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多后，滴滴顺风车重回大众视野。11月6日，滴滴宣布，自11月下旬起，在北京、哈尔滨等7个城市试运营顺风车业务。对比滴滴顺风车新旧版产品规则，滴滴对司乘

双方的要求都更加严格。在滴滴顺风车下线的450天，嘀嗒和哈啰顺风车在用户端已形成品牌认知，以聚合模式、合资结盟角度切入网约车市场的各类企业也虎视眈眈。第

三方数据显示，滴滴的月活优势仍在，不过在出行市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下，滴滴要面临的不只是重建用户信任。

区块链信息服务等列入鼓励产业

11月6日，亿滋国际宣布旗下吉百利重

回中国市场。值得关注的是，这是吉百利在

时隔九年后，重新回到中国市场。业内人士

认为，重新回归中国市场是因为吉百利的

品牌优势依然存在，但目前国内巧克力市

场已有德芙等品牌雄踞龙头，吉百利想要

分得一杯羹，尚需在多方面下功夫。

11月6日，拥有奥利奥、炫迈、妙卡品牌

的亿滋国际宣布，将吉百利重新带回中国

市场，并在其刚刚开设不久的亿滋国际天

猫跨境电商平台上进行销售。

北京商报记者登录亿滋国际天猫跨境

电商平台看到，亿滋国际推出的吉百利巧

克力包括脆心牛奶、浓郁牛奶、提子果仁朱

古力和花生焦糖四个口味，“双11”狂欢价

为69元/包，原价为109元/包。

对于亿滋国际此次为何将吉百利再次

带回中国，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亿滋国际相

关负责人进行采访，截至记者发稿，对方暂

未予以回复。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分析认

为：“吉百利拥有百年的历史，上世纪90年

代进入中国，产品品质良好，具有一定的品

牌基础。亿滋国际将其再次引入中国，并在

线上渠道销售，是一种试水举措，并希望借

进博会和“双11”的机会尝试再次打开中国

市场。”

战略定位专家、九德定位咨询公司创

始人徐雄俊表示：“亿滋国际在饼干、口香

糖等领域业务的良性发展，使其有资金拓

展新的业务增长点，这也是其将吉百利重

新带回中国市场的重要原因。”

财报显示，2019年二季度，受到饼干业

务强劲表现的驱动，亿滋国际在中国市场

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这是亿滋国际在华

连续八个季度实现增长。同时，亿滋国际在

中国口香糖市场的市场份额也不断扩大，

2019年上半年，亿滋国际炫迈口香糖业务

保持了近两位数增长。目前，在中国市场

上，亿滋国际的饼干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

口香糖品类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二。

据悉，吉百利创立于1824年，是英国历

史最悠久的巧克力品牌之一，也是英国最大

的巧克力生产商，主要生产吉百利巧克力、

怡口莲太妃糖等。

上世纪90年代，吉百利进入中国，曾经

在中国大陆建有两家工厂，并购了无锡利夫

糖果有限公司，产品行销全国200多个城市。

2010年，卡夫食品完成对吉百利的收

购，吉百利在中国的业务也逐渐淡出消费者

的视野。“卡夫食品在收购吉百利之后，对其

进行了重组，自此吉百利也慢慢退出中国市

场。”一位接近亿滋国际的人士表示。

朱丹蓬称：“亿滋国际将吉百利重组，

退出中国市场，主要原因是吉百利在中国

市场的表现并不理想。

数据显示，吉百利旗下有2500多款产

品。在2010年前后，吉百利每年在英国的营

业额超过16.3亿美元，在中国的营业额只有

约5亿元。同期，糖果品牌徐福记在中国的

销售额达37亿元。

“当时，德芙的势头正盛，吉百利从产品

的露出和投入方面均难以和德芙抗衡。国内

相对低端的徐福记、雅客等品牌的产品具有

较高的性价比，吉百利处在一个尴尬的位

置，所以业绩并不理想。”朱丹蓬表示。

彼时，吉百利还曾多次身陷产品质量、

税款等问题。2006年，吉百利牛奶朱古力被

指出含有沙门氏菌。在被卡夫食品收购之

后，吉百利也曾被指使用一间并不存在的工

厂，在印度躲避了约4600万美元的税款等。

“如今重返中国市场，吉百利错过了发

展的最好时机。并且，德芙、费列罗、好时等

品牌的地位已比此前更加巩固，吉百利未

来发展或将面临围攻。”徐雄俊认为。

中 商 产 业 研 究 院 数 据 显 示 ，

2012-2016年，中国巧克力市场规模整体

保持平稳增长趋势，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5.76%。但在2016年，我国巧克力行业销售

量为12.03万吨，同比下跌3.84%；销售规模

为183.5亿元，同比下跌1.33%。

虽然销售规模有所下降，但在中国巧克

力市场，巧克力头部企业竞争则愈发激烈。数

据显示，2016年，玛氏凭借旗下德芙、M&M、

士力架等众多知名品牌市占率达39.8%，位列

冠军；费列罗依靠 FerreroRocher和

Kinder两大品牌市占率为17.8%，位列亚军。

与此同时，国内巧克力企业的数量也在

不断增加。2014年，我国国内巧克力企业数

量为693家，2016年近750家。此外，通过跨

境电商，来自比利时、意大利、瑞典等国家的

巧克力品牌也开始纷纷进入中国市场。

“随着消费升级，消费者对高端巧克力

产品需求会增加，同时，这种需求也在向

‘全可可’产品过渡。”朱丹蓬表示，这也是

吉百利的机会，但吉百利不能只在线上销

售，未来应实现线上线下融合销售。

北京商报记者 李振兴

时隔九年 吉百利返华再入巧克力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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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的滴滴顺风车 难找回的信任与估值

最严顺风车规则

没有灰色测试、没有预热，“滴滴顺风车

重新上线”的话题还是上了微博热搜。

按照滴滴的计划，将于11月20日在哈尔

滨、太原、石家庄、常州试运营顺风车，沈阳、

北京、南通的试运营开通时间则定在11月29

日。试运营期间，滴滴将首先提供5：00-23：00
（女性5：00-20：00）、市内中短途（50公里以
内）的顺风车平台服务，试运营期间不收取信

息服务费。

对于何时覆盖至其他城市，滴滴方面向

北京商报记者回应，“将根据试运营城市的用

户反馈，持续优化产品，改进方案，之后再决

定下一步开城计划”。

除了在7个城市试点、只在部分时间段提

供服务外，滴滴在顺风车产品细则上也做了

诸多调整。对比下架前，重启的滴滴顺风车在

准入门槛、行前预防、行中保护和行后处置上

都进行了升级。

较典型的调整包括，滴滴顺风车对车主

三证信息以视频形式动态采集，并引入失信

人名单筛查；在司乘双方见面前，提供互验卡

进行二次确认；下线附近接单功能，车主只能

在常用地点间接单，且限制每日接单数量；全

程录音等。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滴滴发布的新产

品方案是对安全的重视，也是回归顺风车本

质。这些措施落实得怎么样，有没有实际效

果，还是要在实践中去检验，希望平台能经得

起考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

举则认为，“滴滴新方案的功能落实起来不

难，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下线的450天

截至11月6日，滴滴顺风车下线了435天，

按试运营时间算，滴滴顺风车缺席整整450天。

下架前，市场中有滴滴、嘀嗒两家顺风车

平台，滴滴顺风车呈压倒性优势。过去一年，

哈■跟进了顺风车业务，嘀嗒顺风车也持续

完善产品细节。

尽管鲜有第三方数据披露顺风车市场数

据，但从用户端的反馈看，嘀嗒和哈■已是国

内主流的顺风车平台。

根据哈■提供的数据，截至2019年7月，

哈■顺风车在超过300个城市上线，认证司机

数超过700万，发单乘客1800多万。嘀嗒方面

虽未透露具体的顺风车数据，但多位嘀嗒顺

风车用户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嘀嗒顺风车

的接单成功率较一年前有大幅提高，“只要不

是特别偏远或特近的地方，用嘀嗒基本上都

能叫到顺风车”，有北京用户表示。

“目前市场上的两个顺风车品牌，已经具

有了一定的口碑和市场，滴滴重启顺风车后

想恢复之前的优势，恐怕有一定难度。”艾媒

咨询CEO张毅认为。也有乐观的声音指出，

“以滴滴的体量，重回巅峰不难，应该很快。”

刘远举说。

为了回归市场，滴滴做了诸多努力：一年

间迭代了17个顺风车版本，优化了302项功

能。滴滴总裁柳青也反复强调，“没有100%的

绝对安全，但滴滴会付出100%的努力”。

尽管如此，滴滴在这450天内，还是遭遇

了品牌和估值滑铁卢。

据市场传闻，滴滴曾计划于2018年IPO，

寻求700亿-800亿美元的估值。两起安全事

件之后，滴滴估值下滑屡有传闻。公开资料

显示，滴滴在2019年7月接受丰田投资时，估

值600亿美元。不久前的消息称，一位投资者

在二级市场出售部分滴滴股票，估值在400

亿美元左右。不过滴滴并未对市场传闻给予

回应。

网约车混战求解

“系列安全事件极大地伤害了滴滴的品

牌美誉度，导致其估值一度下滑，前期以高估

值进行的投资，缺乏退出渠道。”中经数字经

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瑞认为，重启顺风车，

并非是简单恢复一个业务板块，而是有更多

战略考量。

而在顺风车之外，更广阔的移动出行市

场，也经历了巨变。大型汽车集团一汽、东风、

长安、上汽陆续杀进网约车赛道。采用聚合模

式的高德、美团以及合资结盟传统车企的阿

里、腾讯也正在分食市场。

从单一App月活数据看，滴滴的优势依然

明显。2019年9月，滴滴月活9583.7万人，是最

大的移动出行服务平台。不过，地图类出行平

台高德拥有4.8亿月活，生活服务类平台美团

有2.7亿月活，它们也对网约车业务虎视眈眈。

外部市场生变，滴滴的业务重心也随之

变化。2019年以来，滴滴逐渐从toC的出行业

务转向toB的汽车产业链上下游。

张毅认为，“滴滴的toB布局有点晚，但是

这个市场很大，对价格并不敏感，可以规避了

一些toC业务的风险，又能保证利润，是个不

错的选择。滴滴有品牌和车辆规模优势，做好

toB市场还是很有机会的”。

陈瑞站在商业模式和资本市场的角度表

示，对于创新驱动型的共享经济企业而言，商

业模式试错成本高，短期内盈利压力较大，上

市始终是资本退出的重要通道。如果顺风车

上线运营顺利，可以提振投资者信心，为后期

上市做准备。但共享单车、共享办公等领域的

失败案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资本市场对

共享经济的热度，滴滴需要重新梳理故事内

核和基本逻辑。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上接1版）

据悉，《目录》与制造业相关条目共900余

条，占总条目数60%以上。值得关注的是，相

较于2013年修订版本，该《目录》将“采矿”相

关条目独立放入淘汰行业条目中，而将“人工

智能”纳入鼓励类行业范畴。

具体来看，《目录》在淘汰类行业中新增

集中铲装作业人工装卸矿岩等10类采矿业

工艺装备；同时，淘汰类条目照旧保留煤炭、

钢铁等18类生产工艺装备及12类落后产品。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目录》在淘汰落后

产能的同时，持续推进战略新兴产业。比

如，人工智能被独立列入新版《目录》，该条

目下共囊括人工智能芯片、大数据基础设

施、工业互联网以及虚拟现实在内的15类

智能产业。

在2019工业互联网全球峰会上，工信部

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巡视员李颖曾表示，

中国已启动明年的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

程，财政计划投入30亿元，但实际投入资金将

至少达60亿-70亿元。与此同时，智能交通市

场规模发展也呈现破竹之势。前瞻产业研究

院数据显示，2011-2017年我国智能交通市

场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2017年智能交

通规模达到6352.6亿元，预计到2024年行业

市场规模将超过1.5万亿元。

此外，今年以来，受减税降费等政策利好

影响，高技术制造业研发投入持续加大。前三

季度，制造业新增减税4738亿元，而45%的制

造业纳税人将政策红利用于研发投入。

在保留的鼓励类行业中，还涉及环境保

护以及卫生健康、文化、旅游在内的44类条

目。前述负责人表示，“该《目录》是引导投资

方向、政府管理投资项目，制定实施财税、信

贷等政策的重要依据”。

结构调整折射消费转型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目录》进一步拆解

旧版《目录》中的教育、文化、卫生和体育服务

业，并分别将其单独列入鼓励条目。

在文化类项目中，鼓励发展包括文化创

意设计服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振兴等

在内的9种项目类别；体育类项目中，鼓励体

育管理活动、健身休闲在内的11种活动条

目；而在卫生健康领域，则包括互联网+医疗

健康服务以及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在内的8项

服务。

“这与我国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后，人们的

消费需求转型升级密切关联。脱离基本生存

需要，转向精神生活需要等更高层次的追

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研究院院长

叶堂林曾表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

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最快的当属教

育文化娱乐领域，增速达13.5%。

与此同时，为了应对社会老龄化和全面

二孩政策带来的托育难题，《目录》新增长期

照护服务机构、养老金融产品服务业、康养旅

居等在内的12种老年服务项目以及儿童早期

发展、婴幼儿保育培训、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在内的5种托育服务项目。

“就养老问题而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

会，但鉴于国家人口密度较大，要解决养老问

题，确实需要政府出台措施托底，以平价方式

解决大部分人的养老需求。”南京邮电大学社

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孙晓明说。

面对全国5000万新生儿，10月24日，国

家发改委发布《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

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将针对3岁

以下幼儿推行政企联合普惠托育服务，规范

托育产业并降低托育成本。

“想要进一步补充托育服务资源，还需全

面调整我国教育资源配置在基础教育和高等

教育间的占比问题。以公办形式更大力度托

底基础教育，将更有利于补齐基础教育资源

短板。”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进一

步建议指出。

>>�滴滴融资历程 <<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11月

300万美元

4月

1500万美元
7月

数百万元

12月

7亿美元

1月

1亿美元

7月

30亿美元

45亿美元股权融资

25亿美元贷款

20亿元长期债券投资

12月

超过40亿美元

4月

超过55亿美元

7月

5亿美元

7月

6亿美元

玛氏39.8%

费列罗17.8%

雀巢9.7%�

好时8.6%

亿滋3%

中国巧克力市场
主要品牌的市场份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