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好重庆市场 共享汽车竞争激烈
重庆共享出行市场受各大平台青睐，已有超7000辆分时租赁汽车遍布大街小巷

10月8日，盼达用车启动
了 A轮融资，力帆股份投资
1575万元(本报10日11版曾
报道)。这一动作也被解读为力
帆持续押宝新能源共享汽车，
也引发人们将更多视线投入重
庆本土共享汽车行业。

对于共享业界，重庆是个
特例，爬坡上坎，风靡全国的共
享单车在此水土不服。缺少共
享单车的冲击，重庆共享出行
市场越来越受各大平台青睐。
据上半年数据显示，重庆已经
有超过7000辆分时租赁汽车
遍布大街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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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尽在《上游新闻》

财富志

已进入重庆的共享汽车企业多达十余
家。其中，力帆盼达用车、重庆交运智道出
行、环球车享EVCARD、众泰众行用车、即
行Car2go、长安出行已拿到正规牌照，也
是街头“能见度”最高的几款共享汽车。

截至目前，6家平台总投放车辆接近
5000台。但据此前资料显示，国内共享汽
车目前基本是“赔钱赚吆喝”。先期进入重
庆市场的共享汽车们，“活”得如何呢？

众行用车 将投入更多车型

众泰旗下的众行用车进入重庆市场较
晚，但非常重视重庆市场，其扩张速度不慢。

1月正式运营时，只在璧山和大学城进
行试运营。现已在璧山、沙坪坝、南岸、巴
南、江北、九龙坡、渝中等都建设了站点，投
入的车辆已经有600多台。

据众行用车相关负责人介绍，众行主要
以小巧灵活的众泰E200车型为主，该车为
两人座，车型工况续航里程为220公里。“我
们和盼达不一样的是，盼达以换电模式为

主，我们是以城市中转站的充电模式为主。”
这位负责人介绍，众行用车现在除E200车
型外，还投入了云100S四人座车型。

长安出行 今年将投1000辆

其实，不止盼达用车最近动作频繁，作
为本土汽车“大佬”的长安汽车，动作也大到
让人侧目。

由长安汽车旗下重庆长安车联科技有
限公司构建的“长安出行”，也是立足于重
庆，开放会员注册。据其负责人介绍，该公
司预计今年将投入1000辆新逸动EV分时
租赁汽车，投放区域包括重庆主城9区及周
边区县。

接下来，将持续新建网点并加快车辆投
放进度，预计年内将新增至100个网点。目
前长安出行提供的车型为新逸动EV，有
160KM和200KM续航里程两款车型。

一家本土企业，一家外地企业，纷纷押
宝重庆共享汽车市场，足以证明重庆市场对
于共享汽车平台的吸引力。

然而，尽管市场投入越来越热，“赔钱赚吆
喝”却是几乎所有平台运营商面临的问题！中
国汽车流通协会有形市场商会常务副理事长
苏晖经过调查后，提了一个共享汽车赢利门
槛：在某一区域只有投入8000台车时，企业才
会盈利。很显然，目前，各家平台都还达不到
上述规模。

大多“赔本赚吆喝”

从全国看，共享汽车平台赢利难，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共享汽车企业的进一步做大。

赢利难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重资产运
营，车辆的购置费用是大头。以即行Car2go为
例，其在重庆投放车辆为smart for two，市
场售价大约在13万元。而盼达用车，尽管采用
力帆330EV，价格约5万元，但这不包括换电、
充电等成本。此外，还有车辆的保险、维护、清
洁、保养、停车等费用，也是一笔不少的投入。

进入重庆市场不久的EVCARD首席市场
官黄春华就曾公开表示，EVCARD目前距盈
利遥遥无期。若想盈利，要保证每辆车每日产
生超过120元的收入。他介绍，EVCARD在
上海市的日均单车收入仅为51.41元，距120
元的盈亏平衡点，尚有不小差距。

力帆汽车增资盼达，是否有对盈利性的考
量呢？力帆股份董秘汤晓东就曾公开表示，盼
达目前最重要的是做大规模，目前对盼达的盈
利并不做过多考量。“盼达的商业模式是经过
验证的，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肯定是可以盈
利的。”汤晓东说道。

最早在重庆布局的car2go表现也差强人
意。根据戴姆勒公司提供的数据，car2go重
庆项目在2017年2月底前的营业收入尚不到
1200 万元，而其付出的车辆购置成本则在
7800万元。

重庆力帆的数据显示，目前，盼达用车在
全国运营的城市中，仅杭州的单日单车平均
营收达到了173元，超过了盈亏平衡点，实现
了盈利。

看好共享经济概念

纵观全国共享汽车平台，背后“大佬”主要
都是以大型车企为主。

根据“腾讯创业”3月统计的37家汽车分
时租赁企业信息，大部分企业没有披露融资信
息，披露了的仅2家完成B轮，且多数企业背后
主要是产业资本，鲜见创业公司的身影。

但共享经济是当前的一个热门概念，共享
汽车的前景依然被看好。“前期投入成本太大，
收益见效又慢，所以目前处于市场培育期，大
家都在亏损，现在就看谁能亏得起。”这句话已
经成为业内共识。大家都在这条路上奔跑，看
谁耐力更好。

此外，车企进入共享汽车市场，目的也是
多方面的，借平台做营销，可视为一种营销方
式。“车辆在使用过程中，间接增加了用户粘
性、增强品牌知名度及市场曝光率。”这也是一
些平台宁愿“赔钱赚吆喝”的原因之一。

对于越来越多的共享平台将涌入市场，
car2go、盼达用车以及长安出行的负责人均持乐
观态度，“有竞争是好事，不仅可以规范行业发
展，而且会带动更多人关注共享汽车，活跃市
场。”

竞争激烈消费者获利

平台众多必然导致竞争加剧，从目前几大
公司公布的优惠政策可以看出，共享汽车竞争
在前期已悄然打响。除价格因素外，提高用车
体验、提升用车服务以及便利性等，都会成为
竞争的重要手段。

以力帆盼达用车、EVCARD、众泰众行用
车、即行Car2go、长安出行这些平台租赁方法
看，都必须缴纳1000元的保证金，部分高档
车保证金达到3000元。现在，这些保证金政
策已开始松动，已经有平台在开始考虑引入
信用积分，推行免保证金用车形式。长安出
行已经开始尝试，用户芝麻信用分达到650分
以上，就可免保证金。 本报记者 杨野

■
纵
深

看好共享经济概念 盈利仍有待时日

如果不是互联网对传统商业如此猛烈的
冲击，彭飞一定不会在年近50岁时“重新创
业”。当然，在互联网对传统商业完全颠覆
之后，彭飞开始拼命学习，努力尝试，他的状
态一点都不像在传统商业中浸润了20多年的
商人。

被危机倒逼出来的转型

彭飞1991年大学毕业后就一直从事电子
设备销售，1993年正式成为了一名复印机经销
商。

从1992年-2000年，是国内贸易迅猛发
展的10年。这一时期，包括复印机这种划时
代的商品大量进入市场，尽管其价格昂贵，但
成交量却很活跃。当年只要手法得当，一台复

印机的毛利可以达到1万元。
2010年后，互联网经济使得传统商业环

境迅速裂变，价格在网上彻底透明化，品牌商
纷纷自建网店，使得代理商的市场地位逐渐弱
化。与此同时，传统行业经销企业陷入发展困
境，从业者纷纷转行。

复印机代理生意做了20年，但生意的一
头一尾同时出现了枯竭的危机，企业毛利从
20%以上锐减到几个点，彭飞说市场的变化逼
迫自己艰难转型。

光有粉丝无法解决问题

复印机代理销售是传统商业模式，要转
型，彭飞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得设计出一条
新的商业路径。2015年6月，彭飞开始向互联

网领域迈进，创立了超级快印品牌。
按照彭飞当时对互联网+的理解，互联网

的商业逻辑是：1、设计一个专业APP；2、用烧
钱让利的方式大量“吸粉”；3、在拥有一定规模
粉丝的同时，在全国招代理商。

按照这个套路，彭飞在全国几个重点市场
进行了投入，也吸收了上万名粉丝，尽管有了
一定的“流量”，但线下服务跟不上的问题还是
很快暴露了出来。

“用户下载了你的APP，但他周边根本没
有能够提供服务的复印机或文印店，我们不断
反思最初的思路，当然也希望能有更大的资金
投入进去。”彭飞说，在投资人的指点下，自己
才恍然大悟，粉丝经济对于自己这样体量的企
业效果并不大。

向产业互联网转型

今年1月，彭飞重新调整了商业模式。
这次他努力的重点不再是找流量、吸粉

丝，而是进一步将复印机与物联网技术进行融
合，将传统复印机改造为智能复印机，让复印
机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能通过App、微信等
端口接受文印任务。这是彭飞向产业互联网
转型的第一步。

彭飞的第二步就是在学校、医院、法院、政
务中心等文印量大的场地免费布点。“在这些
单位的公众大都有文印需求，一般情况下，要
么单位会专门安排一个人值守复印机，要么用
户要到单位之外，寻找文印店。而我们的模式
是免费在这些单位的公共区域提供自助式的
智能复印机。对单位而言，不需要自己购买设
备，也没有维修负担，还提升了便民服务质
量。对公众来说，能在医院、法院等最需要文
印的地方就近打印、复印，确实方便。我们的
工作就是确保这些复印机在无人值守的情况
下能提供服务，最终向使用了机器的市民收取
文印费。”

在彭飞设计的商业模
式中，还有重要的一环是
维修。“我们不是在每个城
市都培养自己的技术人
员，而是让每个城市有维
修技能的从业人员加盟，
就像滴滴司机一样。”

卖机器，一台赚1万 卖服务，一台赚10万
彭飞的产业互联网+共享模式，为身处困境的经销商们提供了一条值得借鉴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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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复印是我们身边
极常见也极易被忽略的一项
生意，我国每年在线的打印
机、复印机7000多万台，而
文印行业在全国的产业规模
高达1200亿元。然而随着
互联网运用，以及人工成本
的冲击，文印行业的运营却
陷入困境。

彭飞在重庆做了24年
的复印机代理商，行业的裂
变倒逼着他变革，从经销商
转变为产业互联网服务商。
目前，他的项目已获得2000
万的天使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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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服务为什么
比销售更赚钱？

重庆晨报：你设计的复印机共享模式
目前发展速度怎么样？

彭飞：1月调整商业模式后，8个月已经
铺设了500多台自助复印机。对于这个发
展速度，一方面是一些单位还有“购买”消
费的习惯，另外我们也希望基础工作能做
得更扎实一些。我们之前走过弯路，相对
于粉丝，我们更需要有线下服务的场景。

重庆晨报：目前项目还处于烧钱阶段
吗？盈利预期呢？

彭飞：目前项目已获得约2000万的天
使投资，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前期的项目研
发和市场落地，我们已经取得了3项专利、
19项软件著作权。

一个好的项目一定要能养活自己。我
们的自助文印服务没有现场值守的人工，
甚至没有房租，而且文印效率更高，所以一
台复印机只需要6-8个月就能收回成本。

现在卖一台复印机，代理商或许只能
赚2000元，而用这种模式产生的服务价
值，能超过10万元。过去是靠销售赚钱，现
在是通过服务去赚钱，这在互联网时代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盈利模式。

重庆晨报：互联网对传统商业的冲击
很大，既然复印行业能借道产业互联网，其
它行业也可以借鉴吗？

彭飞：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其实
仅在文印行业，也有不同的路径，有的是做
B2B，主要在线上促成企业客户和文印店的
交易，有的还在大量做粉丝。我们做的是
产业互联网，希望通过物联网技术、共享经
济模式来构建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传统模式变革的核心在于创新。比如
我近期注意到，重庆有的个性化餐厅，不但
能够向客户推送每日新采购食材，还能根
据每个粉丝的口味，提供定制化餐饮服
务。这些都是产业互联网探索的方向。

本报记者 仇峥

重庆超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EO，超级
快印创始人彭飞。

方便市民出行的共享汽车。
本报记者 高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