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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盘侠”倒地，郑州云超市坠落

黄小辉和他的道客家超
市“火”了。

因上周其突然决定“超市
关门、一度失联”，导致大批被
欠款供应商、员工、讨债人围
堵，险酿“群体事件”。继而，
诱引省会媒体“深挖”。

截至记者发稿，该事件仍
在多头发酵：黄小辉向媒体承
诺“不离开郑州、打工也要还
债”，但供应商、债主却在疯狂
搜索他的名下资产，讨薪员工
更将其诉上法院，预计在本周
开庭。与此同时，郑州某知名
商企已出手收拢道客家、“云
超市”两家公司的熟手员工。

事实上，自2014年下半
年至今，国内传统零售业发展
式微、生存艰涩，“关店潮”此
起彼伏。更何况，仅3家超市、
年经营规模尚不足“亿”的道
客家，在郑州商界寂寂无名。

黄小辉“火”得相当意外，
这并非是“道客家闭店”事件，
而源于其另一身份：郑州云超
市的“潜在股东”。

简要概括，曾号称河南首
家O2O网上便利店的郑州云超
市，于2014年5月上线。其商
业模式，即是将超市售卖常规
快销品搬到了网上，无直营线

下门店投资（仅有加盟实体
店）。其用户通过APP在线下
单、结算，后由该公司在物流管
网快速配送。目标客户是郑州
市区年轻又好奇的“懒人”。

更重要的是，云超市登场
之初，巧逢全国经济社会热议
全速迈向“互联网+”时代，强
大的社会关注度、舆论，对云
超市的价值光环附加了“格外
关照”。这当然符合其创始人
朱武源(工商登记名为朱武完）
的利益诉求，更何况，其对经
营个人形象与云超市品牌颇
有灵性。

至此，云超市与黄小辉无
任何关系。直至去年 10 月
初，云超市出现首次经营危
机，被批量用户发现订单迟不
送货、客服缺岗，由此质疑该
公司“疑似跑路”，才揭开其持
续亏损运营、财务窘困、欠薪
欠债的事实。

“亏损运营不是公司的
‘致命伤’，股东矛盾导致融资
频频受阻才是。”云超市一内
部人士称，此时，穷困潦倒的
朱武源找到了黄小辉，并说服
其出演云超市的“接盘侠”。

据云超市的多位人士证
实，去年10月27日，朱武源与

黄小辉达成的协议是，后者出
资300万元收购云超市51%的
股权。但被黄收购的股权，均
由朱武源所持股权划拨出让。
此前，朱在云超市持股比例为
65%，另一股东乔莉(工商登记
名为乔玉娟）所持35%。此项
收购完成后，云超市的股东分
别为黄小辉（实际持有人，由他
人代持）、乔莉、朱武源，持股比
例为513514。

但屋漏偏逢连阴雨，仅2
个月后，朱武源在今年1月初
以出差为由玩了“消失”，此后
音信全无。而此时，“接盘侠”
黄小辉却已向云超市输入85
万元，只得停滞注资。

此后，即发生了道客家资
金链崩盘事件，黄小辉仓皇躲
债的一幕。

那么问题来了，“接盘侠
倒地”，云超市还活着吗？

上述人士称，2015年 12
月，公司得不到黄小辉正常

“输血”（未按合同履约注资）
就已休克。而春节后的首周，
公司办公地点即遭朱武源的
追债人（系个人债务）封堵，彻
底无法办公。因此，仅存的经
营团队 20 余人已实质性解
散，唯有讨薪维权的联络。

“倒下的云超市，竟只有区
区百万欠款。”这被该公司多位
内部人士所证实。据称，在总
欠款中，员工欠薪、供应商欠账
几乎五五开。“大家苦心经营的
公司，不到两年就被折腾败落
了。”该公司一管理层如是表
述。

那么，这个当年自称被“互
联网+”武装到牙齿的，通杀传
统零售“弊病”的，解放全郑州百
姓逛超市受累的云超市在既往
的一年半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至此，云超市一高管透露
了些许核心经营数据：截至今
年2月，云超市注册用户数量
约 8 万个，平均月活跃用户
2500个；平均客单价为68元，
每单平均售卖成本为15元。
由2014年5月上线至停运，该
公司最高的单月销售纪录为
80万元。

该组数据或难被外人理
解，但零售业人士却能一眼击
穿：云超市从上线至停运一直
赔钱。

由此，数位行内人对云超
市进行了拆解分析：

其一，低估了纯电商沉淀
商业模式的综合成本。“先切入
快销品领域，借价格与服务优
势完成客群积累，而后向同城
配送平台商转型。”这是云超市
的初始化思路。比如，它希望
未来在卖掉洗衣粉的同时，顺
手赚一份烩面、鲜花的配送佣
金。但这条路径何时能走通、
需付出多大成本？投资人难以
预估。最终，因快销品利润难
以弥合配送成本，导致公司持
续亏损。更何况，在缺失地面
店配合的状况下，高昂的引流
成本是云超市难以挣脱的噩
梦。

其二，市场定位模糊，商品
差异化失败。看似云超市瞄准

了城市“懒人”或白领，但服务客
群很难形成清晰定位。比如，
5A级写字楼白领和高校白领，
两类人群的购物需求有何区
别？同一消费者，其在线上与线
下购买商品内容的差异又是什
么？这让缺失大数据支撑的云
超市无从解答。由此，导致其商
品结构与商品差异化无从落脚，
更建不起一条完整、稳定的供应
链。

其三，贪大求全，缺失了对
生存土壤养分的判断。云超市
从初创就一副高举高打的姿
态，将配送站铺满郑州主城
区。其虽试图多重方式压缩成
本（租民宅做配送仓），但庞大
的配送架构却为区区8万用户
提供服务，摊销成本之大显而
易见。

但这，仅为“云超市折戟”
的表象问题。真正硬伤其实是
人。

据了解，云超市两位股东
朱武源、乔莉，乃至后续加入的

“潜在股东”黄小辉，无一人来
自零售业。仅凭一个鲜亮的互
联网概念，就冲动地涉足了专
业、高危、薄利的零售业。而
后，投资人在“没钱、没人、没资
源、没经验”的背景下，却设计
了一个超长的发展路线与庞杂
的项目框架。岂料，一旦引客
进入瓶颈，或资金支撑乏力，或
遭遇市场竞争风险，即可暴露
底牌，顷刻瓦解。

最终，云超市不是输给了
百万外债，这是投资人对“互联
网+”概念的盲目追求，也是创
业公司缺失合理的股权管理模
式，更是他们对驾驭跨行投资
的自身能力存在误判。

有业内人士评价，请谨记
云超市留给河南商界的“试错”
经验，“互联网不是神器，只是
工具；不懂行，莫碰”。

黄小辉是扼杀云超市的
最后推手吗？

在道客家资金链崩盘发
生后，这种质疑在商界、坊间
乃至媒体上持续传染。

如云超市一员工称，早在
去年12月，黄小辉就未按合同
约定完成注资，实际注资仅相
当于合同金额的1/3。由此，
导致该公司无法偿付员工欠薪
和供应商欠款。黄小辉应对云
超市“倒下”负主要责任。

3月18日，记者试图联系
黄小辉，未得到其回复。但云
超市一高管称，上周，其与数
位员工向律师咨询“讨薪路
径”，所得答复是，仍需去找公
司实际控制人朱武源、乔莉解
决。“黄小辉虽未如期履行注
资，但也未在工商部门完成股
东信息变更，应属于‘接盘未
遂’。更何况，云超市与道客
家在公司账务、人员、运营等
方面并无交叉。”

综上来看，黄小辉该不该
对云超市的债权债务负责，这
仍需由司法机构做出判决。

但既有信息，却凸显出两点基
本事实：其一，早在去年 12
月，黄小辉已出现了资金危机，
未按合同向云超市如期足额注
资是清晰信号；其二，黄小辉注
资的绝大部分，是用于云超市
偿债、维持运转，不可能从根
本上扭转命运。

于是，在云超市的故事
中，黄小辉充其量是个有胆
识、有悲情却“功力不足”的

“接盘侠”。只因不幸染指了
云超市，被外界过度放大了故
事。

那么，谁该为云超市的命
运负责？

3月17日晚，云超市二股
东乔莉向记者表述的仅有一
句，“我是朱武源所说的那个

‘天使投资’，但他却彻头彻尾
地骗了我”。

无疑，在朱武源“消失”、
黄小辉“熄火”后，公司仅剩的
股东乔莉会被各路追债人瞄
准。记者试图与其沟通“入股
云超市的初始判断”、“公司内
所扮角色”，以及该公司上线

一年半实质运营状况，她却仅
回复，“公司我没有管理过。
我被骗了，要起诉朱武源”。

足见，云超市彻底休克
后，已触发新一轮“股东之
战”。

但这在云超市内部并不陌
生。如云超市一高管透露，朱
武源与乔莉曾发生过几轮激烈
矛盾，如“增资扩股”、“补齐注
册资本金进度”等等，导致该公
司现金流干涸、外部融资受
阻。“去年10月，曾发生用户订
单无法配送，就是因没钱采购
商品、配送员欠薪离职。”

倒回前文看，去年10月，
云超市发生新股东入局，仅有
朱武源向黄小辉受让其个人
所持股权，乔莉却对“董事长
更迭”作壁上观，这即是不可
思议的信号。

但不得不说，朱武源在今
年1月的“一走了之”，是给了
云超市最后的一击：激化股东
矛盾、掐断资金血管、经营亏
损扩大、运营团队瓦解，四发
炮弹足以将云超市彻底击穿。

核心提示 | 因疑似“关店跑路”，郑州道客家超市老板黄
小辉在上周被媒体追成“头角儿”。纯属意外。

黄小辉之所以能“火”，却源于其另一重身份：郑州云超市（郑
州云盛科技有限公司）的“潜在股东”。该公司曾号称河南首家O2O
网上便利店，在上年10月陷入实质性“休克”，黄随即出手收购股权，却
在中途多遇波折、最终未遂。

“接盘侠”的不幸倒地，云超市命运掐表倒计时，股东之战即将再掀狼烟。
那么，云超市究竟因何而死？它的“试错”，又为那些在“互联网+”概念而亢奋的
人们留点儿什么呢？

□本报记者 杨霄 文 李康 摄影

股东之战再掀狼烟，云超市究竟输在谁手？2

河南首个“纯线上零售平台”折戟，
竟输给“百万欠款”？3

号称河南首家O2O网上便利店的云超市，创始人两度失联，“接盘侠”突然倒地

郑州云超市“坠落”独家揭秘

云超市倒了，仅存的加盟店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