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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自行车也“不放过”，滴滴战略投资ofo，神州专车也于近日杀入C2C领域

网约车战火越烧越“野”
□本报记者 杨霄 文 李康 摄影

核心提示 自8月滴滴出行宣布收购Uber中国后，国内
网约车市场一直是死水微澜。直至上周，一直强调自营模式
的神州专车推出C2C模式，允许符合条件的车主携车辆接入
其平台，并承诺不向车主抽成。数日后，滴滴宣布拟投资数千
万美元，参与国内共享单车平台ofo的C轮融资。

“寡头决战”后，网约车市场又有新角挑梁？网络出行市
场的边界究竟在哪儿？

滴滴侵入公用自行车领域
将来会不会“滴滴划船”？

9月 26日，滴滴宣布数千
万美元战略投资共享单车平台
ofo，未来双方将在城市出行领
域展开全方位合作。滴滴表
示，将与ofo进一步围绕“城市
出行共享”展开战略合作，用户
在该平台有望直接体验到ofo
的服务。

受滴滴投资的 ofo（one
find one，意为方便寻找），是国
内规模较大、成长速度较快的共
享单车平台。该公司于2014年
创立，源于校园的学生创业项
目，致力于解决校园自行车丢
失、使用期短、“僵尸车”等问题。

据公开信息显示，迄今为
止，ofo已有近7万辆共享单车，
日订单超过50万，为国内20座
城市超过150万师生提供便捷
的出行服务。ofo共享单车实
行时间、里程叠加收费，为0.01
元/分钟、0.04元/公里。不仅如
此，学生还可将自己的自行车

“贡献”出来，经改装成为一辆
新的共享单车，并以此换得“小
黄车”的终身免费使用权。今
年8月，ofo的小黄车进驻郑州
师范学院，成了校园新宠。

拿到ofo，标志着滴滴从私
家汽车共享领域向城市公共自

滴滴兼并优步完成“寡头决胜”神州专车出招C2C市场

9月 22日，一直强调自营
模式的神州专车开放U+平台，
宣布跨入C2C租车市场，允许
符合条件的车主携车辆接入神
州专车平台，并承诺不向车主
收取抽成。同时，其还配合推
出新的优惠活动，从即日起至
年末，对充值提供“100 元得
150元”补贴。

这是国内网约车市场当前
最值得期待的新变化。因为自
8月滴滴宣布兼并优步中国后，
滴滴、优步对国内用户的补贴
大幅下降。如在郑州，滴滴用
户所能拿到的优惠券，基本是
在9折以上，甚至是9.6折。而
优步郑州，虽仍执行“一口价”5
折优惠，但提供给用户的额外
补贴券日均仅数千份，这对于
日订单量突破百万级的郑州市
场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国内网约车市场的情形大体趋
同。究其原因，无外乎当行业
市场完成了寡头决战，滴滴如
愿实现了一家独大。

由此，市场用户的使用黏
度开始下滑。一郑州网约车司
机抱怨，一天跑4小时，进账只

有4单、寥寥百元。相比8月
前，其收入骤降。

“目前网约车市场价格
‘涨’声一片，客户端的补贴减
少，司机端的提成提高，我们认
为是时候推出C2C战略了。”这
是神州专车董事长兼CEO陆
正耀在数月前的一番话。

神州专车杀入C2C，却着
实让用户与私家车车主看到新
希望。更关键的，是其承诺不
向车主收取抽佣，而滴滴、优步
的抽佣比例仍为20%以上。

不过，有观点指出，在同样
价格下，神州专车自营模式的
服务稳定性较C2C模式更有优
势是客观事实，用户很可能会
倒向自营模式车辆，这将形成
两种模式的流量矛盾。

而易到用车对“神州专车
引入C2C模式”直接开炮，“那
是因为它的车辆密度不够、单
量太小，神州专车一直无法打
破有车没单、有单没车的怪
圈”。

对于C2C模式对平台流量
的拉动作用，易观汽车与交通
出行研究中心分析师王晨曦表

示认同。其认为，“B2C模式下
的车辆规模拓展速度较慢，神
州专车推出免费的C2C模式专
车平台，能够快速拓展车辆规
模，增加车辆密度，增强用户黏
性。同时，也为神州专车未来
布局拼车、代驾等更多出行和
车主服务奠定车主、用户、流量
基础”。对此，神州专车亦承
认，自己看重的是C2C模式带
给平台的流量。

但关键在于，当国内网约
车市场完成寡头决胜后，滴滴、
易到、神州虽并称三巨头，但后
两者与滴滴在市场规模、资源
禀赋等方面差距明显。而这，
不仅决定了神州专车向滴滴发
起挑战，将付出更加高昂的成
本，同时，优步中国被滴滴兼并
后柳甄离场，舞台的核心剧情
成了柳青与柳传志父女的对手
戏。那么，二人又真会为用户
诉求，无私奉献自己的财富
吗？这似乎不符合逻辑。

“或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父
女联手彻底挤掉另一个对手。”
河南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张苏
峰这样判断。

第三方检测，必须维护客
观公正的价值立场，这是行业
共识。

河南日盛综合检测有限公
司负责人表示：“作为第三方检
测机构，我们有理由首先实现
行业市场内部的净化健康，这
是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
我们所在行业公平公正的价值
理念决定的。”

河南省三方元泰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聘请的技术总监、行
业权威王兴国老师分享了他从
事第三方检测行业的经验。他
说，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国家
放开了第三方检验检测行业，
第三方检测行业快速兴起。然
而，由于新兴行业缺乏有效的

秩序维护和监督，在第三方检
测的个别品类检测市场出现了
无序竞争、甚至恶意竞争的事
件偶有发生。

王兴国认为：“虽然第三方
检测行业存在着一定的诚信问
题，但这也恰恰让脚踏实地做
事情的企业可以脱颖而出。”

在王兴国看来，当别人“抄
捷径”时，企业则要从诚信起
步，在更高起点上提升整个第
三方检测的公信力。第三方检
测公司一定要把“用数据说话”
作为公司经营理念，指导公司
的一切经营行为，让每一个数
据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因为检测报告就是我们
的‘产品’，所以一定要坚守公

正准确。很多时候，检测并不
是一次性，被检方经常会提出
复检，所以要用真实的数据不
断打造自己的公信力！”

今年6月份，在河南省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食品
检验检测的招标中，共有 19
家企业参与其中，最终7家入
围，河南省三方元泰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是两家入围中标的
社会资本投资的第三方检测
企业，其中在22个竞标包中，
这家公司凭借实力与声誉成
功中标了 3 个包，分别为：粮
食加工品、调味品和餐饮食
品。“这是第三方检测机构在
市场信誉建设上，取得社会认
可的表现。”王兴国认为。

河南第三方检测市场青涩成长
政策引导市场需求，第三方检测这一新兴市场出现了过度竞争的局面，行业呼吁抱团成长

□本报记者 李传金

过度竞争 引发行业反思

“现在，市场普遍看好第三
方检测行业，这里孕育着消费
升级后的市场机会。不过，市
场的成长有一个过程。”9月26
日，河南省三方元泰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告诉记
者。

来自第三方的市场报告显
示，第三方检测市场2013年至
2015年增速保持在18%左右，
2015年国内检测市场规模超过
1350亿元，未来将会保持高速
增长。这当中，受益于检测市
场管制放开、技术水平进步的
民营第三方检测机构将会是发
展速度最快的，其增长速度将
超过年均30%，其市场份额有
望做到与国有、外资检测机构
三分天下。

不过，国内检测行业现阶
段的规模结构是：国有检测机
构占据50%以上的市场，外资
机构凭借强大的检测实力及雄
厚的资本拥有30%以上的市场
份额，国内民营第三方检测机

构市场占有率目前较低，仅为
10%左右。

“但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
人们健康意识的增长、市场管
制逐渐放松，第三方检测的市
场需求迅速增多，国内第三方
检测机构将迎来迅速发展的黄
金时期。”上述人士表示。

第三方检测市场处于爆发
的前夜。

“大家的成长需要携手维
护良好的发展秩序，尤其要避
免在竞标中出现不当的过度竞
争。”9月中旬，在郑州市环保局
组织的一次参访活动座谈会
上，有第三检测企负责人在会
上提议。

这引发了与会企业负责人
的共鸣。“我们响应政府的号
召，行业的发展需要规则，需要
行业内部建立一个促进沟通交
流的自律平台，共同维护行业
发展。”

据了解，这次一同走访河
南省三方元泰检测技术有限

用数据说话 才是正道

公司的省内知名第三方检测
机构有河南省政院检测研究
院有限公司、河南华测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郑州谱尼测
试技术有限公司、河南日盛

综合检测有限公司等近 10
家。

三方元泰工作人员介绍，
河南省三方元泰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是目前中原地区社会资本

投资规模较大、仪器设备国际
化、技术力量较为雄厚的第三
方检验检测机构，特别是食品
类检验检测行业，占据着行业
领先的地位。

行车领域跨界。而当日，双方
也明确表示，将进一步围绕“城
市出行共享”展开战略合作，用
户在滴滴平台上有望直接体验
到ofo的服务。

当然，ofo得到滴滴战投，
拿到的核心资源不仅是后者的
4亿用户、大数据和网端技术，
更是间接抱上了阿里、腾讯、苹

果的“大腿”。从“校园市场”跨
进“城市市场”，ofo得到了更为
殷实的资源保障。

不过，滴滴并未透露此次
向ofo投资的具体金额。有滴
滴人士透露，ofo此前A轮、B
轮、B+轮的投资方中，经纬、金
沙江、王刚等都是滴滴系的早
期投资人。因而，滴滴此次参

与ofo的C轮融资，两家背后的
投资人起了关键作用。

从私家车、代驾、专线班车
（京、深两地）到公用自行车，从
白领、上班族再到学生，滴滴仍
在不间断扩大它的渗透领域。
下次，滴滴会不会真应了网友
们的那句调侃“每逢下雨，最期
待的是‘滴滴划船’”。

小黄车已进入郑州高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