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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卖B2B业务 优信独握“2C”救命稻草
2016年，我国二手车限迁政策开始逐步
取消，
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60%的城市
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剥离B2B拍卖业务给58同城后，优信战略重心将放在B2C“全国购”上。实
取消限迁，二手车跨区域流转成为可能，优信
际上随着此次B2B剥离，优信旗下所剩的业务已然不多，未来只能抓住“全国购”这根救命稻草。
全国购业务也一并应运而生。
数据显示，优信自2018年全面推行“全
不过，受到优信自身现金流与二手车交易标准缺失等影响，这最后的筹码也岌岌可危。
国购”业务后，在线交易业务突破10万辆，单
车均价达12万元，远超国内二手车交易均价
6.3万元，财报显示，2019年三季度优信“全国
优信大事记
购”业务营收近3.3亿元，同比增幅达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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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过程中仅仓储物流费用就接近2000元。
不仅是内部资金的问题，“全国购”的领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2019年6月，优信 在较大的资金压力。财报显示，2019年三季度 度高于40%，降薪时间至5月。
域也并非优信一家独大，在优信推出“全国
剥离旗下“一成购”板块，并全国遣散销售人 优信总营收4.61亿元，净亏损2.672亿元，同
面对多重困难，优信只能再“断臂求生”。 购”业务之后，瓜子二手车也开始垂涎于这块
员；7月，优信将助贷业务卖给GoldenPacer 比收窄48%；调整后净亏2.684亿元，同比收窄 业内人士表示，从成立至今，优信在二手车市 蛋糕。与优信不同，瓜子二手车业务板块涵盖
（58金融），并获得1亿美元；今年1月，优信又 38%。数据显示，2019年前9个月，优信亏损金 场摸索多年，涉及新车、二手车、助贷、汽车物 toC二手车交易业务、毛豆新车、toB车速拍
将旗下事故车拍卖业务以3.3亿元出售给博车 额已达10.13亿元，同比下降1.4%。
流等方方面面，但并没有找到盈利的路径。如 业务等，拥有更多的交易场景。在资金方面，
网，并承诺五年内不再从事事故车拍卖业务。
不仅是2019年，2016年、2017年、2018年 今受疫情影响，二手车线下门店开张受阻，线 去年底时瓜子宣布车好多（瓜子二手车母公
一年内，优信三次整体打包出售旗下业 优信净亏损分别为14亿元、25亿元、15亿元。 上效果不明显，外加受供应链未开工拖累，优 司）已经实现了整体盈利。
务。“出售优信拍业务后，优信旗下业务仅剩 尽管优信融资规模超过15亿美元，但现金流 信很可能陷入现金流困扰，此时只能继续出
业内人士表示，全国购已经成为二手车
‘全国购’，再没什么可卖的了。”接近优信的知 依然紧张。财报显示，2019年三季度优信资产 售旗下业务“止血”。
电商竞争的下半场，优信在这个领域不仅要
情人士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在“卖身”的同时， 负债率高达78.51%。
面对竞争对手对车源、用户等方面展开的争
优信管理层调整不断，多位集团高管接连离职。
亏损局面下，突如其来的疫情又加重了
夺，更要考虑资金成本的压力。同时面对巨
最后的筹码
据统计，目前优信已经离职的高管包括CMO 流动性风险。在业务剥离的同时，优信开始对
额亏损，对没有其他业务收入的优信而言，
事实上，在一连串“卖卖卖”模式后，优信仅 持续投入的“全国购”很可能在反哺前成为压
王鑫、COO彭威廉、CSO井文斌及CTO邱惠。 内部“动刀”，在各项人员支出上采取节流措
相继出售核心板块的背后，是优信“求生 施。目前，优信已宣布对部分员工降薪，其中 保留的“全国购”，被优信创始人戴琨视为“理 倒优信的最后一根稻草。
回血”的无奈。优信集团自上市至今，一直存 一般员工降薪幅度为20%-30%，高管降薪幅 想中的金矿”，也成为优信翻身的最后筹码。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
疫情寒潮下，已经卖掉九成业务的优信又卖掉了起家的B2B业务。3月25日，优信相关负责人

1.05亿美元“
贱卖”

北京商报记者从优信获悉，二手车电商
平台优信集团已经与58同城签订协议，58同
城将以1.05亿美元收购优信拍业务相关资
产。实际上，优信在2017年的广告费用一度超
过了10亿元，而优信拍1.05亿美元的卖价，还
不及当时一年的广告费。
据了解，限于B2B业务利润少等不利因
素，优信拍的发展遇到瓶颈期。财报显示，
2019年三季度优信2B交易总量达3.06万辆，
同比下滑66.6%。业务萎缩的同时，曾担任优
信拍执行总裁的井文兵已经离职，优信拍在
诚盈中心的办公点也于今年2月退租。
面对2B端业务萎缩，优信拍也成为优信
的“烫手山芋”。而58同城接盘，刚好解决了
优信的难题。58同城CEO姚劲波表示，2020
年58同城向车商提供二手车拍卖服务，也是
核心战略的一部分。
实际上，作为国内最大分类信息生活服
务平台，58同城在招聘、房产、本地生活领域
优势明显，汽车服务相对较弱。但是，58同城
对二手车领域布局已久，早期与瓜子合作分
手后，姚劲波将进入二手车行业的关键锁定
在优信上。2019年5月，58同城与优信达成战
略合作，参与优信新一轮融资。
优信手中的“麻烦”，成为姚劲波盘活自
身二手车业务的关键之一。在姚劲波看来，针
对B2B拍卖业务，优势在于对低频二手车业
务渠道和流量的整合。“还将基于流量优势，
融合优信拍的拍卖业务，打造二手车行业流
通体系。”他表示。
“此次收购双方是各取所需的。”汽车行
业专家颜景辉表示，面对下行的市场行情，优
信急需出售“拖后腿”的业务换取资金，这正
好也是58所看重的板块，双方是互助互利。
剥离九成业务

剥离优信拍给58同城，并不是优信首次
出售旗下业务。

优信2016年、2017年、2018年净亏损
额分别为14亿元、25亿元、15亿元。
截至2019年前9个月，优信亏损金额
已达10.13亿元。

营养师背书 洽洽直播带货返佣合规否
“
购买149元/箱每日坚果， 赠送价值39元其他产品； 自己购买洽洽坚
果，享受10%返佣金；推广洽洽坚果，享受8%返佣金。”3月25日，北京商报
记者获悉，“瓜子一哥”洽洽针对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推出了买坚果返佣
金、送礼品等活动，并为2000多位营养师开通淘宝直播账号。面对三只松
鼠、百草味、良品铺子的“围城”，洽洽走出线下舒适圈，启动了营养师带货
营销策略。不过，洽洽能否突破重围，还需拭目以待。

消费者免疫?

针对洽洽推出的优惠推广活动，洽洽相关
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上述活动是与首
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联合推出的推广活动，仅
针对在该学会获得资格证的营养师。同时，洽洽
还与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建立了合作关系，
投入约10万元为学会中的2000位营养师开通
直播账号，推广旗下产品。
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秘书长常明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洽洽是我们学会的会员企业，基
于我们学会的平台，所以在洽洽的提议下建立
了相应的合作关系。”
洽洽相关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此
次联合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推出的系列活
动，仅是业务上的试水，在整个企业战略层面的
影响并不是很大。
在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看来，这对
洽洽差异化定位以及拔高品牌宣传度起到了很
大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消费者的情
感需求。营养师通过专业知识的讲解，可以帮助
消费者更合理地搭配坚果，同时也能更直观地
感受坚果的营养价值。相比于传统的直播带货，
营养师讲解更具看点。
不过，战略定位专家、九德定位咨询公司创
始人徐雄俊认为，洽洽选择首都保健营养美食

学会做背书，是将产品向健康安全方面靠拢，对
品牌发展具有加分作用。但在消费者层面影响
并不是很大。同时，随着类似于中国营养学会为
君乐宝奶粉等品牌做背书的普及，消费者对于
这些现象已经趋向免疫，其权威度、可信度正在
逐渐降低。
“瓜子一哥”掉队

虽然洽洽是最早冲击资本市场的“瓜子一
哥”，但如今却日渐掉队。数据显示，2014-2018
年，洽洽收入从31.13亿元增长到41.97亿元。而
2012年成立的三只松鼠，依托互联网平台快速
发展，七年实现上市，收入从2014年的不足10
亿元，迅速增加至2018年的70亿元。
此外，2019年，三只松鼠实现营收101.9亿
元，同比增长45.61%；良品铺子预计实现营收
77.2亿元，同比增长21.05%；而洽洽营收仅为
48.37亿元。
在线上渠道，洽洽远不如三只松鼠，而在洽
洽引以为傲的线下渠道，也不如后起之秀良品
铺子。数据显示，洽洽线下渠道占比八成左右，
营收不足40亿元，虽然良品铺子线下占比仅为
55%，但该渠道营收超过40亿元；在线上渠道，
洽洽营收不足10亿元，三只松鼠则基本在80亿
元以上，是洽洽的8倍。
对于日渐没落的现状，洽洽早有求变之心。

据了解，洽洽曾推出薯片、果冻等产品试水多元
化，但并未引起轰动。2017年，洽洽押宝风口品
—每日坚果。
类——
直播背后好乘凉

事实上，洽洽也一直在寻求线上发展。
2016年，洽洽开设天猫旗舰店。同年，洽洽线上销
售实现1.95亿元，2017年为1.96亿元。到2019年，
洽洽线上销售达6亿元，比2018年翻了一倍。2019
年，洽洽开启工厂直播，正式进入直播领域。
“虽然不及往日辉煌，但凭借着完整的产业
链以及较厚的品牌积淀，洽洽在整个坚果休闲
零食领域依旧占据着重要地位。如今，洽洽迈出
了线下的舒适圈，走向线上，也是在不断思考，
寻求生存之道。”朱丹蓬称。
洽洽方面曾表示：“疫情期间的线上直播模
式，让洽洽深刻认识到了电商销售平台的重要
性，更影响了企业今年的布局。”
随着直播内容和方式的改进，洽洽开启了
营养师直播模式。第一场营养师直播试水，洽洽
找来了北京友谊医院营养师顾中一。通过此次
直播，洽洽交出了每日坚果月销7.5万单、辣烤
腰果月销8.5万单的成绩单。此外，洽洽还联动
阿里妈妈在其他营销渠道上助力品牌在淘宝直
播的布局。
除了洽洽看到了直播带货的风口，来伊份、
三只松鼠等也都在通过直播销售产品。疫情期
间，通过直播等线上方式融合线下店面销售，来
伊份App外卖业务订单量增长了6倍。
而洽洽在直播领域也与其他品牌存在差
距。直播眼主播数据显示，在天猫平台上，三只
松鼠旗舰店近7日直播每小时观看人数为2316
人，洽洽则为753人。
北京商报记者 李振兴 张君花

小米华为隔日对阵 5G手机复苏
继小米
5G旗舰手机RedmiK30Pro于3月24
日发布后，3月26日，华为上半年的5G
旗 舰 手 机 P40系 列 也 在 全球 线 上 发
布。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5G
手机的开局并不顺利，但手机产品的
相继发布让5G终端迅速恢复活力。
北京商报记者获悉，从本月底到4月
初，荣耀30S、华为P40系列等5G手机也
将陆续发布，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华为
P40系列。从华为官方的预热来看，这次
P40系列应该也是包含了P40和P40Pro
两款机型。
据统计，自2月13日，小米集团董
事长雷军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正式推
出小米105G手机系列，并宣布冲击高
端市场后，vivo、OPPO、华为、三星和
黑 鲨 等 品 牌 纷 纷 发 布 了 新 款 5G手
机，也彻底扭转了国内手机开局不利
的局面。
在5G手机频发的同时，工信部官网
刊发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推动5G加
快发展的通知》，要求全力推进5G网络
建设。
中国信通院公布的国内手机市场2
月数据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月
国内手机出货量大幅下滑56%，部分手
机厂商也下调了今年的出货预期。出现
如此大幅下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
消费者需求的下降，二是厂家产能暂未
恢复。
此外，市场传言苹果将缩减iPhone
11的面板订单后，近日又有报道称：“ 华
为将启动第二波智能手机砍单，主要
针对5G手机，以消化最高四五千万部
北京商报讯（记者 石飞月）

的库存。而台积电、大立光等企业会受
到影响。”
针对以上传闻，北京商报记者采访了
华为方面，但截至发稿，对方并未回复。
其实，“砍单风波”的背后也是手机
厂商库存高企的一种反映。天风证券分
析师郭明■曾表示，2020年春节期间中
国市场手机出货衰退约50%-60%，导致
目前约有5000万-6000万部的高库存，
预计中国手机2020年出货将衰退15%
至3.1亿-3.3亿部。
小米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兼Redmi
品牌总经理卢伟冰此前在微博留言，“无
4G库存一身轻”，并表示小米在年底就
已经开始清4G库存，全力备战5G。
实际上，不少手机经销商已经感受
到了来自厂商的压力，不少货还压在渠
道手中，之前的旗舰机都有充足货源。不
过，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5G相
关产业已逐步有序复工复产。
行业普遍认为，5G产品的发布将
再度提振行业信心，推动5G旗舰市场
全面复苏，为5G的快速普及带来积极
作用。国内5G手机销量已破壁而起。中
国信通院公布数据显示，2020年2月国
内5G手机出货量为238万部，市场占比
达 到 了 37.28%， 较 上 季 度 提 升 了
26.3%。
此外，2020年发布的5G性能旗舰手
机售价普遍偏高，快速走高的售价严重
影响了用户升级5G手机的意愿。
“5G手机的竞争就如同一场长跑，
而胜利者最终属于那些有耐力、有创新、
有准备的手机厂商。未来或许会迎来格
局之变。”产业观察家洪仕斌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