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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奎认为，小鸣单车破产案折射出共享单车行
业的普遍困局。过去，企业动用押金扩大规模，获取
资本市场的青睐，这种运营模式的核心是追求眼前
利益，以规模取胜。未来，共享单车的发展重点不是
规模而是管理。

首先要完善押金的使用、监管规则。有业内人
士认为，在没有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情况下，企业
利用押金扩大规模的利益冲动十分强烈。

2017年 8月，交通运输部等 10部门出台《关于鼓
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
严格区分企业自有资金和用户押金预付资金，实行
专款专用。专家期待法律作出进一步明确，比如押
金的风险怎么控制、专门的第三方监管账号如何落
实等。

其次，大规模“单车坟场”造成资源浪费和巨量
固废污染。专家表示，未来应加强对共享单车的及
时回收、再利用，避免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目前，上海、深圳等地正着手通过地方立法管理
共享单车，北京等城市开始控制共享单车投放量，根
据交通出行大数据分析，按规划和需求定点、定量投
放单车，并规范共享单车的停放管理。（据新华社）

共享单车市场健康发展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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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了许多共享单车 App 的广州市民刘先生突然发
现，在小鸣单车支付的199元押金退不回来了。“官方说1到
7个工作日返还押金，但过去了大半年也没有动静。”刘先生
抱怨道。

由于押金不能及时退还，部分用户向法院提出对小鸣
单车经营方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

2018年 3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裁定，广州悦骑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进入破产程序并启动债权申报。

看到消息后，刘先生在微信小程序上进行了债权申报。
截至 6月 27日债权申报期满，小鸣单车用户有效申报

的债权超过 11万笔、约 2000万元，另外还有供应商申报的
债权28笔，职工债权115笔，债权总金额高达5000多万元。

近日，记者来到悦骑公司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尚德大厦
的办公场所，发现办公室已搬空上锁。该破产案主审法官
苏喜平介绍，目前管理人接管的悦骑公司账户资金仅 35万
多元。

破产案件管理负责人倪烨中律师介绍，悦骑公司的主
要财产是散落于各城市街头的小鸣单车，但因过于分散，回
收成本高，难以处置变现。

11万用户等退押金，公司账户仅剩35万多元

11万用户等退押金
累计注册用户400多万、收取押金超过8亿元，上线一年完成两轮融资。然而不过两年时间，风风火火的

小鸣单车便宣布破产。这是全国首个共享单车破产案。

负债高达5000多万元，其中包括11万用户的押金；公司资产仅剩35万元现金

和散落各地的单车。近日，相关公告披露，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同意对小鸣单车按每辆12元进行回收。

从爆发式成长到迅速破产，首例共

享单车破产案折射出哪些

行业困局？

首例共享单车破产案折射哪些行业困局

首例共享单车破产案折射哪些行业困局？？

周五001 大阪钢巴vs东京FC
比赛时间：2018-08-10 18:00
大阪钢巴上周日在保级生死战被名古

屋鲸八 3 比 2 逆转，联赛不胜的记录延续到
8 场，救火主帅宫本恒靖则吃到了上任以来
的首场败仗，本场比赛除了老伤兵今野泰幸
仍然无法复出之外，作为韩国国奥队超龄球
员的队内最佳射手黄义助也因需要备战亚
运会而缺席。东京 FC上轮联赛主场险胜击
败神户胜利船，间歇期后 5 场联赛取得 4 胜
1 负，锋线新援林斯连续两轮联赛破门，目
前该队阵中也没有影响实力的伤兵出现。
本场比赛将是东京 FC主帅长谷川健太首次
客场面对老东家，上赛季他与大阪钢巴不欢
而散，本赛季首回合则率队在主场 3 比 2 击
败大阪钢巴，此战相信也不会对老东家留
情。以两队本赛季的实力和表现，看好东京
FC客场取胜。

周五017 兹沃勒vs海伦芬
比赛时间：2018-08-11 02:00
兹沃勒上赛季高开低走，联赛下半程的

成绩下滑让他们失去了季后赛资格，球队新
赛季引进8人、离队14人，转会成果总体来说
失大于得，毕竟桑德勒和萨伊马克等绝对主
力离队所留下的空缺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合格
的顶替人选，他们本赛季的保级前景无忧，但
能否如愿拿到季后赛名额，主要还是看主帅
范特斯基普的调教能力。海伦芬上赛季以第
八名的成绩参加季后赛，但首轮就被乌德勒
支淘汰出局，未能拿到欧战资格，主帅斯特雷
佩尔赛季结束后合同到期离任，曾执教过中
国国青的里克林克成为新帅，球队在新赛季
的转会市场上引进 4人、离队 8人，同样是损
失多于进补。兹沃勒过去 4个赛季主场对阵
海伦芬3胜1平，这场新赛季荷甲揭幕战总体
来说，主队不败的概率较高。

周五020 马赛vs图卢兹
比赛时间：2018-08-11 02:45
马赛今夏阵容稳定，留住了上赛季全部

主力，并收回了租借在外的中场卡贝拉，克罗
地亚后卫恰莱塔卡尔以 1900万欧元加盟；替
补后卫多利亚是唯一的离队球员；热身赛马
赛 7战 1胜 2平 4负。图卢兹今夏换帅，曾经
在俱乐部工作 13 年的卡萨诺瓦回归执掌帅
鞭；有多名球员离队，包括前锋德洛尔、后卫
迪奥普和门将拉冯等3名主力；共有5名新援
到来，包括前第戎门将雷内和前梅斯中场多
塞维，此外还买断了前锋格拉德尔；热身赛图
卢兹战绩为 3 胜 2 平 1 负。马赛传统上擅长
打图卢兹，尤其是在主场胜率非常高，史上46
战仅负 4次；图卢兹实力处于下风且不擅客
战，不宜看好。

周五021 曼联vs莱切斯特城
比赛时间：2018-08-11 03:00

曼联上周末做客与拜仁慕尼黑进行了夏
季最后一场热身赛，结果 0比 1失利；因孩子
出生私自推迟归队的马夏尔没有随队出征，
他也有可能遭到俱乐部罚款的处罚；博格巴
也已经结束假期回到球队，近期他的转会传
闻不绝于耳；后卫拜利和中场埃雷拉都在对
拜仁的比赛中受到轻伤；后卫巴伦西亚有望
复出，另一后卫罗霍和新加盟的达洛特应该
都无法出场。莱切斯特城今夏出售了当家球
星马赫雷斯和前锋穆萨，中卫胡特被解约，同
时签下诺域治中场麦迪逊、波尔图右后卫R·
佩雷拉、利物浦门将沃德、摩纳哥边锋盖扎尔
和西布朗中卫埃文斯等人；前者和中场门迪
还有轻伤。曼联这个夏季从转会到备战都不
算顺利，虽然主场取得开门红的机会仍不低，
但大胜估计也有难度。 （豫体）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广大球迷及购彩者：
快乐购彩，理性投注，请注意控制购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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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彩周五强档：马赛延续交锋优势 曼联开局大胜艰难

自2016年7月诞生以来，小鸣单车主打南方及二三
线城市。据介绍，悦骑公司注册资本约621万元，累计用
户约400万人次，累计收取用户押金总额8亿多元，上线
一年便完成两轮融资。

发展初期形势大好的小鸣单车为何迅速破产？
——动用押金扩大规模。“传统意义上的实物与押

金是一对一的，但共享单车的押金是一对多，一辆单车
可能对应着几十个注册用户，这样一来便形成了押金资
金池。”广州交通管理研究专家苏奎说。

庞大的资金池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诱使一些企业动
用押金来扩大发展规模。倪烨中告诉记者，悦骑公司采
购单车的资金来源主要靠用户押金。

——管理不善导致车辆失踪或“早亡”。小鸣单车
在全国10多个城市进行了投放，但一些城市仅有一到两
个线下管理人管着上万辆单车。

——关联交易或存猫腻。破产案件管理人在调查
中发现，悦骑公司还存在以明显不合理价格与其他公司
进行交易的行为。资料显示，小鸣单车的采购价格是
719.55元一辆，但委托外运时，与运输公司签订的合约
规定，损坏一辆车“按原价赔偿 500元”，与采购价相差
200多元。这就意味着，悦骑公司的采购其实可能是“亏
本”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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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用押金扩大规模，管理不善留下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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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联合地方法院自今
年５月开展第一期“决胜执行难”
全媒体直播以来，已在全国各地开
展直播活动 15 期，网络观看达到

2.2亿人次。

最高法执行局执行指挥调
度室主任万会峰说，最高法和国
家发改委等 60 个单位签署文件，
采取惩戒措施 150 项，对失信被
执行人形成全面威慑，限制 1222
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 458 万人
次购买动车、高铁票，累计拘留
失信被执行人 27.9 万余人次……
在强大的震慑面前，各地被执行
人主动履行裁判文书的比例正
在稳步提升。

●8月11日傍晚时分，天宇将上演“日偏食”
天象，这是今年我国能观测到的唯一一次日
食。天文专家解释，全地球每年发生食的次数
最多为７次，最常见的是发生２次日食和２次
月食。就某一固定地点来说，两次发生日全食

的时间间隔一般在300年左右。

●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总
农艺师季颖9日表示，将按照“循序
渐进、分步实施、多措并举”的原则，

力争5年内淘汰高毒农药，并

力推实现登记超过15年的老旧农
药周期性评价全覆盖。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已
经淘汰了六六六、滴滴涕等 43 种
高毒高风险农药，目前农业上使
用的在登记有效状态的高毒农药
有 10 种。

●短短一年多,一个购物店
返 给 一 家 旅 行 社 回 扣 近

2000万元;游客购买

的翡翠、银器等商品,回扣低则
30%、高则 90%;从组团社、地接
社、导游到大巴司机,每个环节都
吃回扣……

近日,云南昆明警方打掉一
个以“低价团”吸引游客、通过购
物收取高额回扣的团伙,抓获犯罪
嫌疑人31名。警方提醒，暑期是
旅游旺季,提醒广大游客在出行前
找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规的合
同,不要贪图便宜报“低价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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