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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的“圈”正热闹
着，可也有黯然离场者，运营
了不到半年， 亏了300万，偏
安重庆的悟空单车最近宣布
退出市场，这是“圈”内首家
宣布彻底退出的企业。

它的离场不算悲壮，却
是这个行业激烈竞争的一个
注脚，也让人警醒观望：真正
的洗牌才刚刚开始。

小公司生存难
悟空单车退出

“孙大圣”终是没能敌过
“市场竞争”这一妖怪。

悟空单车的营运商重庆
战国科技有限公司13日宣
布，由于公司战略发生调整，
自2017年6月起，正式终止对
悟空单车提供支持服务，退
出共享单车市场。

按照创始人雷厚义的说
法，退出是因为打不赢了，没
有顶级的供应链资源。

“在资源上，头部效应明
显，政府资源、媒体资源等都
集中在行业领头的几家公司
上，在马太效应的聚合下，公
司无法翻身；在供应链方面，
作为小公司， 悟空单车也拿
不到足够资源， 只能与小厂
商合作造车， 后果就是车辆
品质不好，容易坏，造车成本
高的问题； 在与竞争对手较
量的过程中， 也由于没有足
够的资金无法长久持续，一
些行业领先的公司可以一直
免费占领市场。”

据了解， 悟空单车在重
庆总共投放1200辆单车，约
一半投放在大学城， 其余投
放在市区， 前后运营的四个
月里，共累积了一万多用户，
收了一百万押金。

如今， 因悟空单车采用
的是机械锁， 大部分已经找
不到，找到的大概只有10%。
“我们投放了一千多辆，最后
只找回几十辆。 我们也没有
再去找，项目都停了，找回来

干吗，就当做公益了。”雷厚义
如是说。

截至项目关闭， 他们总计
亏损300万元左右。

风口吸引力大
七彩单车现身

悟空单车落幕退出之时，
仍有人继续往共享单车这个风
口钻。

仅单车颜色来说， 目前就
已经包括了有橙黄蓝绿金白
银， 当炫酷的土豪金出现在街
头的时候， 有网友甚至调侃：
“再想做共享单车也难了，连颜
色都没得选了。”

岂料， 这根本难不倒急于
在这一市场分一杯羹的商家：
没有颜色我们就拼接颜色！

日前，七彩单车“终结车7
号”以拼接红、橙、黄、绿、青、
蓝、紫七种颜色，现身北京等城
市。这位共享单车的“后来者”，
显然是集众家所长有备而来，
每辆单车均装备了智能锁，同
时还增加夜间车轮胎光圈设
计，保证夜间骑行安全。

七彩单车CEO罗海元认
为， 数家共享单车品牌野蛮生
长，烧钱大战，过度扩张，多半
市场已被瓜分。 但罗海元认为
仍存在巨大挖掘空间，“二三线
城市用车出行， 与共享单车出
行覆盖率之间仍有很大差距，
这是共享单车未来重要的增量
市场”。

已入局者岂能坐等新入局
者来“搅局”？它们都有“大动作”。

6月16日，摩拜单车宣布完
成6亿美元E轮融资，成为共享
单车行业最高的单笔融资。由
腾讯领投，TPG、 红杉中国、高
瓴资本等继续跟投。

另一巨头OFO则在6月20
日宣布新用户的押金数额从原
来的99元提升至199元，用以建
设一套全新的智能信用体系，
用户日常的用车习惯和信用评
级都会成为押金的参考系数。
■记者 黄利飞 实习生 戢伟豪

本报6月24日讯 “饮
料、泡面、休闲食品都要有，
万一哪天加班， 这些东西能
救急。”在万达广场写字楼从
事文案工作的周小姐是一位
资深的零食达人， 每周都要
去零食店采购数百元的存
货。在长沙，有不少白领都和
周小姐一样， 每天靠着小零
食补充体力。为留住人才，有
企业干脆在办公地装上了开
放式零食货架， 以公司折扣
的方式给予员工优惠。 这种
价格比便利店便宜， 取货在
办公室的自助零食购买方
式，你会接受吗?

“自从公司开设了免费的
茶水间， 去便利店买零食的
人就减少20%。”青创汇的人
事主管梅女士介绍， 茶水间
内提供了免费咖啡、茶水、饼
干、水果等，但她还是倾向于
自己购买零食，“如果增加了

零食架， 以后就再也不担心
挨饿了。”

6月23日，记者采访长沙
多家公司发现， 由于上班时
间匆忙， 他们经常早饭中饭
一起解决。 据不完全统计，
50%的上班族早上为了赶时
间来不及吃早餐， 有些人在
路上买些带到公司去吃，而
有些人连买早餐的时间也没
有，只能饿着肚子上班。

“虽然目标群体庞大，但
受制于办公场景， 开放式自
助零食货架入驻企业， 仍旧
任重道远。”湖南商学院副教
授尹元元认为， 相比于手机
等产品，零食利润不高，即使
是原价售卖， 企业需负担的
成本也比较高，“寻找‘共赢’
的机会至关重要， 建议企业
以正常的售卖形式平衡维护
成本。”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王佳宇 朱雅婧

中粮北纬28度收官，预
推的9栋建面约777平方米观
澜独栋别墅，即将在6月底与
大众见面。

此次推出的［玖仰］观澜
独栋别墅产品，四层设计，建
筑面积约777平方米，可享受
总面积近1400平方米。7.8米
挑高客厅、多套间配置、双车
位、无边界泳池、合理的保姆
房设计……每一栋、 每一层
都倾心规划、合理布局，用以
满足所有家庭成员的生活习
惯及个人喜好。此外，［玖仰］
组团拥有诗一般的花园空
间。500-800㎡的挺括花园，
装点着每次四季轮换， 审视
着每个日出日落， 用以匹配
女主人的绰约姿态。 本次也
是中粮北纬28度里程碑式地
推出最后9栋稀缺收藏户型。

从门廊到石柱， 从窗线
到屋檐，细微之处，都经过精

工雕琢。整体风格显得气派而
又韵味悠长，处处彰显主人的
巅峰身份。欧陆经典、大气磅
礴的造型设计，赋予了建筑自
由奔放，却又内敛沉稳的独特
个性。［玖仰］ 在对空间设计、
建筑品质、景观打造、庭院规
划等方面的精雕细刻，最终打
造出了中国家族需要的别墅，
成为长沙高端别墅的厉行者。

项目位于长沙市府西，城
市核心腹地中的静谧宝地。居
于此，远观7万方原生山林点
点荧光，近享观音岩水库曼妙
湖景，满足财富阶层对诗意生
活的曼妙想象。 户户临水排
布，观山、观水、观心，正因其
亲水特性，所以被称为“观澜
独栋”；稀缺9栋，让城市层峰
人士在这里彼此遇见， 互道
“久仰”。所以，中粮北纬28°
收官别墅组团， 被称为［玖
仰］。 经济信息

本报6月24日讯 今天下午，
“中国顺德家具工厂直销中心战略
入湘签约发布会暨供给侧改革背景
下中国家具行业产销发展高峰论
坛”在长沙举办，10万平方米的顺德
家具工厂直销中心正式落地长沙湾
田国际。从今年10月底起，长沙市民
直接在家门口就可第一时间购买到
刚出厂的顺德家具， 因去掉了一切
代理等中间环节， 消费者购买同样
的家具将便宜40%以上。

业内人士表示， 这种F2C的新
模式料将改变中国家具产销发展的
新格局， 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国
家具产销发展提供了“长沙样本”。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韩思敏

悟空单车黯然退出，七彩单车高调入局，摩拜单车和OFO两强“大动作”不断

共享单车洗牌，后来者靠啥“搅局”

根据长沙市城管执法局
前期调研， 截至2017年6月，
摩拜、ofo、 永安行、 酷骑、
Hellobike等5家主要企业已
在长沙投放共享单车 33万
辆，3个月时间增长近6倍。

为了缓解甚至避免共享
单车的“任性乱停”，4月开
始， 城管部门在主城区53条
道路（含支路、街巷）和128个
社区进行了第一批非机动车
停车区设置。 截至5月底，长
沙已新增非机动车停车点
680处，主要分布在城市主次
干道、重要商业区域、公共交
通站点、 交通枢纽、 居住区
（含支路街巷）、 旅游景区周
边等。

目前， 长沙第二批非机

动车停车点施划也正在推进。7
月底前， 全市主城区将形成较
为完善的规范停车点网络。此
后， 长沙还将逐步推进主要道
路及重点区域停车电子围栏管
理，促进共享单车规范停放。

为了进一步加强长沙共享
单车停放秩序管理， 长沙市城
管执法局日前下发了《关于促
进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定点规范
停放， 加强非机动车停放管理
执法的指导意见（试行）》。

根据《意见》，共享单车企
业应承担管理主体责任， 按照
不低于投放量的3‰的比例合
理配备线下服务团队， 加强车
辆调度、停放和维护管理，防止
车辆聚集拥塞、 乱停乱放以及
毁坏破损等。

连线

7月底前，长沙主城区将形成规范的停车点网络

零食货架“攻陷”写字楼，你怎么看

借助移动支付，设在办公室的自助货架会是新零售的风口么。

中粮北纬28度9席独栋别墅荣耀收官

本报6月24日讯 6月 22日
晚，一场传统文化的视听盛宴在长
沙尚成酒店上演，《西游记》中观音
的扮演者左大玢，电视剧《一家老小
向前冲》严爹的扮演者王永光、严婶
李小嘉、祝婶刘赵黔等应邀演出。据
悉，尚成酒店此次签约20余位湖南
本土艺术家，力求将文化艺术与传
统酒店进行完美融合，并打造湖南
第一家文化艺术酒店。

“消费者在此处不仅能享受酒
店的常规服务，而且还能与湖南本
土艺术家进行亲密接触，感受源自
艺术的熏陶。” 尚成酒店负责人肖
知生表示，新常态下，酒店行业必
须转型，探索如何利用文化艺术对
原有产业进行升级，使文化艺术成
为新的产业发动机。此举既能提高
酒店知名度，也为普通民众接触文
化艺术提供了方便的渠道。

左大玢、王永光、李小嘉、刘赵
黔等都是湖南资深艺术家，终身享
受国务院津贴。今后，这批湖南本
土艺术家将长期在酒店定期演出。

■通讯员 陈秀

湖南打造
首家文化艺术酒店

顺德家具工厂
直销中心落地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