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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月月 3030 日日，，美团点评美团点评

对外发布了对外发布了20192019年第四季年第四季

度和全年财报度和全年财报。。数据显数据显

示示，，去年全年去年全年，，美团收入美团收入

达达 975975 亿 元亿 元 ，， 同 比 增 长同 比 增 长

4949..55%%，，经调整净利润达经调整净利润达

4747亿元亿元。。其中其中，，餐饮外卖餐饮外卖

业务业务，，到店到店、、酒店酒店、、机旅机旅

游业务游业务，，以及包括以及包括BB端供端供

应链解决方案应链解决方案、、共享单共享单

车车、、网约车等新业务的营网约车等新业务的营

收贡献分别为收贡献分别为 548548 亿元亿元、、

223223亿元亿元、、204204亿元亿元。。具体具体

到新业务中到新业务中，，财报显示财报显示，，

20192019年新业务及其他部分年新业务及其他部分

的收入为的收入为 204204 亿元亿元，，同比同比

增长增长 8181..55%%，，净收入则从净收入则从

20182018年的负年的负4343亿元增长至亿元增长至

20192019年正年正2323亿元亿元。。

据财报显示据财报显示，，美团共美团共

享单车业务和网约车业务享单车业务和网约车业务

已经成功收窄亏损已经成功收窄亏损，，提高提高

了运营效率了运营效率。。在网约车方在网约车方

面面，，美团在美团在20192019年放弃了年放弃了

自营网约车的模式自营网约车的模式，，转而转而

推出了推出了““聚合聚合””模式模式，，采采

用轻量化的运营方式用轻量化的运营方式，，从从

而使美团的亏损得到有效而使美团的亏损得到有效

控制控制。。截至截至 20192019 年年底年年底，，

美团已经在全国美团已经在全国5454座城市座城市

提供了网约车服务提供了网约车服务。。

20172017 年年 22 月月，，美团打美团打

车在南京试点上线运行车在南京试点上线运行，，

一年后实现日订单量突破一年后实现日订单量突破

1010万单万单。。20182018年年，，美团想美团想

要重走当初滴滴走过的要重走当初滴滴走过的

路路，，以期以价格战的方以期以价格战的方

式式，，从滴滴手里抢夺市场从滴滴手里抢夺市场

份额份额，，但最终却以失败告但最终却以失败告

终终。。20182018年末年末，，美团联合美团联合

创始人王慧文率先对外释创始人王慧文率先对外释

放放““冬天来了冬天来了，，需要修炼需要修炼

内功内功””的信号的信号。。此后此后，，美美

团在对待新业务上保持了团在对待新业务上保持了

谨慎态度谨慎态度。。针对出行市针对出行市

场场，，在在20182018年大打价格战年大打价格战

被相关部门约谈之后被相关部门约谈之后，，美美

团约车几乎可以说是沉寂团约车几乎可以说是沉寂

了下去了下去。。直到去年直到去年 1010 月月

份份，，美团宣布推出美团宣布推出““聚合聚合

模式模式”，”，通过接入第三方通过接入第三方

出行平台出行平台，，解决用户三公解决用户三公

里以上的出行需求里以上的出行需求。。

虽然目前共享单车和虽然目前共享单车和

出行业务在美团整体业务出行业务在美团整体业务

中依然属于不盈利的中依然属于不盈利的，，但但

就像美团就像美团 CEOCEO 王兴在解王兴在解

读财报时所说读财报时所说，，共享单车共享单车

业务有利于公司业务多元业务有利于公司业务多元

化化、、服务的多场景应用服务的多场景应用，，

提高交叉销售的可能性提高交叉销售的可能性。。

事实上事实上，，对于美团在出行对于美团在出行

领域的布局领域的布局，，所想要打造所想要打造

的的，，就是就是““吃喝玩乐行吃喝玩乐行””

一站式服务一站式服务，，共享单车能共享单车能

够为美团用户解决一公里够为美团用户解决一公里

以内的出行以内的出行，，而网约车可而网约车可

以解决用户三公里以上的以解决用户三公里以上的

出行需求出行需求。。因此因此，，对于美对于美

团而言团而言，，虽然在具体运营虽然在具体运营

措施上进行了管控措施上进行了管控，，从而从而

使亏损收窄使亏损收窄，，但王兴也表但王兴也表

示示，，公司将继续基于长期公司将继续基于长期

投资的回报情况投资的回报情况，，加大在加大在

新业务上的投入新业务上的投入。。（柯文）

本报记者 吴琼

滴 滴 禁滴 滴 禁 1212 万 元 以 下 车万 元 以 下 车

型型？？这则传闻虽然被否认这则传闻虽然被否认，，

但已经引起了车企的关注但已经引起了车企的关注。。

如果滴滴们抬高门槛如果滴滴们抬高门槛，，

那么那么，，1212 万元以下汽车市万元以下汽车市

场场，，还有戏吗还有戏吗？？

网上一度盛传网上一度盛传：：滴滴增滴滴增

设了新规设了新规———禁止—禁止1212万元以万元以

下车型注册下车型注册。。按照这一说按照这一说

法法，，如果车型的市场指导价如果车型的市场指导价

在在1212万元以下万元以下，，就不可以注就不可以注

册滴滴册滴滴（（网约车网约车）；）；此前已经此前已经

注册的车型注册的车型，，将会被逐渐挤将会被逐渐挤

出出，，进入滴进入滴滴的滴的““黑名单黑名单”。”。

““滴滴内部没有禁止滴滴内部没有禁止 1212

万元以下车型注册的规定万元以下车型注册的规定。。

我们对网约车司机有严格的我们对网约车司机有严格的

考评考评，，但主要是为了保证乘但主要是为了保证乘

坐者安全坐者安全，，不涉及车价不涉及车价。”。”滴滴

滴内部人士斩钉截铁地告诉滴内部人士斩钉截铁地告诉

记者记者：“：“滴滴出行想打造的是滴滴出行想打造的是

全球一站式移动出行平台全球一站式移动出行平台。。

平台上合规的网约车越多平台上合规的网约车越多，，

越有利于满足用户需求越有利于满足用户需求。。我我

们为什么要限制车型注册们为什么要限制车型注册

呢呢？”？”

但为何网上言之凿凿但为何网上言之凿凿？？

滴滴内部人士隐讳地建议记滴滴内部人士隐讳地建议记

者看看者看看““各个城市出台了相各个城市出台了相

应的网约车政策应的网约车政策”，”，并特别提并特别提

到了福建省泉州市到了福建省泉州市。。几年几年

前前，，泉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处泉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曾发布曾发布 《《泉州市网络预约出泉州市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

则则》，》，明确网约车车型价格不明确网约车车型价格不

得低于得低于1515万元万元。。但后来因为但后来因为

争议较大争议较大，，最后调整为不低最后调整为不低

于主流巡游车型车价的于主流巡游车型车价的 11..22

倍倍。。相关数据显示相关数据显示，，近九成近九成

泉州网约车价格在泉州网约车价格在1010万元以万元以

下下。。以此计算以此计算，，网约车价格网约车价格

正好踩在正好踩在1212万元一线万元一线。。

按滴滴说法按滴滴说法，，提高网约提高网约

车门槛的不是滴滴车门槛的不是滴滴，，而是各而是各

地主管部门地主管部门。。据调查据调查，，部分部分

城市出于各种原因城市出于各种原因，，提高了提高了

网约车门槛网约车门槛，，部分城市甚至部分城市甚至

对轴距对轴距、、排量排量、、车价做出了车价做出了

相应规定相应规定。。西安市门槛最西安市门槛最

高高，，按照按照 《《西安市网络预约西安市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

办法办法》，》，必须符合必须符合““燃油车辆燃油车辆

轴距在轴距在26502650毫米以上毫米以上，，排量排量

在在 11..88LL 或或 11..66TT 以上以上；；插电式插电式

混合动力车辆轴距在混合动力车辆轴距在26502650毫毫

米以上米以上、、续航里程达续航里程达5050公里公里

以上以上””等条件等条件，，才能从事网才能从事网

约车业务约车业务。。这一规定直接将这一规定直接将

排量为排量为 11..33TT 的车辆拦在门的车辆拦在门

外外，，引起了较大争议引起了较大争议。。

业内人士指出业内人士指出，，各地出各地出

台的网约车政策台的网约车政策，，意在保护意在保护

当地原来的格局当地原来的格局。。其一其一，，旨旨

在保护当地出租车行业在保护当地出租车行业，，从从

源头上对网约出租车和巡游源头上对网约出租车和巡游

出租车进行差异化经营划出租车进行差异化经营划

分分。。即网约车用于中高端移即网约车用于中高端移

动出行需求动出行需求，，出租车主要用出租车主要用

于满足中低端移动出行需于满足中低端移动出行需

求求。。其二其二，，旨在保护当地的旨在保护当地的

整车生产企业整车生产企业。。西安网约车西安网约车

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吉利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吉利。。

吉利在西安的工厂生产排量吉利在西安的工厂生产排量

为为11..88LL的车型的车型。。

尽管滴滴官方没有禁止尽管滴滴官方没有禁止

1212 万元以下车型注册万元以下车型注册，，但主但主

流城市并不欢迎低价网约车流城市并不欢迎低价网约车。。

在一线城市在一线城市，，77人座的滴人座的滴

滴专车或豪华车更受欢迎滴专车或豪华车更受欢迎。。

乘坐专车去机场的路上乘坐专车去机场的路上，，专专

车司机王师傅透露了多年的车司机王师傅透露了多年的

心得心得，“，“以前开的是以前开的是 1010 多万多万

元的车元的车，，现在换成了奥迪现在换成了奥迪。。

单价高单价高，，打车的多是去机场打车的多是去机场

或长途或长途，，每一单的费用高每一单的费用高。。

一天算下来一天算下来，，钱赚得比以前钱赚得比以前

多多，，而且空跑的里程少而且空跑的里程少，，人人

不那么累不那么累。”。”专车的主要应用专车的主要应用

场景为商务需求场景为商务需求，，尤其是接尤其是接

送机需求送机需求。。AnalysysAnalysys 易观指易观指

出出，“，“20192019年年，，首汽约车数据首汽约车数据

显示显示，，在品质出行接送机场在品质出行接送机场

景下景下，，单个用户往往产生多单个用户往往产生多

个订单个订单，，1212..88%%的活跃用户产的活跃用户产

生生 1414..55%%的订单量的订单量。”。”20192019 年年

上半年上半年，，定位于中高端专车定位于中高端专车

出行的首汽约车收入同比增出行的首汽约车收入同比增

长长227227%%，，并在上海并在上海、、深圳两深圳两

个城市率先实现盈利个城市率先实现盈利。。

““三三、、四四、、五线城市以快五线城市以快

车为主车为主。”。”滴滴内部人士表滴滴内部人士表

示示。。看到差异化需求后看到差异化需求后，，滴滴

滴也调整了产品组合滴也调整了产品组合，，以进以进

一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一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首汽旗下的首汽旗下的 GoFunGoFun 出行出行

一边扩大规模一边扩大规模，，一边忙着汽一边忙着汽

车升级车升级。。GoFunGoFun出行出行CEOCEO谭谭

奕表示奕表示，“，“20202020年年，，公司车队公司车队

规模将大幅增长规模将大幅增长，，但不会增但不会增

加自购新车数量加自购新车数量，，而是一边而是一边

将自有的旧车升级成附加值将自有的旧车升级成附加值

高的新车高的新车，，一边利用社会上一边利用社会上

的优质资源的优质资源 （（私家车私家车）。”）。”谭谭

奕有一本账奕有一本账，，在一些主流城在一些主流城

市市，，比起低价车比起低价车，，中高价车中高价车

的单车投资回报率更高的单车投资回报率更高，，更更

容易在中短期内收回成本容易在中短期内收回成本。。

更多的网约车企业正在更多的网约车企业正在

升级的路上升级的路上。。AnalysysAnalysys易观指易观指

出出，，20152015 年至年至 20182018 年年底年年底，，

专车市场专车市场 （（品质出行品质出行）） 取代取代

部分快车交易部分快车交易，，交易规模累交易规模累

计增长近计增长近2525倍倍。。未来未来，，专车专车

市场将在市场将在20202020年整体业务交年整体业务交

易规模的基础上再大幅增长易规模的基础上再大幅增长。。

退 出 中 低 价 车 型 市 场退 出 中 低 价 车 型 市 场

的的，，不仅仅是网约车不仅仅是网约车，，还有普还有普

通个通个人消费者人消费者。。天风证券指天风证券指

出出，，随着消费结构变化随着消费结构变化，，99万万

～～1313 万元车型占比从最高峰万元车型占比从最高峰

的的 4242%%下行至下行至 3131%%，，66 万～万～99

万元车型占比从万元车型占比从 2121%%下跌至下跌至

1313%% ，， 22 万 ～万 ～66 万 元 车 型 从万 元 车 型 从

1818%%萎缩至萎缩至 22%%。。这一趋势随这一趋势随

着消费升级着消费升级，，基本上不可逆基本上不可逆。。

面对这一趋势面对这一趋势，，车企必车企必

须及时行动须及时行动，，才能抓住市才能抓住市

场场。。按照规律按照规律，，一款新车的一款新车的

研发研发，，至少需要至少需要22年至年至33年时年时

间间。。目前目前，，吉利汽车推出了吉利汽车推出了

高端品牌领克高端品牌领克，，长城汽车推长城汽车推

出了高端品牌出了高端品牌 WEYWEY。。其中其中，，

20192019 年年 WEYWEY 的销量突破了的销量突破了

1010 万辆万辆。。广汽集团旗下的自广汽集团旗下的自

主品牌广汽传祺推出了多款主品牌广汽传祺推出了多款

中高端车型中高端车型，，1515万～万～2525万元万元

车型在去年总销量超过车型在去年总销量超过 88 万万

辆辆。。

近年来近年来，，随着投资热随着投资热

度消退度消退、、司机高额补贴退司机高额补贴退

坡坡，，网约车市场的发展脚网约车市场的发展脚

步趋于放缓步趋于放缓。。疫情的笼罩疫情的笼罩

让网约车市场让网约车市场““雪上加雪上加

霜霜”。”。据极光发布的相关据极光发布的相关

数据显示数据显示，，出行减少致使出行减少致使

滴滴等平台日活跃用户数滴滴等平台日活跃用户数

量阶段性下降约量阶段性下降约 5050%%。。这这

给出行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给出行公司带来了巨大的

压力压力———在现金流骤减的—在现金流骤减的

同时同时，，他们的支出却在增他们的支出却在增

加加。。

33 月月 66 日日，，交通运输交通运输

部副部长刘小明表示部副部长刘小明表示，，疫疫

情发生以来情发生以来，，22 月份出租月份出租

汽车汽车 （（含网约车含网约车）） 接单接单

量量、、运输量下降了运输量下降了 8585%%。。

货车司机货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

群体的收入都在大幅下群体的收入都在大幅下

降降。。订单减少的压力让每订单减少的压力让每

一位网约车司机倍感无一位网约车司机倍感无

奈奈。。受制于需求端的压受制于需求端的压

力力，，来自上游供应端的企来自上游供应端的企

业也难以置身事外业也难以置身事外。。因无因无

法继续支付租金法继续支付租金，，疫情期疫情期

间间，，很多司机师傅选择向很多司机师傅选择向

租车公司退租租车公司退租。“。“节后节后，，

租车公司司机退租的比例租车公司司机退租的比例

基本超过了基本超过了 3030%%。。以往退以往退

租率是极低的租率是极低的，，正常到期正常到期

退 租 的 概 率 约退 租 的 概 率 约 00..22%% 至至

00..33%%。。像北京像北京、、上海这样上海这样

的一线城市的一线城市，，平时基本没平时基本没

有车可以租有车可以租，，大家抢着大家抢着

租租 。”。” 一 位 业 内 人 士 表一 位 业 内 人 士 表

示示。。当下当下，，司机选择非正司机选择非正

常因素退租常因素退租，，主要源于对主要源于对

疫情结束时间点的不可控疫情结束时间点的不可控

性性。。一时间一时间，，被退租掉的被退租掉的

车辆成了空闲资产车辆成了空闲资产，，无法无法

产生资金效益产生资金效益，，积压在租积压在租

赁企业手中赁企业手中。。

根据中国城市公共交根据中国城市公共交

通协会调研的数据显示通协会调研的数据显示，，

仅在仅在 20202020 年年 22 月月 44 日至日至 1717

日的两周时间内日的两周时间内，，就有约就有约

8585%%的受访汽车租赁公司的受访汽车租赁公司

遭遇司机退租或欠贷现遭遇司机退租或欠贷现

象象。。

易观数据发布的报告易观数据发布的报告

显示显示，，今年春节期间今年春节期间，，中中

国网约车市场每日直接订国网约车市场每日直接订

单损失超过单损失超过 55..88 亿元亿元。。订订

单流失单流失、、收入骤减收入骤减，，这对这对

原本并不富裕的网约车市原本并不富裕的网约车市

场而言场而言，，更是雪上加霜更是雪上加霜。。

即便是网约车巨头滴滴即便是网约车巨头滴滴，，

也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也长期处于亏损状态。。

安全始终是悬在网约安全始终是悬在网约

车平台头顶上的达摩克利车平台头顶上的达摩克利

斯之剑斯之剑。。在这场疫情考验在这场疫情考验

中中，，关于接触感染方面的关于接触感染方面的

安全命题再度被推至话题安全命题再度被推至话题

中心点中心点。。继滴滴首次开启继滴滴首次开启

““防护舱防护舱””模式后模式后，，高德高德

等平台也纷纷为网约车安等平台也纷纷为网约车安

装塑料防护膜装塑料防护膜。。

安装防护膜的同时安装防护膜的同时，，

在疫情逆境中在疫情逆境中，，网约车平网约车平

台纷纷推出了相关举措台纷纷推出了相关举措。。

旗妙出行等平台承诺疫情旗妙出行等平台承诺疫情

期间期间““不涨价不涨价”。”。首汽约首汽约

车发起了车发起了““尖峰行动尖峰行动”，”，

实施实施““三大三小三大三小””多重消多重消

毒保障策略毒保障策略。。此外此外，，全国全国

多座城市均设立了出租车多座城市均设立了出租车

免费消毒点免费消毒点，，并推进出租并推进出租

车及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车及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

实名制乘车实名制乘车。。

对于市场未来发展走对于市场未来发展走

向向，，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

预测预测，“，“今年网约车市场今年网约车市场

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原因原因

在于前期网约车市场发展在于前期网约车市场发展

过快过快，，整体的运营成本相整体的运营成本相

对较高对较高。。目前目前，，受疫情影受疫情影

响响，，网约车市场经营处于网约车市场经营处于

乘客相对较少的艰难局乘客相对较少的艰难局

面面。。因此因此，，今年网约车市今年网约车市

场是以场是以‘‘活下去活下去’’为主要为主要

目标目标，，以平稳经营为主要以平稳经营为主要

发展特征发展特征。”。” （江科）

滴滴若抬高门槛，车企该怎么办？

疫情带来网约车之痛

美团：网约车业务亏损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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