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单车巨头摩拜近日被美团收购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实际上，自从错过了去年的最佳合并时机后，摩拜
和 ofo 两大共享单车巨头的日子愈发艰难，
“ 背靠大树好乘凉”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从更大的视角来看，此次摩
拜选择被腾讯系的美团收购，某种意义上是与已经站到阿里系的 ofo、哈罗单车的一次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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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拜被美团
“低价”
收购 ofo 将车辆抵押给阿里每辆作价仅 112 元

共享单车并购背后有何玄机

在 4 月 13 日举办的“零界·2018 年 CEO 峰会”
上，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ofo 早期投资人朱啸虎
评论美团并购摩拜一事时称，去年年底是共享单车
合并的唯一机会，摩拜和 ofo 合并后估值还有两三
倍的空间，不过两家没有选择合并；共享单车在头
部城市的投放其实已经饱和了，摩拜和 ofo 这两家
公司都已经看到天花板了。他说后来自己把股份
卖给了战略投资人，
“ 财务投资人主要的目的是为
了赚点钱，但战略投资人更是为了看数据”。他的
一番话不仅道出了共享单车两大巨头的发展现状，
更透露了美团等接盘者的目的。在朱啸虎退出后，
ofo 和摩拜各自艰难发展，融资也从一个月两次降
到了 8 个月一次。如今，摩拜被美团收购，ofo 将车
辆抵押给阿里借款 17 亿元，
共享单车企业的日子似
乎不再好过。

关注

摩拜卖身因为每个月要亏掉上亿元？
4 月 4 日，美团和摩拜双方确认已经签署收购
协议，上线仅 2 年的摩拜卖身美团。虽然双方并未
公布具体的收购金额，不过据多个信源的数据，摩
拜的身价并不高。据悉，
美团此次以 27 亿美元的作
价收购摩拜，包括 65%的现金和 35%的美团股票，
其中 3.2 亿元作为未来流动性补充，同时承担摩拜
约 10 亿美元的债务。实际上，在摩拜上一轮融资
前，
其估值为 26 亿美元；
在融资 1 亿美元后，
其估值
已经到了 36.7 亿美元。
在此次交易后，有人认为摩拜是被“贱卖”了。
对此，美团 CEO 王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说摩
拜贱卖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
“ 接摩拜是要很大决
心的，单车是比外卖、网约车更累更重的业务，而且
看不到清晰的盈利模式。
”
王兴清楚，与网约车不同，目前共享单车尚无
明确的盈利模式。摩拜 CEO 王晓峰曾表示，
“为什
么要别人投资，原因肯定是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好
的盈利模式，或者暂时没赚钱。我们需要风投让我
们来赢得时间，用这个时间窗口来探索我们的盈利
模式”。去年冬天摩拜的一份财务报表显示，共享
单车在一个月内经营成本近 3 亿元，折旧费用约 3
亿元，而包括用户付费等收入总额只有 1 亿多。也
就是说，
共享单车在淡季，
每个月就亏损数亿元。
为此，共享单车企业也曾想象过各种盈利方
式。此前，小蓝单车设想过在车身上设置显示屏，
与定位系统相结合，做精准的线下广告展示和分
发。为此，小蓝还开发了一款带中控屏幕的新款单
车。不过，2017 年 9 月出台的《北京市鼓励规范发
展共享自行车的指导意见》规定，共享单车车辆不
允许设置广告。小蓝的新车还未推出就已夭折，其
他共享单车企业也在继续寻找新的盈利方式。
由于共享单车的持续烧钱，不少财务投资人选
择退出。今年 1 月，
有报道称朱啸虎以 30 亿美金估
值将 ofo 的股份出售给阿里巴巴和滴滴。

追访

美团为什么要从滴滴手中抢走摩拜
摩拜创始人胡玮炜说：
“没有一家真正成功的企
业最后成功的原因，
完完全全只是因为资本。所以，
资本是助推你的，
但是最后，
其实你都得还回去。
”
那为何美团愿意接手这样一个“烫手的山芋”
呢？对于美团来说，最后一公里的出行是美团场景
的补充，且可以带来大量数据。互联网观察家葛甲
认为，
“美团是按场景布局的，美团认为城市中的所

有生活场景都将涉及出行需求，有中途的、短途的、
还有超短途的，摩拜所掌握的市场就是 3 公里以内
的超短途出行，而这一市场与美团的生活场景结合
起来，将发挥出一定的业务协同效应”。夸客传媒
创始人王如晨认为，摩拜有很多短途出行的数据，
这些数据画像与新零售的场景可以进行天然融合，
帮助美团
“决战三公里”
。
放大视角来看，美团是在与滴滴的竞争中夺下
摩拜的。滴滴曾给出摩拜另一份融资方案：滴滴对
摩拜以 36.7 亿美元的估值投资 6 亿美元，再联合软
银投资 4 亿美元，但并不收购，对摩拜投后估值 45
亿美元。不过最终，该方案被摩拜方面拒绝。分析
人士认为，摩拜方面认为，融资无论如何是权宜之
计，这笔钱即使给了摩拜，也不会让没有清晰盈利
模式的摩拜
“烧”
太久。
另外，滴滴和美团的关系目前非常微妙，从
体 量 上 来 看 ，二 者 都 是 估 值 数 百 亿 美 元 的 小 巨
头，同时二者在多个领域都成为竞争对手。从共
享单车业务来看，滴滴刚与 ofo“闹掰”，又帮助小
蓝单车起死回生，同时还推出自己的品牌“青桔
单车”。从网约车业务来看，美团去年在南京试
水网约车业务，今年将战场扩大到上海，在上海
与滴滴掀起网约车补贴大战。从外卖业务来看，
滴滴 4 月在无锡上线外卖业务，无锡外卖市场美
团、饿了么、滴滴三方混战，滴滴随后宣布外卖业
务将再下九城。
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摩拜进入滴滴系，只是
滴滴出行业务的一个分支，不论是业务还是资源都
不会有太多扩展；但如果选择美团，就从出行方式
变为了生活方式，与美团的现有业务相结合，会带
来更大的业务融合想象空间。
“ 共享单车经过前期
大战失血过多，面临着需求单一无法协同突破、成
本支出过大、车辆损耗过多、收益增长不顺等诸多
问题，由美团这样一个有丰富业务场景的公司将摩
拜接过去相当合适。之前摩拜和 ofo 苦战很久想要
做但还是做不到的事情，如创新业务模式等，在美
团这里其实很容易可以做到，因为美团有相当不错
的业务条件。
”
葛甲说。
而从更大的视角来看，此次摩拜选择被腾讯系
的美团收购，某种意义上是与已经站到阿里系的
ofo、哈罗单车的一次抗衡。腾讯是摩拜此前的最
大机构股东，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团和摩拜的结合，
是腾讯牵线的结果；而摩拜最终能够被美团收购，
也要归功于腾讯 20%的投票权。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共享单车并不赚钱，但它
可以带来高频的入口和巨大的数据，而这正是巨头
所看重的。据摩拜和 ofo 透露，目前一家共享单车
企业每天的数据量就超过 40TB（太字节），这些数
据对于共享单车企业来说，可能价值不大；但放到
巨头的整个生态体系中，
却是重要的决策依据。

聚焦

ofo 去年为何没能与摩拜合并
在摩拜被美团并购后，其最大竞争对手 ofo 将
何去何从，
备受关注。实际上，
摩拜和 ofo 合并一致
被业内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发展路径，也是众位投资
人一致推进的。ofo 投资人王刚、朱啸虎都曾明确
表示，希望两大共享单车巨头能够停止烧钱，
“战局
已经比较明朗化，再打消耗战已经没有意义了，对
双方损耗都很大”
。
2017 年年底，被看做是合并的最佳时机。红
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周逵表示：
“ 大家份额都不

太增长的时候是合并时机。”朱啸虎也表示，去年年
底是共享单车唯一的合并机会，
“如果（摩拜和 ofo）
在去年底合并，
估值还有两三倍的增长空间”
。
不过，
合并最大的阻力来自 ofo 方面，
其创始人
戴威多次明确表示拒绝合并。去年年底，他恳请
“资本理解创业者的理想和决心”，在对资本表示感
谢的同时，
表明了依旧不考虑合并的想法。
戴威的理想是什么？他在去年 7 月接受采访时
曾以阿里和京东的关系来比喻 ofo 和摩拜的关系，
表示二者定位不同，但都有生存空间。同时他认
为，合并并不会带来收益的增加：
“ 举个例子，车在
大街上，我有十辆车，你有十辆车，咱俩各自赚十辆
车的钱，其实自己的经济模型都是成立的，都能赚
钱。合并了之后，公司获得的单用户平均收入很难
提升。”而他的目标也非常宏大：
“ 前五年我们就是
复制、推广，我们希望五年后有 20 亿用户，我觉得
是完全可能的。”20 亿用户怎么来？戴威说：
“会骑
自行车的人大概有 50 亿，使用互联网的人有 30 多
亿，我觉得光中国市场就能拿到 6 亿到 7 亿用户，在
中国以外我们还能拿到十几个亿的用户，这是五年
内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戴威的 20 亿用户主要
寄希望于海外。
ofo 给北京青年报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
ofo 的用户数约 2 亿，在全球连接了超过 1000 万辆
共享单车，日订单超 3200 万；在国内 180 余座城市
运营，
同时进入了海外 70 余座城市，
投放超过 12 万
辆共享单车。照此数据计算，ofo 在海外的发展之
路还很漫长。

展望

ofo 与阿里已越走越近
在采访中，几位分析师都提到，在摩拜被美团
并购后，ofo 的路会更加难走。目前，ofo 已经接受
了来自阿里的投资，根据阿里一向全盘买下的“投
资风格”
，
ofo 很难不被阿里全资收购。
今年 3 月 5 日，ofo 将旗下共享单车抵押给阿
里系企业用于担保融资，融资规模达 17.66 亿元。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ofo 先是将
位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城市共计约 444.76
万辆共享自行车抵押给蚂蚁金服旗下上海云鑫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债权数额为 5 亿元；随后又将浮
动数量的共享自行车抵押给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
司。两次动产抵押登记被担保债权数额合计 17.66
亿元。
这次融资的方式颇为特别，以单车作为抵押物
换取融资在行业内还是首次。按照抵押 444.76 万
辆车获取 5 亿元债券来看，每辆 ofo 小黄车值 112.4
元；按照这一单价来计算，1570 万辆车才可抵押到
17.66 亿元的债券总额，
这一数字或许为 ofo 目前全
部的单车数量。
有人质疑称，将单车抵押给其他公司不如将其
抵押给银行，这样就不用考虑卖身和站队的问题
了。那么，共享单车可以作为抵押物给银行来进行
贷款吗？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
员董希淼告诉北青报记者，共享单车作为抵押物给
银行的想法，
“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不行”。他说，
即使这些车辆的权属清晰，但车辆折旧快，价值较
低；
而且难以转让，
银行一般不会接受。
随后，ofo 又宣布接受了来自阿里巴巴领投的
8.66 亿美元融资，这笔时隔 8 个月的融资创下共享
单车行业单笔最高融资纪录。ofo 与阿里巴巴越走
越近了。
供图/视觉中国

贾跃亭妻子甘薇也成
失信被执行人

本报讯（记者 张钦）继贾跃亭之后，贾跃亭的
妻子甘薇近日也首次因经济纠纷进入失信名单。
北京青年报记者昨天了解到，甘薇因未履行一桩涉
及 14 亿元经济案件的判决，已于上个月被北京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在这一案
件中，贾跃亭也再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由于我
国对于失信者的限制条款，未来一段时间甘薇恐怕
难以像去年末那样飞赴美国与贾跃亭团聚。而据
北青报记者统计，从去年末至今，贾跃亭这已经是
第七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北青报记者昨天在最高法“中国执行信息公开
网”查询到，贾跃亭和甘薇涉及的案件于去年 8 月 8
日立案。根据生效的法律文书显示，甘薇须向浙江
中泰创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 14.03 亿多
元；
另外还应按照年利率 24%支付从 2017 年 7 月 11
日至实际清偿日止的违约金以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目前显示甘薇对上述法定义务“全部未履
行”
。值得注意的是，
该信息显示贾跃亭和甘薇失信
行为具体情形为“违反财产报告制度”，而之前贾跃
亭的几次失信行为具体情形则为“被执行人无正当
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对此有法律界人士
表示，
“经济案件进入执行阶段以后，被执行人要主
动向法院申报自己的财产，
而所谓的
‘违反财产报告
制度’
很有可能是没有申报或者不实申报”
。
贾跃亭、甘薇究竟与浙江中泰创展之间有何业
务关联，目前外界还无法查到公开信息。北青报记
者查询发现，浙江中泰创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5 年 4 月，公司设立在浙江省湖州市，经营范
围包括企业管理、股权投资、资产管理等。浙江中
泰创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北京中泰创展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这家成立于 2014 年的企业经
营范围包括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等。

八戒知识产权平台推出
知识产权日特别活动

本报讯（记者 温婧）在 4 月 26 日世界知识产
权日即将到来之际，八戒知识产权平台作为专业的
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将连续推出多项服务活
动，
尤其是针对女性用户，
最高可享 4.26 折优惠。
今年“4·26”是第 18 个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
是“变革的动力：女性参与创新创造”。这是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第一次将女性的创新创造能力单独提
取出来，作为全球变革的动力加以鼓励和助推。为
此，八戒知识产权推出了“解锁超燃折扣，为她打
call！”为主题的一系列针对女性用户的活动。从
今天开始，女性法人用户，或者注册与女性相关的
商 标 类 别（包 括 第 3/5/16/18/20/21/25/28 等 类
别）的用户，每天分享视频打卡，即可享受简单的梯
度折扣，商标、专利、版权等知识产权服务产品最高
享受 4.26 折优惠。此外，会场还设置了特价专区、
直降专区、优惠券、转盘抽奖等多种形式的互动，是
无性别限制的。
据介绍，目前八戒知识产权所属的猪八戒网已
经在全国 44 座城市建立了线下园区及分公司，此
次活动八戒知识产权也会把服务从线上带到线下，
结合线下的“春雷行动”，为用户提供更加精准和个
性化的服务。据八戒知识产权活动负责人透露，如
今走上核心岗位的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她们
在各个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创造出更多的知识
产权成果。八戒知识产权希望通过一系列活动，为
广大女性创造者，尤其是奋斗在第一线的女性创业
者提供更加专业、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

洗碗机销售市场
苏宁占比达 25%

本报讯（记者 张钦）苏宁易购近日宣布将通过
自身的渠道优势联手国内外制造商共同深挖中国
的洗碗机市场。
苏宁易购总裁侯恩龙表示，目前中国洗碗机的
普及率尚不足 3%，远低于欧美市场 70%的高普及
率，这一方面显示洗碗机厂商应该更多地开发适合
中国饮食习惯的产品，另一方面也需要渠道的推
动。截至去年底，苏宁渠道已累计销售洗碗机 50
万台，行业占比达到 25%。而今年苏宁不仅将继续
巩固国内最大洗碗机销售渠道的地位，而且还要进
一步将市场份额提升至 30%。侯恩龙表示，要实现
这一目标，今年苏宁要销售出 50 万台洗碗机，销售
额将达 25 亿元。

新闻内存

融资速度放缓 去年摩拜和 ofo 就看到
“天花板”
了
虽然 ofo 宣称已经在部分城市达到
“盈亏平衡”
，
但它仍然成为融资最多的共享单车企业：
目前融资已
超过6轮，
融资总额超20亿美元，
投资方数十家。
2016 年 9 月，ofo 陆续获得了唯猎资本、东方弘
道、金沙江创投、真格基金、天使投资人王刚、经纬
中国的投资。2016 年 10 月 10 日，ofo 宣布完成 1.3
亿美元 C 轮融资，包括滴滴出行数千万美元的 C1
轮战略投资，以及 Coatue、小米、顺为、中信产业基
金领投，元璟资本、Yuri Milner 以及滴滴出行、经纬
中国、金沙江创投等早期投资方跟投的 C2 轮投
资。2017 年 3 月 1 日，ofo 宣布获得 4.5 亿美元 D 轮
融资，DST 领投，滴滴、中信产业基金、经纬中国、
Coatue、Atomico、新华联集团等多家国内外机构跟
投。2017 年 4 月 22 日，ofo 获得蚂蚁金服战略投
资。2017 年 7 月 6 日，ofo 宣布完成超过 7 亿美元新
一轮融资，由阿里巴巴、弘毅投资和中信产业基金
联合领投，滴滴出行和 DST 持续跟投。2018 年 3 月
13 日，ofo 完成 E2-1 轮融资 8.66 亿美元。本轮融资
由阿里巴巴领投，灏峰集团、天合资本、蚂蚁金服与
君理资本共同跟投。

与此同时，摩拜也前后融资十余次，投资方 30
多家，总额超十亿美元。2015 年 10 月，完成 A 轮融
资，
金额数百万美元，
投资方为愉悦资本。2016 年 8
月，完成两轮金额分别为数千万美元的融资，熊猫
资本、祥峰投资领投，愉悦资本和创新工场跟投。
2016 年 9 月 30 日完成 C 轮融资，
金额超过 1 亿美元，
投资方包括高瓴资本、
红杉资本中国。2016 年 10 月
宣布 C+轮融资完成，
金额为 5500 万美元，
投资方包
括高瓴资本、华平投资、腾讯、红杉资本中国、启明
创投和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2017 年 1 月 4 日完
成 D 轮融资，金额达到 2 亿美元，投资方包括腾讯、
华平投资、携程、华住酒店集团、德太资本、红杉资
本中国、启明创投、愉悦资本、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
金、熊猫资本、祥峰投资、创新工场、鸿海集团、永柏
资 本 。 2017 年 1 月 23 日 获 得 富 士 康 战 略 投 资 。
2017 年 2 月 20 日完成 E 轮上亿美元融资，投资方为
淡马锡和高瓴资本。2017 年 6 月 16 日完成新一轮
融资，金额超过 6 亿美元，由腾讯领投，新引入的战
略和财务投资者包括工银国际、交银国际、Farallon
Capital 等重磅投资人。同时，TPG、红杉中国、高瓴

资本等多家现有股东继续增持跟投。
可以看出，两家企业在早期融资进度很快，有
时在一个月内就有两轮融资；有时刚融完一轮，就
有新的投资方追加。不过，自 2017 年后半年起，双
方都放慢了脚步，摩拜再无新的融资消息，ofo 也在
时隔 8 个月后才从阿里处再融到钱。
从 2017 年后半年开始，
共享单车投放过量的问
题就开始出现，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多个城市出
现大量共享单车堆积而产生的社会与交通问题。
特别是在一些地铁和公交车站、重要交通枢纽、大
型商圈等区域，出现共享自行车过度投放、堆积占
道。与此同时，杭州、郑州、南京、上海、深圳、珠海
等地纷纷叫停共享单车投放。2017 年 9 月，北京市
交通委宣布暂停在北京新增投放共享单车；彼时，
北京市共有共享单车 235 万辆。
去年摩拜和 ofo 就看到了“天花板”，那也是两
家企业选择合并的最佳时机，但当时他们没有选择
合并。选择各自发展的他们，如今又不得不分别依
靠身后的巨头，这一戏剧化的结局是许多人所没有
料到的。
文/本报记者 温婧

潘家园举办
全国连环画拍卖会
本报讯（记者 刘慎良）近日，在潘家园第 24 届
全国连环画拍卖会上，
一套上世纪 60 年代的连环画
《三国演义》，创下 12.5 万元的连环画拍卖价格新
高。在潘家园市场联手北京荣亨拍卖公司举办的
连环画精品拍卖活动上，
这套 60 本的《三国演义》连
环画被一名没有透露身份的个人拍走。
从当天的拍卖情况看，
大多数拍品的价格从100
元到 500 元不等。拍卖第一天的成交额超过 30 万
元。从现场气氛看，
与往年比，
参与人数明显增多，
成
交额也比往年有所增加。 摄影/本报记者 汪震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