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收
码割
看期
共来
享了
经
济吗

A08 经济

2019年9月19日 星期四
编辑/王卉珍 图编/言琼 美编/胡万元 校对/汤吉

骑共享单车贵过坐公交，共享充电宝最高涨至4元/小时

共享产品纷纷涨价，收割期来了？
“
以前骑共享单车是半个小时1元，现在变成了半个小
时1.5元，比坐公交还贵些了。”9月18日，长沙市民陈先生
在使用哈啰单车时发现，共享单车的收费涨价了。实际上，
不仅是共享单车，在长沙，使用频率颇高的共享助力车、共
享充电宝，也都已悄然涨价。迈入了下半场的共享经济，是
否迎来了收割期？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钟丛宇

调查

共享单车上涨五成，共享充电宝也涨了

不少最近使用哈啰单车的
长沙用户发现， 打开哈啰出行
APP后，会自动弹出一则“哈啰
单车新计费规则”的公告，只有
点击“接受”选项，才能继续扫码
用车。原来，从9月9日起，长沙地
区的哈啰单车开始施行新的计
费规则， 价格调整为每30分钟
1.5元； 单车月卡前2个小时免
费，单车次卡前1个小时免费，超
出时间则按新计费规则收费。而
在此前，哈啰单车的计费规则是
每30分钟1元。也就是说，哈啰单
车由之前的每小时2元涨至了3
元，涨幅达到50%。
此外，在今年3月份，长沙地
区的哈啰共享助力车就已经调

原因

价，从此前的2元/半小时变成了
2元/20分钟，上涨了50%。
9月18日， 记者走访了长沙
的乐和城、富兴、五一里地下商
业街等多个商场以及一些连锁
餐饮店、网吧。在这些地方，共享
充电宝几乎是标配。从当天调查
的情况来看， 和去年每小时1元
的亲民价格相比，目前长沙地区
的共享充电宝价格普遍变成了
每小时2-3元不等，一些地方甚
至达到每小时4元， 市面上已经
难觅1元/小时的共享充电宝。虽
然价格涨了不少， 但记者注意
到，当天午餐高峰时期，不少商
场和餐厅的共享充电宝都被借
了大半。

盈利难题待解，涨价提高收益最直接

从2015年开始出现的共享
经济，在资本的助推下，一兴起
便经历了疯狂的跑马圈地。经过
数轮洗牌，以共享单车、共享充
电宝为代表的共享经济产品基
本进入下半场，用户习惯逐渐养
成，此次涨价潮，是否意味着行
业已经到了集体收割的好时机？
“共享出行，尤其是共享单
车领域的竞争仍然存在，涨价成
为行业的共同选择，这是出于成
本定价和长期服务用户的理性
考虑。” 哈啰出行湖南地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共享单车经历了前
期的无序投放，现在已转入精细
运营和产品服务升级周期，行业

的运维人力投入和产品折旧成
本普遍增长， 合理定价成为必
然。“涨价实际上对月卡等用户
没什么影响，建议经常骑车的市
民选择月卡、季卡等，能大大降
低用车成本。”
“初期的共享经济项目通过
资本的助推加快了对市场的探
索，但同时也导致了其商业模式
的不成熟，尽管共享经济平台不
断尝试新的盈利方式，但目前依
旧未解决规模盈利的难题。”网
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共享经
济分析师陈礼腾认为，通过涨价
来提高收益，成为共享经济产品
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记者手记
价格涨了，服务得跟上
在市场机制下，企业上调服务价格无可厚非。不过，价格
上涨了，服务也得跟上才行。试想，如果用户扫码骑共享单车
时频频遭遇坏车，或者车辆分布不合理，导致一些地方车辆
多得阻碍了通行，一些地方却是难以找到车辆，这样的体验，
消费者自然不愿意为共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买单。拥有过
硬的产品质量、提供令消费者满意的服务，共享经济产品才
能在竞争中站稳脚跟，才是发展共享经济的长久之道。

9月18日，长沙一家商场内摆放的共享充电宝。

事故频发，巴厘岛叫停“恶魔眼泪”观光
湖南跟团游线路中没有该景点 “自由行”游客最好也勿前往
巴厘岛是世界旅游圣地之
一，中国游客数量也居巴厘岛外
国游客之首，但近期蓝梦岛“恶
魔眼泪”却频发安全事故。近日，
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召开旅游
安全专项问题协调会表示， 自9
月15日起巴厘岛各旅行社暂不
安排中国游客前往“恶魔眼泪”，
并呼吁“自由行”的中国游客切
勿前往。9月18日，记者从线上平
台和湖南省各旅行社了解到，蓝
梦岛“恶魔眼泪”并未在跟团游
览的线路范围内，前往该点的多
为“自由行”的散客。

“恶魔眼泪”
暂停中国游客观光
据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官
网消息称，网红景点“恶魔之眼”
其实并非旅游景区，更无安全防
护设施， 仅在岸边树立了警示
牌。游客为追求拍照效果，往往
会靠近崖边行走、拍照，猝不及
防的恶浪常常拍倒甚至卷走游
人。当地海潮、浪涌极端凶险，潮
水回吸的力量巨大，游客一旦被
卷入海中，几无生还可能。刚刚
过去的8月，蓝梦岛“恶魔眼泪”
发生3名外国游客死亡事件，而
中国公民也有一死多伤。
9月3日，驻登巴萨总领馆召
开旅游安全专项问题协调会，就
近期蓝梦岛“恶魔眼泪”频发的
伤亡事故研讨解决办法。会议决
定， 自9月15日起直至安全措施

和设施全部到位，印尼旅游和旅
行社协会巴厘省分会（ASITA）
下属旅行社暂不安排中国游客
前往“恶魔眼泪”，并呼吁“自由
行”中国游客切勿前往野游。

湖南跟团游线路中
没有该景点
“
‘恶魔眼泪’本身就不在我
公司团队行程内，只是一些‘自
由行’ 的客人可能会去这个景
点。”9月18日， 记者从湖南华天
国旅了解到，该旅行社推出的巴
厘岛线路中有去蓝梦岛的旅游
线路，但其中并未包含“恶魔眼
泪”，而是去岛上最高点、梦幻沙
滩等景点。
“巴厘岛现在是一个比较成
熟稳定的区域了，前往巴厘岛的
湖南游客量也一直比较平稳。”
据业内人士介绍，旅行社在常规
的景点安排中都不会涉及到‘恶
魔眼泪’，线路一般是情人崖、海
神庙等一些热门景点。
随后，记者从携程旅游了解
到，该平台的跟团游巴厘岛线路
也不涉及“恶魔眼泪”这个景点。
“团队不会带游客前往该地游览
拍照。” 携程旅游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们在行程前会向前往巴
厘岛的每一位游客发送提示短
信； 同时在蓝梦岛游览的行程
中，领队与导游也会不断提醒游
客切勿前往该地游览，以避免危
险。”
■记者 丁鹏志

华夏基金荣膺《环球金融》中国之星称号

日前， 全球著名财经杂志
《环球金融》公布了其第12届“中
国之星”获奖名单，凭借优秀的
资产管理能力， 华夏基金荣膺
2019年度“最佳资产管理机构”。
值得一提的是，华夏基金是该奖
项的唯一获奖人，也是唯一入选
“中国之星”的基金管理公司。这
也是华夏基金今年以来收获的

第17份国际认可。
就在一个月前，华夏基金才
刚刚与全资子公司华夏基金（香
港）分 别 揽 获《财 资》的“最 佳
ETF供应商 （中国）” 和“最佳
ETF供应商（中国香港）”奖。《环
球金融》的最新认可把华夏基金
今年以来斩获的海外机构奖项
数量推升至17座。
经济信息

记者 潘显璇 摄

“
目标投”客户数突破百万
9月16日，据天弘基金披露，
由天弘基金与蚂蚁基金共同推
出的止盈定投“目标投”在上线
不到一年的时间中，服务客户数
已经突破一百万。
“目标投” 是在普通定投基
础上，加入了目标设置和达成自

动卖出的新型定投服务。“目标
投”的创新之处在于由客户自己
设定投资目标，达到目标收益率
即为用户自动止盈卖出。“目标
投”既能引导客户更合理地设立
投资目标，也能对定投期限有所
经济信息
预期。

8月长沙新建
商品住宅价格
环比上涨0.3%
本报9月18日讯 今日，
记者获悉， 国家统计局发布
2019年8月份70个大中城市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统计数据。数据显示，8月有55
城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
比上涨，较7月减少5城。其中，
长沙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 比 上 涨 0.3% ， 同 比 上 涨
4.3%。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下降0.1%，同比上涨0.5%。
从湖南来看，2019整体湖
南房价稳中有升，环比多有小
幅增加。长沙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上涨0.3%，岳阳环
比下降0.1%， 常德环比上涨
0.7%，同比涨幅则达10.1%。
二手住宅方面，受调控政
策、一二手房价格倒挂等因素
的影响，长沙、岳阳、常德均出
现环比下降， 环比分别下降
0.1%、 0.6% 、0.1%。从不同面
积段的销售价格来看， 长沙
90㎡以下， 以及90-144㎡户
型价格涨幅较大，两者环比涨
幅均为0.3%。
业内人士指出，8月份，湖
南房地产市场总体延续平稳
态势， 但区域差距较大。“金
九”已经开局，住宅市场供应
翻倍增长，成交稳滞，供销剪
刀差拉大， 各地市州之间、各
板块之间表现分化，部分边缘
板 块 去 化压力 在 持续 上升 ，
“而二手房方面或仍将继续遇
冷。购房者将从试探的心理预
期慢慢转为更理性的看待市
场，‘金九银十’的成交量与6、
7月相比或有明显上浮，但将
远远不如去年的成色。”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钟丛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