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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数年亏损 改革触及司机及用户利益

影响和争议

首汽约车改制大考

记者在新浪微博上看到，
一些用户对于首汽约车司机自行取消订
单、
司机中途甩客、
实际扣费高于客户端预估费用、
开发票难等问
题的投诉不在少数。

本报记者 张惠芳 唐金燕 张靖超

地区正在酝酿新的改制，首汽约

包制政策，
为首汽约车服务的司机

曾多次公开表态，2019 年首汽约

北京报道

车针对自营车司机提供了两种选

收入都降低了不少。因此，
有司机

车要实现整体盈利。

择，一种接受新的自营方案，一种

及行业专家向记者分析，
首汽约车

记者就首汽约车改制及其带

多位首汽约车司机向《中国
经营报》记者透露，继 2017 年实施

接受自愿承包制政策，但缴纳份

改制可能是出于平台盈利的考

来的影响采访首汽约车运营主体

子钱。

虑。首汽约车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加盟模式之后，首汽约车在北京

无论是新的自营方案还是承

但首汽约车 CEO 魏东在 2018 年

运营模式的改变为首汽约车

高姓首汽约车老用户向记者反映，

带来了一些积极的改变。比如在
2019 年 2 月 28 日的国新办新闻发

开放加盟后，
首汽约车的服务质量
下降了，她有两次预约用车，都出

——首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截

布会上，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
介绍，
目前全国已经发放了 68 万本

现了司机单方面改单的情况；
在投
诉后，
首汽约车客服将责任全部推

至发稿前对方未予回复。

网约车驾驶员证、
45 万本车辆运输

给了司机。这位高姓首汽约车老

改制及原因

证。而据界面新闻报道，
截至 2018
年年底，
首汽约车所有车辆共计有

用户认为，
现在出现的一些状况与
首汽约车的高端定位有些背离。

首汽约车一直在亏损，
改制主要是为了盈利。

40 余万辆。而在 2017 年 11 月 20
日首汽约车 B+轮融资发布会上，

记者在新浪微博上看到，
一些
用户对于首汽约车司机自行取消

营车司机若想获得更高的收入，
将

魏东曾经介绍，
当时首汽约车在全

订单、司机中途甩客、实际扣费高

一队一位自营车司机唐凯文（化名）

与首汽约车有合作的首汽友联

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延长出车时间。

告诉记者，
此前自营车司机都是和
首汽集团的各子公司签署的劳动合

首汽约车在自身运营上的另一
个变化，
主要是发力加盟模式。公

国拥有车辆 6 万辆。
再如，
根据极光大数据最新发

于客户端预估费用、
开发票难等问
题的投诉不在少数。

同，
与首汽约车平台签署的是代理
协议，
这相当于司机劳务派遣到首

开资料显示，
2017 年 1 月，
上线一年
多的首汽约车开始招募首席创业

布的《2019 年 1 月网约车行业研究
报告》显示，滴滴出行 App2018 年

记者随后在北京多次体验首
汽约车，
发现实际扣费高于预估费

12 月的月均 DAU 为 1105.7 万，领

用的情况的确存在。记者还选取

汽约车平台。在这种模式下，
唐凯

官，
满足一定条件就有机会成为首

跑 网 约 车 行 业 ；首 汽 约 车 月 均

了其中一个行程订单向首汽约车

文作为首汽自营车司机收入包括四
个部分：
一是首汽集团的各子公司

汽约车正式职工；
同年 5 月，
首汽约
车品质出行学院成立，
司机通过相

DAU 由 2018 年 6 月的 26.3 万上升

客服反馈过，客服人员表示，是司

至 12 月的 66.5 万，
跃居行业第二。

机绕路导致实际费用高出预估费

发放 2120 元工资；
二是首汽约车平
台发放1500元补贴；
三是20%~25%

关的资质审查和考核以后就可以成
为首汽约车在北京的加盟司机。此

但改制似乎也带来了一些负

用，
还表示可以发放优惠券的形式

面的影响。首先是对首汽约车司

进行补偿。当记者提出，
司机实际

流水提成；
四是2倍油补。

后，这一模式陆续在其他城市铺

机群体，
“ 我们现在不管是自营司

上是按照导航路线进行行驶的，
客

记者获取的一份材料显示，
首
汽约车在北京自 4 月 1 日起实施改

开。目前，
在首汽约车App上，
司机
招募栏中包含租车购车加入、有车

机还是承包制司机都非常焦虑，

服人员并没有对此进行过多解释。

制，作为司机有两种选择，一是接

司机加入、
专车全职司机招募、
出租

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我现在每
天拉完活回家就凌晨了，工作时

对于推单和甩客等行为，
多位
首汽约车司机表示，按照规定，首

受新的自营方案；
二是接受新的承

车司机加入等多种形式。

本报资料室/图

间比以前延长了，但拉不到人。”

汽约车是不允许的，
一般发现此类

包制方案，
需要缴纳份子钱。按照

一位与首汽约车有业务合作的

式，
在此前的运营模式下首汽约车

收 2.99 亿元、净亏损 4.50 亿元。B

唐凯文对记者说。唐凯文和前述

行为会对司机采取封号、
罚款或者

新的自营方案，自营车司机的收入

出租车公司车队长告诉记者，
首汽

平台要为司机支付更高的成本。在

轮融资之后，
首汽约车没有更新的

王姓司机在采访中都提到了类似

扣积分的惩罚。不过，
也有几位自

变化包括：
首汽约车平台发放给自

约车平台与渔阳约车、银建等很多

采访过程中，
包括一位王姓司机在

财务数据对外公布。

营车司机的 1500 元补贴取消了；
油

出租车公司都有加盟合作。在加盟

内的多名首汽约车自营车司机也表

共享经济分析师陈礼腾告诉

的问题。
其次是对用户、对服务质量

营车司机透露，
2017 年上半年首汽
约车开放加盟模式，
一部分私家车

补也改成了 1.86 倍。按照新的承

模式下，
首汽约车平台负责为加盟

达了类似的观点。

记者，烧钱补贴换市场是网约车

的影响。唐凯文表示，此前，首汽

挂靠在一些出租车平台下加盟进

包制方案，
首汽集团各子公司每月

车辆的司机派单，
平台从司机每单

来，
相比于首汽约车自营车司机和

业务的流水当中抽成，
抽成比例是
按照流水的多寡，
设置在 15%~20%

行业发展初期的惯用方式，资本
的大量涌入让网约车平台不再考

自营车司机营业额的压力相比其

为承包制司机发放的工资降为 545

魏东 2018 年底也公开提道，
“2016 年我们主要做规模，2017 年

他网约车平台的司机要小一些，

其他加盟的出租车公司司机，
他们

开始做深度做密度，2018 年则是

虑如何通过精细化运营来与对手

所以才能提供好的服务打造好口
碑。改制以后，司机的营业额压
力加大了，后面的服务质量也会

的服务质量可能相对差一些。
记者以加盟为由，
联系了北京
三家与首汽约车合作的汽车租赁

有所影响。

公司的招聘人员，
他们均要求加盟

元；
承包制司机份子钱根据车型包
括 6600 元/月和 7500 元/月两种；
首汽约车平台从司机每单业务当

不等。在这种模式下，
司机是向出

提高效率，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整

竞争。尽管淘汰了一批又一批竞

租车公司缴纳份子钱。出租车公司

个营收比越来越健康。按照目前

争对手，但新竞争者也不断出现，

中抽取 15%的佣金；在油补方面，

还可以提供一定的私家车加盟挂靠

首汽约车平台将根据承包制司机

名额，
对于挂靠私家车，
首汽约车平
台从流水中抽成22%~27%不等。

这个曲线推算，到 2019 年年底应
该能实现止亏”。

在平台未形成壁垒的时候，只能
通过补贴来维持市场竞争力。

营业额的多寡，每月返还 800 元~

在 2017 年 7 月的 B 轮融资中，

陈礼腾认为，
采用新运营模式

首汽约车的司机必须是北京人，
有

记者注意到，此前首汽约车

是可以有效降低运营成本，
但新运

三年驾龄，并持有《网络预约出租

营模式也带来了缺点，
那就是未经
统一管理培训，
容易造成服务质量

车驾驶员证》，带车加盟的车辆也
必须转为营运性质，
待相关资料审

的参差不齐，
影响整体的用户服务

核通过之后还需到公司接受培训，

体验。
实际上，
就在 3 月中旬，
有一位

培训结束才能接单，
之后每个月还
要回公司培训。

2000 元不等的油补。
唐凯文认为，
改制以后，
首汽约

谈及改制的原因，
上述出租车

首汽约车曾经披露过自己的财务状

曾多次推出充值返代金券的活

公司车队长认为，
首汽约车一直在

况 。 该 公 司 2015 年 实 现 营 收

动，2017 年 9 月首汽约车两周年甚

车取消了每月给自营车司机的补

亏损，
改制主要是为了盈利。自营

贴，
降低了每月的基本工资，
固定了
每月的份子钱，
意味着首汽约车自

车司机有底薪，
一些老司机拉单积
极性不太高，
相比改制后的运营模

777.53 万元、净亏损 5872.18 万元；
2016 年实现营收 3.78 亿元、
净亏损

至还推出过充值 1000 元得 2000 元
的活动。目前，首汽约车 App 还支

8.81 亿元；2017 年前四个月实现营

持充值 1000 元返 100 元的活动。

腾讯游戏重创之后 新文创救赎？
历“旧”弥“新”
本报记者 周昊 深圳报道

2017 年，马化腾将腾讯未来的

我们希望的亿万级的、十亿万级的

与音乐、视频进行了融合，48 小时

刚 刚 发 完 2018 年 业 绩

战略总结为两个词：
科技、
文化。
“在

观众数量，需要靠互联网技术、数

内网络收听量超过 3400 万；腾讯还

生态：
游戏、
影业、
文学、
动漫、
音乐、

个更自觉的挂钩。
”
该人士表示。

报 告 的 腾 讯 控 股（00700.

文化标签下，以前我们一直没有一
个很完整的概念，但现在新文创成

字 技 术 来 实 现 。”Supercell 公 司
CEO 埃卡·潘纳宁认为：
“我们希望

与敦煌研究院推出“敦煌诗巾”的
小程序，用户可以通过小程序对设

电竞。值得注意的是，
除音乐外，
原
有的五大生态均为 IEG（互动娱乐）

事实上，关于“新旧”交替，腾
讯 UP 大 会 本 身 亦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HK）马 上 就 在 北 京 举 办 了
UP2019 腾讯新文创生态大

目前，腾讯的新文创共有六大

思路下与传统文化合作，
这将会是一

为了文化标签下一个体系化的战

创造不同的内容，庆祝全世界不同

计师提供的 8 款主题图案、近 200

事业群所属，音乐作为今年新增的

范例。在 2018 年之前，UP 大会为

会，宣示自己在新文创领域

略。
”
一位腾讯新文创工作人员如此

的、精彩纷呈的文化，希望把玩家

组敦煌元素进行自由组合，创造并

业态，在去年腾讯组织架构调整后

IEG 事业群的年度发布会；如今在

的野心。

向记者表述。

们背后的当地文化带到一个更大

直接购买一款专属于自己的丝巾，

已经划归 PCG（平台与内容）事业

新文创战略的加持下，UP 大会亦

程武在 UP2019 生态大会上谈
到了腾讯发展新文创的四个信心

的全球化平台上来。
”
换言之，目前腾讯的新文创亦

一个月内参与用户超过 280 万。有
工作人员介绍称，2019 年 UP 大会

群。前述工作人员表示，新文创自
提出至今，覆盖面离内部期许还存

有了明显的升格。
“ 如今新文创是
全集团层面的标签，以前是 IEG 的

来源：传统文化“活”化、文化生产

可以形容为将
“旧”
的传统文化符号

结束后，便已经有很多地方政府透

在很大的差距，未来一年新文创在

泛 娱 乐 ，现 在 是 腾 讯 的 新 文 创 。

程武将其定义为“通过更广

方式的革新、为社会问题提供全新

以
“新”
的互联网方式去塑造。

露出跟腾讯合力打造新文创产品

尽可能扩大外延的同时，将尽力在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去年 11 月

泛的主体连接，推动文化价

解决方案、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

的意向，此前亦有敦煌研究院向腾

深度和业务上做更实际的结合。

马化腾主动对外宣讲并认可新文

值和产业价值的互相赋能，
从而实现更高效的数字文化

刚退休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
也提道：
“ 我们要让这些文物真正

和故宫推出的《古画会唱歌》项目，
由方文山作词，易烊千玺演唱，将

讯反馈称“合作后客流太大，接待
能力吃紧”等，这也从侧面肯定互

“过去的一年，
如果发现某个业
务跟传统文化合作了，
我们说它是新

创 的 内 涵 ，这 是 泛 娱 乐 在 六 年 历
程 中 没 有 的 ，新 文 创 仅 用 八 个 月

生产与 IP 构建。”在刚刚举

‘活’起来，活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北宋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

联网运作后文旅项目的传播程度。

文创；
新的一年，
我们要在新文创的

就做到了。”

讯而言，
内部氛围却是愁云浓重。

盖了飞天、
戏剧、
书法、
四方圣兽、
历

烈是事实，但游戏行业仍旧需要发

在toB以及内部宣讲的层级，
短期内

一年以前，腾讯集团副
总裁程武首次对外提出“新
文创”的全新战略构思，当时

在具体的事例上，2018 年腾讯

行的新文创生态大会上，这
一概念被进一步简化成为

危机下的自救

——“以 IP 构建为核心的全
整个腾讯从上到下对于新文创
新文化生产方式”。
腾讯内部似乎并不讳言
新文创对游戏业务的“保命”

如此看重，源于一场 2017 年爆发的

“玩家们的感受只是游戏内多

史名人、
神话人物等，
从目前已经公

展，以新文创的理念从传统文化中

用户所能感知到的改变并不会很明

舆论危机。作为国内最大的游戏公
司，腾讯在极客玩家眼中一直是名

了一个未成年人保护系统，但对于
当时的游戏部门而言，如果不尽快

布出的游戏情报来看，这种趋势在
2019 年仍将持续。除此之外，腾讯

挖掘内容，这是新文创加持下游戏
很积极的一面”，该人士坦言：
“游

显。
“新文创战略虽然已经被确定，
但
在腾讯内部，这仍然只是文化层面

声不佳的代表，
“抄袭”
“
、氪金至上”

去做一些应对，后果会非常麻烦，

游戏业务在涉及对外宣讲时，未成

戏部门也在寻找一个平衡点，希望

的一种尝试；在从上往下的沉淀过

等标签更是一直挂在腾讯胸前。

形势也非常严峻！”腾讯内部人士

年人保护以及文化出海几乎成了必

产出一批叫好又叫座的产品，能够

程中，
现在只能说是刚刚开始，
新文

向本报记者形容当时情境时用了

不可少的话题；而在整个新文创战

让用户和社会都满意。
”

创要下沉至最末端的业务层级还需

却通过游戏发展壮大起来。然而玩
家们的口水并没有淹死腾讯，
但官媒

多个“非常”。这次舆论危机随着
马化腾亲自造访人民网得到缓解，

略的架构下，对于游戏生态的宣讲
又在尽可能地减少。

自 2017 年三季度开始，腾讯游
戏业务增速以及营业收入增速便步

要很多时间”
。该人士进一步补充：
“对于新文创而言，
目前的推广虽然

的点名却让彼时的腾讯噤若寒蝉。

而随后的一系列腾讯游戏改动中，

作用，尤其是在 2017 年《王
者荣耀》的舆论风波之后，多
名腾讯内部人士在接受《中
通过社交网络起家的腾讯，
最终
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均谈
及这一话题。如今在风波消
逝之后，秉持“科技+文化”
前述内部人士表示，由于游戏

入了下滑区间，
这一转折节点与《王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离腾讯的目

均可以看到当初那场危机所留下

业务早先受到过很多压力，致使新

者荣耀》被点名恰巧重合，
游戏主业

标还很远；
在追求产业价值最大化，

多家国家级媒体连续发文对《王者荣

的后遗症。

文创本身不会讲太多游戏相关的

耀》进行批判。对于玩游戏长大的新
世代而言，
这只不过是又一次的
“电

以《王者荣耀》为例，自 2018 年
以来，王者荣耀持续上线了多款源

内容，但游戏业务又非常庞大，所
以侧重点也主要在“正向价值、社

按照前述工作人员的表述，新
文创战略虽然已经开始实行，但至

仅是为了游戏业务的求生，更重要
的是让腾讯能够真正打造出好的内

子海洛因”
论述；
然而对于彼时的腾

于传统文化的英雄及皮肤，内容涵

会责任、出海”等角度。
“ 求生欲强

少在今年，这个概念将依旧只停留

容，
制作出下一个《王者荣耀》。
”

战略的腾讯，已经将新文创
2017 年 7 月，
人民网、
新华社等
印在了自己的文化大旗之
上。
“保命”之余，腾讯也想去
实现一些新的价值。

“失速”
也一直被业界所关注。

突破行业寒冬的过程中，新文创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