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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共享单车经过近3年的发展成为多数人出行的选择。只要付一些押金就可以骑辆共享单车，
这对于每个人的生活来说都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但随着行业的发展，
共享单车企业陆续倒
闭，
小蓝单车被滴滴复活，
摩拜单车也被美团纳入麾下，
仅有ofo在独立发展中苦苦支撑，
寻找续命符。随着市场理性的回归，
不少行业问题亟待解决。共享单车如何盈利？因共享单车而带动的
自行车工厂、
物流、
维修厂等产业链经过3年的沉浮是否又要回归共享单车之前的状态？
《中国经营报》记者历时两周，
以头部企业为典型案例，
深入现场调查，
特此带来关于共享单车的专题报道。

欠款纠纷又起，
持续亏损致资金链紧张

共享单车历险：淡季来临如何续命
本报记者 郭梦仪 北京 天津报道

有物流公司、共享单车方面向本

ofo 资金池或已达最低阈值

报记者爆出，ofo 供应商和仓储租
ofo 拖欠供应商货款的情况
似乎仍未解决。
8 月 31 日，上海凤凰（600679.

赁欠款或接近 1 亿美元。
其实，ofo 的情况是当下共享
单车的缩影。

SH）发布诉讼公告称，其控股子

2017 年的冬天，共享单车淡

公司上海凤凰自行车有限公司因

季击垮了几乎大部分的共享单车

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东峡大通

企业。期间不断有中小平台宣布

(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ofo 运

退出市场或停止运营，而两大巨

营方）赔付货款 6815.11 万元。

头也因为无法承压，摩拜被美团

据接近滴滴人士和一家共享单
车公司不具名人士透露，目前
ofo资金池已快到达最低阈值。
一被 ofo 欠款千万级的物流公
司地区负责人独家告诉本报记者，
仅物流商和仓储租赁方面，
ofo 欠债
近 1 亿 美 元 ，这 还 不 算 工 厂 的 欠
债。该数额得到了一共享单车高管

不仅如此 ，根据《中国经营

收购，而 ofo 则因资金链紧张亟待

报》记者赴天津调查发现，天津富

“续命”。根据美团更新的招股说

士达等工厂与 ofo 皆有欠款，工厂

明书显示，4 月份摩拜不到一个

欠款突破 1 亿元。目前，ofo 还债

月亏损 5 亿元。

共享单车这 3 年，命运可谓跌宕起伏。

本报资料室/图

的确认。记者就上述欠款传闻向
ofo 方面进行核实，
但截至记者发稿
时，对方未作回应。本报记者再向

两次动产抵押的方式，换取了阿里
共计 17.7 亿元的融资。第一笔质押

额将会很低。
“接下来，债务方面的
问题，就是滴滴和供应商厂商谈

虽然有相关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
ofo 欠德邦物流达几亿元，但是德

发生于2018年2月5日，
位于北上广
深四地的共计 444.7572 万辆自行车

了，有可能不会一下子付清，或者
以股份置换的形式，
都有可能。
”

邦相关负责人否认了此消息。
而厂家方面，除了上海凤凰以

被作为资产，
抵押给了
“上海云鑫创

迟迟解决不了资金问题，使得

外，7 月份时 ofo 欠天津富士达款项

业投资有限公司”，
债权数额为 5 亿

ofo 的合作伙伴已经坐不住了。8

4700万元左右；
7月末，
ofo向天津富

元。 第二笔质押发生于2018年2月

月 31 日，上海凤凰公告称，上海凤

士达还款后还剩4000万元左右。对

12 日，抵押物为浮动数量的共享单
车，抵押权人为浙江天猫技术有限

凰控股子公司凤凰自行车因与东
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买

于融资的消息，
王毅并不相信，
在他
看来，
ofo 资金链和目前的企业情况

公司，
债权数额为12.66亿元。

卖合同纠纷，于近日向北京市第一

不太乐观，被投资人看中的可能性

“阿里以 ofo 欠钱为由上谈判
桌，但是估计因为滴滴不同意，在 7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涉及
金额 6815.11 万元。资料显示，东

不大。目前，
据王毅透露，
云鸟物流

月中旬的时候，哈罗和阿里退出了
谈判。
”
一位接近阿里的人士说。

峡大通即为 ofo 小黄车运营方。
除了上海凤凰以外，
《中国经

是法务介入在做这个事情。
目前 ofo 稳定军心的方法是以

上述物流公司地区负责人确认消
的方式主要是私下“以车抵债”，

共享单车的商业模式无法
息，
其却表示自己
“也不知道”
。

以 80 元/辆 左 右 的 价 格 抵 消 债

单独成立，只能靠其引流，为其

务，但即便如此也有不少公司暂

他 业 务 输 血 并 盈 利 ，这 成 为 资

无论是融资还是并购，ofo 速
度都要加快了。据接近滴滴人士
停了与 ofo 的合作。除了上海凤

本、美团乃至业内的共识。是否

凰提起诉讼以外，天津也有多场

还有更好的商业模式，能更好地
为共享单车续命，在现在看似乎

透露，目前 ofo 资金池已快到达最

还是个谜。

低阈值。而双方就并购问题依旧
没有谈妥。

和一家共享单车公司不具名人士
ofo 与物流公司的欠款官司正在
进行，总金额达到百万元级别。

“两方都有问题，比如讨论 ofo

融资消息被怀疑

到底值多少钱，值不值这个钱和值

根据本报记者向多位接近滴滴人士和共享单车人士求证
所得到的回复来看，ofo 的 E2-2 轮融资的真实性被业内人
士怀疑。

集团层面发出还款诉求，现在主要

不值得收购。况且公司行业发展
变化很快，会影响到公司的决策。”
上述共享单车高管称。

目前已经 9 月，再过两个月进

营报》记者从云鸟物流公司员工王

车抵债。
“ 不少厂家虽然将小黄车

入冬季。共享单车冬季即淡季，单

毅（化名）独家了解到，包括供应商

生产了出来，但是 ofo 无力支付货

量将有明显下滑。不过一不具名

加仓库租赁两个环节，ofo 欠款就

款，因此直接让厂家以 80 元/辆的

资本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如果与

能接近 1 亿美元。7 月初时，本报

价格卖掉来抵债。”上述共享单车

之前所传的估值 20 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除去 ofo 欠下的债务和滴滴

记者了解到 ofo 欠骏马物流约 300
万~400 万元，欠云鸟物流、卓急送、

不具名人士称，工厂以外，物流公
司的债务目前也通过 80 元/辆的价

之前的股份，实际向 ofo 支付的金

顺丰等企业的款项为千万元级别;

格来抵欠物流公司的债务。

根据接近蚂蚁金服的不具名
收购消息未官宣，融资的消

入，滴滴对于共享单车的布局也
人士透露，5 月至 6 月间，ofo 收购

息纷至沓来。9 月 5 日，据 36 氪

一直推进。8 月 24 日，本报记者
的事情就开始谈了，当时谈判桌上

独家报道，ofo 将完成 E2-2 轮融

前往了位于北京顺义区兴英东路

资，融资额达数亿美元，由蚂蚁

滴滴小蓝单车临时的户外仓库。

金服领投，滴滴跟投。
《中国经营
报》记者就此事向 ofo 询问，相关

记者进入仓库发现，其实就是一
片圈起来的大空地，里面大部分

负责人表示“好像有，具体细节

摆放的新车，不断有来自天津的

不清楚”。而滴滴则表示“不予

厢式货车进出，将小蓝单车从车

置评”。

上卸下来，也有北京的厢式货车

一位不愿具名的接近滴滴的
人士表示，
“发布这个消息的时间

进入将小蓝单车装厢开走。
记者以物流业务的身份向

点挺有意思。
”

该仓库负责人询问滴滴的情

除了滴滴和 ofo，还有阿里巴巴以
及哈罗单车。
3月4日，
ofo创始人戴威已通过

共享单车如何续命
共享单车行业只能作为成本部门存在，
盈利只能靠共享单车吸引流量进而靠其他方式变现。
年可能亏损几十亿元，这也会给美

麾下且份额稳定，而 ofo 的市场份

宕起伏。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共享单车这 3 年，命运可谓跌

团带来巨大负担。

额却被阿里和滴滴虎视眈眈。一

有较高的相似性。
关于跟摩拜如何形成协同效

无论是针对早期还是后期的
投资者，共享单车领域早已不在他

位负责共享单车企业城际物流的
公司负责人向本报记者透露，一线

应，美团在招股书上作出了这样
的描述。
“ 使单车的部署及维护合

根据本报记者向多位接近滴

况，其表示，这只是滴滴临时的

的岁月里狂飙，广受各路资本猛烈
追逐，却不想一路从“补贴大战”奔

滴人士和共享单车人士求证所得

中 转 仓 库 ，目 前 小 蓝 单 车 新 车

向寒冬。共享单车如何续命反倒

们的考虑范围。一位不愿具名的

城市虽然依旧被摩拜和 ofo 把持，

理化、精简营运人员及潜在优化

到的回复来看，ofo 的 E2-2 轮融
资的真实性被业内人士怀疑。一

投放都是从这里进入北京，
“本
来 8 月份目标是想投放 4 万辆

成了公众的关注焦点。

原摩拜投资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但是在二三线城市，小蓝单车和哈

定价策略；继续扩大摩拜的用户

9 月 5 日，即将赴港上市的美

访时透露，目前已经不关注共享单

罗单车如火如荼。
“ 基本上是一方

基础、提升用户体验并提高用户

方面，滴滴目前心思不在并购融

的，但是这已经 8 月 20 多号了，

资上，另一方面，ofo 正面临各方

目前就投放了 2 万辆，估计完不

团点评更新了财务报告，而其中收
购摩拜的交易也水落石出，如果按

车这个赛道。其实，作为 ofo 的早
期投资人，金沙江创始人朱啸虎在

投放多少，另一方立刻跟进。”因
此，无论是滴滴还是阿里，对于 ofo

黏性，从而提高营运效率将摩拜
整合至我们领先的移动应用程序

供应商的起诉和催债，此消息是

成目标了。”

照市净率（PB）计算的话，美团收购

去年年末一直主张摩拜和 ofo 的合

手上庞大的一线城市的市场配额

并促进向摩拜用户进行其他服务

摩拜的价格达到了近 6 倍 PB。

并。虽然因两家创始人都不同意

都十分感兴趣。

的交叉销售。”

由 ofo 放出，希望安抚供应商们
的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 8 月初，
负责 ofo 城际物流的老板告诉本

目前披露的报表中，只有 4 月

而不了了之，现在来看，两者合并

但拿下之后呢？共享单车已

美 团 举 例 ，目 前 正 提 供 入 口

判留出一点时间。
”一位不愿具名

报记者，
滴滴驻厂经理向他透露，
ofo 与滴滴商定，将 ofo 在北京的

份的摩拜经营状况。数据显示，摩
拜 不 到 一 个 月 亏 损 近 5 亿 元 ；另

似乎是 ofo 最后一次机会。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陈

被证明无法靠自身盈利，各大巨头
如何将啃下来的生肉做熟？

让用户直接从美团应用使用摩拜
的服务。利用美团在推出并营销

共享单车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部分小黄车置换成滴滴单车，并

外，
摩拜账面上超过 80 亿元的用户

礼腾表示，现在共享单车的资本热

“共享单车行业只能作为成本

新服务方面的经验、执行力，以及

访时透露，目前 ofo 面临的问题

已经开始在雷克斯生产滴滴单

押金主要用途到底在哪里，招股书

度大不如前，更是留下了一堆问题

部门存在，盈利只能靠共享单车吸

线下营运能力，可以帮助摩拜提

比较多，
比如运营、内部员工工资

车。而滴滴收购一旦成功，置换

也没有明确说法。

尚待解决，时间拖得越久其价值或

引流量进而靠其他方式变现。”这

升用户体验并增强用户黏性，同

方面都有压力。
随 着 滴 滴 与 ofo 谈 判 的 深

小黄车的市场份额已经是多位受
访业内人士的共识。

许会更低。

位资本人士对本报记者说的话与

时显著改善其营运效率及财务可

美团对摩拜在集团地位上的描述

持续性。

“可能是为了拖延时间，
给谈

市场人士认为，可见一个月亏
损可能超过 5 亿元左右的摩拜，一

目前来看，摩拜已经纳入美团

监管调控难

共享单车发展遭监管
“急刹车”
本报记者 郭梦仪 北京报道

共享单车虽然方便了用户，解
决了出行最后 1 公里的问题。随着
使用时间延长，
除了用户体验不佳以

序的缺点逐渐暴露。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从
2017 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多座城
市发布“禁投令”，叫停共享单车新
增投放。其中，在 2018 年 8 月，北

万辆定为上限，车辆只能减少，不
能再增加。
虽然一线城市对于共享单车
的减量调控的确卓有成效，但仍然
饱受乱停乱放的困扰。大量共享

盲道，增加了安全隐患。二线城市
成为目前无法进入一线城市的重
点投放地，单车泛滥情况更为严
重。日前，有武汉市安监局负责人

京宣布市内共享单车总量由 235

单车在非机动车道、地铁站等地聚

辆，由于立法滞后、部门监管难度

的运营跟进不足，
导致其影响公共秩

万辆下降至 191 万辆，并将把 191

集，有的甚至挤占消防通道、侵占

较大，
依旧有大量车辆占用道路。

过度投放被叫停

愿具名的单车业内人士透露，对于

失去了进入一线城市搅局的机会。

管效果打折。一位物流公司负责

调研员胡海明在首都之窗在线访

人透露，某单车品牌在北京有 2 万

谈时介绍，
依据共享自行车企业上

辆的配额，但是其计划投放 30 万

报的数据统计分析，截至 4 月底，

辆。
“ 被查到了大不了拉走。”该人

北京市尚在运营的共享单车企业

士说。

有 10 家，运营共享单车总数在 190

据交通运输部的统计数据显

万辆左右。其中，以 ofo 和摩拜两

示，截至 2017 年 7 月份，全国共享

家企业的运营车辆数最多，
占据了

单车累计投放量超过 1600 万辆，

北 京 市 场 总 量 的 90% 左 右 。 较

且绝大部分集中在一线城市。这

2017 年 9 月运营共享单车总量较

样产生的后果是产能过剩，
资源浪

最高峰时的 235 万辆下降约 19%。

中心副主任科员云婷介绍，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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