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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出资10亿元，哈啰出行牵手蚂
蚁金服宁德时代打造两轮能源网络

在12日的发布会现场，杨磊表示：
“中国是‘两个车轮上的国家’，两轮出行
每日需求高达10亿频次；基于巨大刚需
与诸多痛点的两轮出行现状，而哈啰出
行将持续深耕两轮，全面构筑两轮生态
体系。”

接下来，三方将整合线下运营、线上
平台及产业纵深的优势资源与能力，打
造两轮基础能源网络，为广大两轮电动
车用户提供绿色、智能、安全的换电服
务。

数据显示，我国自行车日均骑行需
求超2亿次。与此同时，据中国自行车协
会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两轮电动车社
会保有量就已突破2.5亿；2018年，国内
两轮电动车年产量超过3000万，堪称

“国民出行工具”。
存量与增量的双重刺激，催生出一

个规模巨大的市场：电池制造行业数据
显示，2017 年两轮车电池总销量为
122GWH，超过同年电动汽车电池总销
量的3.5倍；并且更轻便、环保且符合新
国标标准的锂电池占比尚不足10%，可
提升空间巨大。

然而，庞大市场需求与规模之下还
存在着诸多痛点与问题。“充电难”、“里
程焦虑”、”电池被盗“等用户核心痛点亟
待解决。由充电引发的乱拉飞线、乱停
乱放等问题，为城市管理带来诸多挑战，
而两轮电动车的火灾隐患更已成为备受
关注的社会问题。随着电动车新国标正
式落地实施，两轮电动车行业产业升级
势在必行。

坚持深耕两轮生态，电动车将
创造更多可能

“我们把哈啰换电服务业务定义为
长期的、社会的基础能源，就像汽车加油
站，不只是服务自己，更是为社会创造新
的价值。”杨磊在采访中表示：“有效解决
两轮电动车出行痛点的关键在于能源。
为普惠千万外卖、快递等配送人员以及5
亿两轮电动车用户，哈啰出行决定开放
已有换电能力，结合自身已构建的渗透
式线下城市网络与高效运营能力，联合
优秀的伙伴们共建两轮基础能源网络，
让两轮基础能源网络成为像水电煤一样
的基础设施服务，带来两轮出行的美好
生活。”

正如李开逐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

访时表示，两轮业务将在较长一段时间
里占据哈啰出行业务的战略重心，共享
单车将继续成为哈啰出行发展的基石，
而电动车新业务也将给哈啰创造更多可
能。

“而区别于普通的租赁和售卖，我们
电动车会有统一的提升。一是电动车规
格标准化，通过中控系统让电动车都实
现联网；二是电池的标准化，把电池做成
基础的能源服务。”李开逐表示，无论是
充电还是偷盗，电池始终是电动车用户
最大的痛点，未来将提供物联网、共享充
电等解决方案。

假如把现在的电动车看成是一个功
能手机的话，哈啰出行所设想的未来，是
把电动车市场引入到智能手机时代，通
过软硬件多维度建立行业标准化。

大概在今年春节前后，哈啰出行还
上线了哈啰顺风车。据了解，目前哈啰
顺风车业务在成都、珠三角等地发展非
常好。

哈啰单车在成都等城市实现盈
利，技术驱动精细化运营

三年前，当哈啰单车进入赛道的时
候，已经有ofo、摩拜等在北上广等城市

疯狂争夺资源。对于此时的哈啰单车，
外界普遍认为是一个“后进者”。事实
上，从创业之初，哈啰出行就确立了技术
驱动和有效运营的策略，画风也是一家
更为冷静、理性的公司。

“大家刚开始做这个生意的时候，整
个行业都不是特别清楚，所以一些头部
企业浪费了很多资源在追求投放和市场
占比上，后面发现其实是不可持续的。”
李开逐表示，共享单车在短期内是看谁
增长得快，而从长期来说，还是要靠运营
效率。

经过3年的耕耘，共享单车市场从泡
沫到冷却，哈啰单车反而成为大浪淘沙
后的一匹黑马。据李开逐介绍，算上购
买、折旧、运营等所有成本，哈啰单车在
成都已经实现盈利。而在全国，哈啰单
车大概有一百多个城市能够做到不亏损
或者略有盈利。

当共享单车的盈利能力被外界不断
质疑的时候，为什么哈啰单车还能交出
这样的成绩单，确实值得分析。“一方面
是追求极致的用户体验，另一方面，我们
认为共享单车是一个‘在干毛巾里拧出
水’的生意，对运营能力的要求非常高。”
李开逐表示，技术是哈啰单车提升运营
能力的主要支撑。

拿单车运维来说，在哈啰出行的技
术历程里，已经从用技术帮忙找车、看调
度热点的1.0，升级为用智能算法和大数
据技术，来预测每个地方的需求，包括判
断用户报障可信度、兼职人员工作计件
等，已经全部实现智能化，以此实现精细
运营、提升效率。

在6月14日的“聚焦新经济 共享新
未来——2019新经济大会”上，李开逐也
将带来他的思考和分享。李开逐认为，

“成都是一块出行市场宝地。”无论从平
原地势、气候条件还是人们的生活方式，
成都都非常适合共享出行的发展。同
时，在整个新经济领域，成都的市场秩
序、管理支持都做得非常到位，这也是哈
啰单车能在成都实现盈利的原因。

就在10多天前，成都市政府专门召
开了共享单车座谈会，李开逐也专程来
蓉，探讨共享单车在成都的发展和管理，
他非常赞同成都市相关领导提及的三点
意义，特别是共享单车对成都文化促进
作用。“成都是第一个将共享单车提升大
文化价值上的城市，接下来哈啰出行将
继续促进共享出行在成都进一步发展，
助力新出行方式与成都文化的进一步融
合发展。”李开逐表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婷

哈啰出行牵手蚂蚁金服宁德时代
出资10亿元布局电动车能源网络

技术驱动精细运营，哈啰单车成都实现盈利
6月12日，哈啰出行与宁德时代、蚂

蚁金服在上海达成战略合作，三方首期将
共同出资10亿人民币成立合资公司，推
出定位两轮电动车基础能源网络的“哈啰
换电服务”，哈啰出行联合创始人、CEO
杨磊兼任合资公司CEO。

在两天之后的6月14日，由封面新
闻、成都新经济发展研究院主办的“聚焦
新经济 共享新未来——2019新经济大
会”将在成都举行，大会将为政企资学等
多方搭建平台，共话新经济发展的现状和
趋势。届时，哈啰出行联合创始人兼执行
总裁李开逐，将在现场解析哈啰出行“奇
袭”市场的秘诀。

而在两场不谋而合的大会前后，封面
新闻记者在上海对杨磊以及哈啰出行联
合创始人李开逐进行专访。记者在哈啰
出行总部的大数据中心看到，哈啰单车的
全国运营热力图，就像城市的毛细血管和
跳动的脉搏，由于技术的加持，哈啰单车
能实时看到每一辆单车轨迹。

6月12日，哈啰出行与蚂蚁金服、宁德时代达成战略合作。

哈啰出行联合创始人兼执行总裁李开逐。

“新经济都市圈”是由新经济唱主
角、新动能挑大梁、新场景成气候、新治
理导好航的活力型都市圈，其产业、人
与城市高度融合，是新经济城市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基本形态和必然选择。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克力

6月14日，由封面新闻、成都新经济
发展研究院主办的“聚焦新经济 共享新
未来——2019新经济大会”将在成都举
行，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即将在会上分
享观点的民宿平台途家CEO杨昌乐，听
他讲述民宿行业的发展与升级。

杨昌乐表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已
经接受民宿这种个性化的旅行方式。和
传统酒店一样，民宿的质量也有很大差
别，所以途家推出了民宿分级制度，对民
宿进行了豪华、精品、舒适、经济等级划
分。

杨昌乐透露，在途家平台上最受欢
迎的民宿城市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
重庆等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但是三四线
城市发展速度不容小觑。以途家订单数
据为例，2018年上半年，增速最快的城

市是四川德阳、吉林通化等城市，预订量
增速均在40倍以上，城市民宿向三四线
城市下沉是必然趋势。

在科技的发展下，民宿平台也在安
全方面加紧升级。杨昌乐告诉记者，平
台已经引入“刷脸入住”技术，能够对实
际入住人的验证、读取身份证等相关信
息，同步上传至公安部门，便于公安部门
对入住者的信息进行验证和记录，其校
验级别已经达到了酒店级别。

对于房主而言，经营民宿已成为一
种新的经济模式。从全球范围来看，掌
握着大量房源在平台上当起“连锁民宿
老板”的房东越来越多。对此杨昌乐表
示，民宿运营更趋集团化、品牌化会使民
宿管理更加专业化、集团化和规范化。
专业玩家的加入，也说明资本对民宿行

业的看好。
“从整个民宿行业来看，呈现出一种

百花齐放的姿态。专业玩家的加入，形
成鲶鱼效应，提升了整个民宿行业的品
质化。但更多的是个人房东，个人玩家
在途家的房东占比超过85%，这也是民
宿的魅力所在。”杨昌乐表示，在运营中，
平台不会对个人房东或者连锁房东做倾
斜和优待，基于用户浏览行为、订单量、
好评率等多维度智能推荐。在竞争中，
唯一能取胜的，就是房东的房源品质和
服务。

对于民宿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杨
昌乐认为这个行业的发展空间仍然很
大，远到不了红海状态。所以品牌竞争
会有，但仍呈现出良性发展的势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蔡世奇

6月14日，由封面新闻、成都新经济
发展研究院主办的“聚焦新经济 共享新
未来——2019新经济大会”将在成都举
行。国研新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克力
博士在会前接受记者专访时首提“新经
济都市圈”概念，认为其是新经济城市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形态和必然选择。

谈新经济的核心
颠覆传统经济模式的新力量

互联网时代，以高技术产业为支柱、
智力资源为依托、万物智联为特征的新
型经济，是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共同催
生、人力资本密集型的知识经济，如今已
经成为牵引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

谈及互联网时代这一轮新经济变革
的特征，朱克力认为：“新经济的核心，是
高科技创新及由此带动的其他领域的一
系列创新，本质是信息化与全球化。”

朱克力提到，新经济作为一种新的

技术经济范式，是颠覆传统经济模式的
新力量与新形态，中国经济处于迈向高
质量发展、加速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
期，推助新经济发展并使之成为主流动
能，显得非常迫切。

首提“新经济都市圈”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城镇化发展迈入中后期转型提
升阶段，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城市、城镇走
向集中，形成都市圈和城市群，但新经济
都市圈与传统都市圈大不相同。

朱克力指出，“新经济都市圈”是由
新经济唱主角、新动能挑大梁、新场景成
气候、新治理导好航的活力型都市圈，其
产业、人与城市高度融合，是新经济城市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形态和必然选
择。

朱克力认为，随着新经济发展呈现
出新技术多元融合、新业态物种迭生、新

应用场景变幻的趋势，都市圈的形成有
了更强劲的动力来源。在市场扩张和技
术变迁的驱动下，创新、改革、开放、人才

“四驱并驾”的城市动力结构逐渐形成，
使新经济成为产业升级、服务惠民的活
力之源，这些都加速了新经济都市圈的
形成。

建设新经济都市圈对于成都发展意
义何在？朱克力畅想，对成都而言，发展
自身城市的同时，不断带动周边区域发
展，建设辐射四川
乃至整个大西南的

“新经济都市圈”和
“新经济城市群”，
将为中国新经济发
展作出高质量的示
范。

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 张
越熙

震荡拉锯
问：周三沪指低开，

盘中低位震荡，收盘下
跌。你怎么看？

答：A股股指周三集
体收跌，全天均在低位
震荡，盘面上，农业、黄
金、有色涨幅居前，稀土
板块冲高回落。截至收
盘，两市涨停61只，跌
停2只。技术上看，沪深
股指继续收于5日、10
日均线之上，且两市合
计成交超5000亿元，环
比萎缩并不明显；60分
钟图显示，各股指收盘
略失守5小时均线，但仍
站在60小时均线之上，
而60分钟MACD指标继
续保持金叉状态；从形
态来看，周二市场做多
动能释放过快，是周三
市场低位震荡的主要原
因，而本轮反弹的核心
来自于确认2800点至
2850点的政策底，后市
只有突破2956点才会有
补缺行情，当下来看，短
期拉锯震荡仍将继续。
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
成交、持仓均明显减少，
各期指合约负溢价水平
整体有所增加。综合来
看，北上资金连续第七
日净流入使得短期行情
仍有再度走强的可能，
不过当前仍处于箱体震
荡之中，后市仍应继续
控制仓位。

资产：周三按计划
以7.97元均价卖出ST昌
九；以8.23元加仓鄂尔
多斯6.5万股；以12.98
元加仓大冶特钢4万
股。目前持有南玻A
（000012）35万股，大冶
特钢（000708）8万股，鄂
尔多斯（600295）13万
股，晨光文具（603899）3
万 股 ，天 银 机 电
（300342）8万股。资金
余额4534237.68元，总
净值10283237.68元，盈
利5041.62%。

周四操作计划：南
玻A、大冶特钢、鄂尔多
斯、天银机电、晨光文具
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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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研新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克力：

“新经济都市圈”
是成都发展的必然选择

白 杰 品 股

途家CEO杨昌乐：
民宿可以像酒店一样分级
核心竞争力仍是品质与服务

在竞争中，唯一能取胜的，就是房东
的房源品质和服务。

——途家CEO杨昌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