣布终止对乐视影业的
重组计划，乐视网长期停牌的理由已不复存在。
昨天上午，乐视网高层就此次终止重组召开了投
资者说明会，按照惯例，乐视网今天复牌也就在情
理之中了。尽管复牌程序在预期之中，但乐视网
今天开始将迎来多大幅度的调整，则是未来几天
市场关注的焦点。目前已经有基金对乐视网股票
估值下调，而乐视网停牌前的股价为 15.33 元/股。

复牌前乐视网举行线上说明会
昨天上午 10 点，乐视网举行的《关于终止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经营情况投资者说明会》准时
开始。乐视网董事长孙宏斌、总经理刘淑青、财务
总监张巍、董秘赵凯等在线回答了投资者的提问。
也许是因为面对的不是投资者而是鼠标、键盘，孙
宏斌在昨天的线上投资者说明会上没有再说出什
么金句，但也许这是因为入股乐视网一年来的经历
已经让他失去了很多激情。
从深交所互动易平台上显示的内容来看，昨
天网友的提问明显没有预想的积极，也没有提出
太多尖锐的问题，而乐视网方面的回答也都中规
中矩，有很多回答甚至是直接把已经发布过的公
告原文列出。因此整场说明会并没有太多亮点，
反倒是几名网友针对孙宏斌个人的提问让孙宏斌
说出了一些心里话。而这些话语让人感到，与一
年前雄心勃勃投资乐视网时相比，孙宏斌的锐气
减了不少。

乐视网正推动贾跃亭以乐视汽车股权抵债
乐视网近日发布公告，公布贾跃亭及乐视非
上市体系对乐视网的欠款情况。尽管双方在欠
款余额究竟是 60 亿还是 75 亿上存有争议，但贾
跃亭方面面临着对乐视网的巨额还款压力毋庸
置疑。
昨天，乐视网在回应“贾跃亭是否同意转让汽
车公司股权”的问题时首度透露，乐视网正在推进
用包括法拉第未来（Faraday Future）、Lucid 和乐
视汽车在内的汽车业务股权以资抵债，以解决目前
贾跃亭等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欠款问题。去年初
孙宏斌的融创投资乐视时，唯独没投的就是汽车项
目，按照当时孙宏斌的说法是“对贾跃亭的汽车业
务看不懂”。当时融创投资 150 亿元给乐视时，双
方的说法都很明确，
“ 这 150 亿元能够解决乐视上
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部分未来发展所需要的全部
资金，但是不包括汽车。”孙宏斌当时在发言中多次
明确把自己的投资与乐视汽车板块分割开来，表示
自己的资金不会用于汽车。
其实，汽车是目前规模仅次于房地产的行业，
尤其是电动汽车更是朝阳产业。不过，对汽车的投
资无比沉重，贾跃亭曾坦言，要想达到乐视汽车规
划的产业规模，大约需要 300 亿到 500 亿元的投资
额，
这显然不是融创一家力所能及的。

乐视网复牌后贾跃亭或面临平仓风险
乐视网复牌后，贾跃亭质押的乐视网股票是否
会被强行平仓从而危及其乐视网大股东地位，这也
是昨天投资者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一问

题乐视网方面显然是有所准备，他们只是很官方地
回应称：
“股价走势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公司无法
对复牌后的股价进行判断。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特别是融资融券、股权质押等方式下的
投资风险。
”
据了解，贾跃亭目前是乐视网第一大股东，持
股 25.67%，孙宏斌实际控制的融创中国持股乐视
网 8.56%。
“如果因股价下跌，贾跃亭也未对保证金
进行补足，则其所质押的乐视网股权将由质押机构
按照协议条款进行相应处置。”乐视网方面昨天表
示，目前贾跃亭并未表达对所持乐视网股权的处置
安排，也未表示不对所持股权在质押机构的质押行
为支付补足保证金。
不过乐视网方面昨天也表示，公司现阶段将着
力解决公司面临的资金紧张和供应链问题，以期公
司业务恢复稳定。同时乐视网透露，目前孙宏斌掌
控的乐视网第二大股东天津嘉睿也在期望通过借
款、增资等措施缓解公司资金紧张的局面，为后期
持续经营做保障。

孙宏斌自叹“人生有很多遗憾”
乐视网昨天对目前公司的困境坦承，
“ 如果没
有新的资金进入，公司将面临经营困难问题。”据了
解，虽然乐视网正对贾跃亭方面的欠款积极催收，
但仍存在回收风险。截至目前，公司部分关联方应
收款项尚未收回。乐视网表示，如这些应收款项出
现大面积回收困难，将导致公司现金流极度紧张，
危及公司信用体系，致使融资渠道不畅，对公司经
营构成不利影响。
“ 公司管理层已认识到问题的严
峻性和紧迫性，如果没有新的资金进入，公司将面
临经营困难问题。”乐视网还表示，公司将采取包
括法律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责成关联方以现金
或者以资抵债等方式切实解决上市公司对非上市

体系公司因历史关联交易形成的关联应收款，尽
最大可能保障上市公司股东权益。
与一系列官式回应相比，孙宏斌昨天在回应网
友几个有关他本人投资乐视的感受时还是吐露了
一些心迹。不过与一年前入股乐视时的雄心勃勃
相比，昨天他则表现得有些信心不足，
“愿赌服输”
、
“人生有很多遗憾”
、
“做生意总是有赔有赚”等话语
不断从他口中吐露。

乐视网股票估值缩水
此前虽然一直处于停牌之中，但乐视网股票的
“价值”
却在不断缩水。
从去年 7 月份开始，乐视网便遭遇基金集体
调低股价估值。其中最近一次是中邮基金、嘉实
基金、易方达基金将乐视网估值下调。去年 7 月
份，包括中邮、嘉实、国泰、工银瑞信、易方达等基
金公司率先开始下调对乐视网的股价估值。当
时率先下调乐视估值的是长期重仓乐视网的中
邮基金，其公告称，公司对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
乐视网股票进行估值调整。随后不久，乐视网在
去年 8 月底曾进行过分红扩股，即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并派发现金红利 0.28 元人民币，
各基金公司对其股价预估值也进行了相应调
整。不过，很快又有两家基金公司再度下调乐视
网的估值。
前年 8 月份，乐视网向财通基金、章建平、嘉实
基金、中邮创业基金四名对象定增发行了 1.07 亿
股，融资 48 亿元，当时的定增发行价格为 45.01 元/
股。财通基金、章建平、嘉实基金、中邮创业基金分
别认购 3910 万股、2488 万股、2133 万股、2133 万
股，这些定增股份锁定期为一年，即去年 8 月 8 日才
迎来解禁期，
但乐视网一直停牌。
文/本报记者 张钦 供图/视觉中国

飞猪购票无搭售 春节回家放心买
2 月 1 日，持续 40 天的 2018 年春运将正式开
始，据悉，今年大数据预测春运将有 30 亿人次集中
出行。如何快捷又省心地买到回家过节的车票，是
异乡奔波的人们最关心的事。
前不久，有媒体对多家第三方在线售票机构进
行测试，飞猪由于无任何购票搭售产品获得媒体点
赞，消费者春节回家购票终于有无须提防“被搭售”
的渠道了。

机票搭售顽症难除的背后牵涉到在线旅游服
务商（OTA）心知肚明的一个行业
“潜规则”
：
机票业
务占据 OTA 收入的绝大部分，而盈利的主要秘诀
就是搭售各种消费者深恶痛绝的消费券。这种行
业
“潜规则”
严重影响了广大消费者的体验，
2017 年
10 月演员韩雪通过微博吐槽被某在线旅行机构在
销售机票时强行搭售酒店消费券，引发网友广泛响
应，
大呼
“苦秦久矣”
。

飞猪去年全面取消附加产品默认购买

“三无”
机票无搭售、
无猫腻、
无潜规则

记者以 2 月 12 日上海到北京的航班为例查询，
同一航班航司官网净票价为 1070 元，含税后为
1120 元。从飞猪购买的净票价同样为 1070 元，由
于近期飞猪恰好在进行春运机票红包减价促销，减
去 30 元红包后，
含税的价格为 1090 元，
比航司官网
价格更便宜。
飞猪客服告诉记者，飞猪自 2017 年 10 月就全
面取消了各项附加产品的默认购买，消费者如确有
保险或休息室产品需要，可以再进行主动勾选，平
台不会设置默认勾选。
据媒体报道，有的第三方购票机构的搭售产品
勾除位置并不明显，很容易导致消费者多付费用。
不少机构搭售产品除了航空保险外，还有酒店券、
接送券、贵宾厅等搭售“私货”，搭售选项也并非一
成不变，
金额和类目都可能时时变动。

飞猪购票页面

在中国消费者协会和政府监管机构的介入下，
一些在线购票服务商对产品作出调整，但搭售现象
并未根除。今年 1 月 18 日，
民航局再次出台征求意
见稿，
要求各航司和第三方购票平台
“不得以默认选
择方式为旅客做出购买付费服务的选择”
，
严禁机票
搭售行为，一旦违反规定可能面临最高 3 万元的处
罚。不过法律专家认为，互联网电子证据存在取证
难、
认定难的问题，
事后监管存在相当大的难度。
事实上，飞猪早在 2015 年就推出了“放心飞”，
在机票退改签上全线对齐航空公司标准。同时，为
消费者提供“无搭售、无猫腻、无潜规则”的“三无”
机票，承诺绝不搭售任何名目的消费券，以真正实
现飞猪所倡导的
“明白买”
、
“放心飞”
的消费体验。
飞猪副总裁胡臣杰告诉记者，飞猪之所以能够
不做搭售，原因在于采用的是平台模式 OTP（On-

line Travel Platform）。简而言之，就是商家直接
接触消费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飞猪按照交易票
量收取一定比例的交易佣金，这是和传统以赚差价
为盈利模式的 OTA 最大的区别。

在飞猪买火车票、
汽车票也无搭售困扰
目前，飞猪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机票直销平
台，国内外航司旗舰店数量已超过 70 家。依靠阿
里生态的巨大流量，航空公司可以迅速提高直销占
比。作为整个阿里生态中的一个板块，飞猪有阿里
7 亿用户的支持（其中 5 亿移动端活跃用户），在淘
宝、支付宝都有飞猪的入口，阿里用户可以直接在
淘宝天猫或支付宝的飞猪入口下单买机票。
除了机票无搭售外，在飞猪购买火车票、汽车
票也同样不必担心受搭售困扰。同时，飞猪还支持
用花呗直接付款（其他 APP 都是预付款购票，抢票
失败再退还）。在春节这种处处要钱的时间段，能
够省下一大笔开支，一个月后再还，颇受精打细算
的消费者喜爱。
专家提醒，消费者春节回家购票往往比较心
急，更应选择好无搭售的放心平台，不要只看到部
分第三方平台的搜索显示价格低，如果加上搭售产
品费用后，要付的价格跟之前相差的就不是一点
了，
很容易掉入搭售陷阱。
文/本报记者 丁国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