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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独大之后，美团、高德、携程都来了

网约车市场迎来争夺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朝

核心提示 | 最近的移动互联网市
场，啥最热闹？毫无疑问，要数网约车！
自滴滴出行一家独大一年多之后，网约
车出行市场，先后迎来美团、高德以及携
程，对于后来入局的这三家，哪一家都能
称得上“巨头”。从目前来看，这几家有
的在大幅补贴，有的提倡公益，还有的在
静观其变。网约车市场潜力巨大，各个
“巨头”争相入局，分别想从中分走一杯
羹，硝烟弥漫之下，究竟谁能真正留住用
户，还得看最终的服务。

新成员入局，移动出行市场硝烟已起

还记得2016年，滴滴与优
步的补贴大战吗？你送券，我
打折！那段时间，不仅司机尝
到了甜头，很多市民到了打车
不花钱的地步。

后来，经过补贴大战再到
并购整合，滴滴出行总算在移
动出行市场巩固了自己的江湖
地位，有关统计显示，2016年8
月滴滴收购优步中国之后，市
占率达到93.1%，可谓是出行
市场上绝对的老大。

这一年多来，出行市场能
称得上风平浪静，市民出行约
车，首选滴滴，用户黏度已经形
成。然而，就在最近，几家互联

网商业“巨头”，连招呼都不打
突然杀进移动出行市场，并且，
大家没有空喊口号，而是“真枪
真刀”来真的。

3月21日，美团打车登陆
上海，提供出租车及快车两种
服务，上海用户可以通过美团
或美团打车APP体验。美团打
车此前在南京对司机的抽成仅
为8%。在上海地区注册的司
机，可享受开站三个月内“零抽
成”。

3月27日，高德地图宣布
推出顺风车业务，成都、武汉两
地率先上线，同时开启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城市的

车主招募，之后将逐步扩展到
全国更多城市。与其他进军出
行业务的参与者不一样的是，
高德强调自己的顺风车是公益
项目。

就在大家为美团与高德刚
刚入局而议论时，4月3日，携
程宣布旗下的携程专车正式获
得天津市交通委颁发的《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线上服务能力认
定》。这也意味着，携程专车拿
到了“网约车牌照”，具有了网
络预约出租车线上服务能力，
可在全国范围通用。

不到一个月，迎来三家新
成员，移动出行，硝烟已起！

争相凑热闹，只因网约车市场空间巨大

滴滴出行一家独大之后，
为何美团、高德及携程争相来
凑热闹？

业内人士表示，因为网约
车市场的空间巨大，同时这一
市场上打车难、打车贵的痛点
并未得到充分解决。美团、高
德、携程选择进入这个最大的
出行细分市场，既是瞄准这个
巨大的市场需求，同时也是为
了和自身业务形成联动效应。

美团的入局，有自身的考
虑和优势。美团在生活服务
O2O领域拥有6亿用户、2.2亿
活跃用户，在开展打车业务上
具有入口优势。此外，在美团

点评最具优势的业务领域，如
餐饮、酒旅、电影、KTV休闲娱
乐等，确实都与打车出行密不
可分。更关键的是，在滴滴呈
垄断态势的当下，在出行事业
群成立，上线打车业务后，美团
的大零售事业群、到店事业群、
酒店旅游事业群等就能够因打
车业务而联系起来。

交通与地图密不可分，高
德上线顺风车项目的目的很明
确，就是增加高德地图的用户
黏性。高德的数据和算法优
势，对其有帮助。地图是工具，
高德出台顺风车功能是在探索
工具型产品的流量变现模式。

未来有可能大量侵蚀滴滴的顺
风车市场。不排除高德未来发
展自己的网约车业务。高德本
身也拥有丰富的地理位置信
息，做顺风车能够给出更为合
理的匹配。

对于携程，据2018年2月
最新综合旅游预订APP排行榜
中，携程旅行以5368.2万活跃
用户排名第一。以目前的携程
专车来说，主要给用户提供旅
游出行场景中的交通需求，聚
焦旅游出行，将用户的出行需
求和旅游场景相结合是携程的
一大优势。

司机乘客均期待，滴滴地位或被撼动

连日来，大河报记者乘坐
滴滴打车，走访了郑州多位滴
滴司机，大家对于美团等网约
车的上线均表示很期待。

“滴滴的抽成有点高，并且
此前多种补贴都取消了，直接

导致我们的收入减少。”滴滴司
机刘师傅说，这就是一家独大
带来的后果，因为他们靠开网
约车生活，目前，除了滴滴外，
他们没有其他选择。从3月份
美团登陆上海后，他们就一直

期待着能赶快登陆郑州，到时，
如果美团能给司机带来更多补
贴，他们肯定会选择开美团网
约车。市场有了竞争，为增加
使用率与吸引力，各家才会为
用户和司机考虑更多。

乘客与滴滴司机的态度几乎
一致。郑州乘客田女士说，她经
常加班，每周至少叫4次滴滴快
车，不仅车难叫，且各种优惠券都
没了，几乎都是原价，跟打出租车
几乎没区别。“有些滴滴司机态度
也不好，希望美团等网约车能尽
快登陆，谁的更优惠，谁的服务更
好，我们就选择谁。”

美团登陆上海后，祭出的仍
是补贴手段，上海司机抽成维持
了当初南京的8%，且前3个月全
免，仅有象征性的信息服务费。
用户端前3单最高可享减免14
元，两天即达成每日30万单的高
峰，号称夺取了30%的市场份额。

高德顺风车坚持不以营利为
目的，不会抽取用户佣金，甚至目
前还为用户补贴短信通知、保险
等第三方服务费，保证乘客花多
少钱，车主就能拿到多少钱。

分析人士认为，美团、高德及
携程等来得正是时候，能为消费
者带来竞争红利。“但短时间内，
滴滴的地位不太可能被撼动，新
成员入局更像是一种鲶鱼效应，
通过提高用户的黏性，来刺激优
化整个出行市场。虽然各家都是
有备而来，但能投入多长时间，投
入的力度，以及后期的经验、数据
沉淀都很重要，还有用户更看重
的安全、信用体系建立等。”

服务与体验，决定谁在争夺战中获胜

据了解，针对以“补贴”为名
的不正当低价竞争行为，目前，滴
滴与美团在竞争激烈的上海已相
继取消常态化补贴。“这意味着双
方都无法再以简单粗暴的补贴方
式来抢夺上海网约车市场，必须
在司机服务、地图数据、场景结合
等方面深度竞争。”业内人士称，
这也将更加考验滴滴和美团对用
户体验的真正理解。

那么，新一轮大战之后，大
多数用户会在自己的手机上留下
滴滴出行的APP还是其他家的
呢？

业内人士说，要看到底谁能
做到，无论是在司机端还是在乘
客端都能够给予用户最合适的体
验。用户能够用最高的效率约上

车，而司机也能够用最高的效率
实现运营，这背后需要多年的数
据积累和对移动出行行业的深刻
理解。“补贴”“免费”，的确能够为
各家的移动出行布局带来不小的
声势，但冷静过后硝烟散去，能看
重“服务体验”才是最后的赢家。

互联网专家称，在下半场的
竞争中，补贴政策只是短期的，想
留住客户一方面要吸引到更多的
司机和车辆，另一方面要提升调
度匹配效率，同时提升服务质
量。网约车市场规模庞大，行业
前景难以限量。但现在已从“拼
补贴”的时代，进入到“拼服务”的
时代。用户更乐意为好服务买
单，一味地补贴只会损失服务质
量，损失口碑，最终损失用户。

小米MIX 2S品鉴会举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龚旭

4月15日，小米在郑州举办
了粉丝品鉴会，现场，记者和数十
名米粉一起，从外观、性能、拍照、
AI人工智能等方面，感受到了小
米MIX 2S带来的震撼体验。

小米MIX 2S 采用全面屏
2.0设计，点亮后正面几乎全是屏
幕，四曲面陶瓷机身宛若琼玉、优
雅璀璨，“手机中的艺术品”之美
誉实至名归。据了解，小米
MIX 2S的后置相机搭载了两颗
1200万像素的摄像头，在变焦双
摄、四轴防抖的基础上，全新升级

的1.4μm超大像素传感器、源自
单反的 DualPD 全像素双核对
焦，结合骁龙845新增的硬件多
帧降噪能力，使得小米MIX 2S
对焦又快又准，在逆光、弱光环境
下也能拍出纯净画质，AI人工智
能技术的加持也让小米MIX 2S
的拍照功能大放异彩。

AI人工智能也体现在了小米
MIX 2S的语音助理功能上面，其
语音助理功能完整内置了小米AI
音箱的能力，无论是智能家居远程
操控，还是找出特定时间、地点拍摄
的照片，甚至可以语音操控微信发
红包，都能变成“一句话的事儿”。

汉能推出新一代汉瓦产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朝

4月15日，汉能2018年汉瓦
系列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汉
能再次推出更轻、更薄、造型更灵
动、性能更优异的新一代汉瓦产
品——单玻汉瓦。

这一产品是基于汉能领先的
柔性薄膜太阳能技术，创造性地
将柔性的薄膜太阳能芯片与高透
光玻璃相结合，是兼具美观与高
效发电性能的一体化新型发电
瓦，可全面替代各类传统屋面瓦。

单玻汉瓦，是汉能汉瓦颠覆
创新后取得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单玻汉瓦的重量仅为5.2公斤，是

双玻瓦的一半。单玻重量的大大
减轻，便于单人单手拿放，并结合
其独特的C形卡槽结构，使得安
装效率大大提升。正因为轻，在
屋顶适用性上，单玻汉瓦除了一
般的屋顶外，还可适用于轻质屋
顶。虽然重量大幅降低，但并不
会影响这款汉瓦的抗风能力，因
为每一片单玻汉瓦都是防风的两
点挂钩加一点抗风搭扣的全新设
计，三点受力让其结构非常稳固。

汉能创始人李河君说，汉瓦
所具备的环保价值和生态属性，
以及博古通今的华丽外观和造
型，决定了它适合安装在所有建
筑的屋顶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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