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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再谈 SOHO中国打折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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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快手投资 人人视频漩涡中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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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水

继6月16日晚间通过官方公众号披露“黑

石提交要约，投资SOHO中国”后，同日晚间，

SOHO中国也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高盛代

表黑石集团以5港元/ 股的价格，总共收购

SOHO中国约28.56亿股股份，交易价格约

236.57亿港元（约合30亿美元）。

对于“黑石提交要约，投资SOHO中国”

这一事项，SOHO中国方面于公告中表示，黑

石十分看好SOHO中国在北京和上海持有的

商业物业，以及一流的管理团队。黑石对中国

经济的发展充满信心，希望寻找机会扩大在

中国的投资。

此外，SOHO中国还称，黑石集团计划维

持SOHO中国现有的主营业务和管理层，并

计划在适当的情况下利用公司的资源在中国

进行扩张。要约完成后，黑石集团计划对公司

进行详细的战略审查，以制订公司未来业务

发展的业务计划和战略，并确定为优化和合

理化公司的业务活动和资产组合而采取的适

当或可取的措施。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黑石集团此次每

股收购的价格较最后交易日的收盘价3.8港

元/股，溢价约31.6%。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在

最新的全面收购要约之下，黑石集团此次投

资SOHO中国，实际上是“打折入股”。

据悉，黑石集团此次出价30亿美元，与去

年坊间传言得火热的“40亿美元”的交易对价

相比，算是打了7.5折。

一波三折

SOHO中国由潘石屹、张欣夫妇于1995

年创立，来自企业方面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目前，SOHO中国持有并管理130万平方米商

业物业。黑石则是全球领先的房地产投资管

理公司之一，自从2008年以来在中国投资了

办公楼、商场和物流资产等。

事实上，SOHO的私有化之路一直较为

“坎坷”，先后曾先后传出三次传闻，期间变卖

资产的动作也较为频繁。而在此之前，黑石始

终是被高频提及的“疑似”交易对象。

早在2020年3月初，有媒体报道称，黑石

集团正在与SOHO中国进行私有化谈判，价

格为6港元/股，交易共计约40亿美元（约合人

民币277亿元）。此外，黑石集团还将接管

SOHO中国的债务。

SOHO中国于当年3月11日晚间发布的

公告，也“默认”了与海外金融投资者正在谈

判的事实：“公司正在与海外金融投资者洽

谈，以探讨进行战略合作的可能性，但尚未就

是否进行潜在交易作出决定，且并未与任何

一方订立实施潜在交易的正式协议。”

不过，这桩备受外界关注的交易，最终却

宣布“告吹”。在承认与海外金融投资者洽谈

战略合作的5个月后，SOHO中国于2020年8

月对外发布公告，宣布终止早前私有化事项。

而到了2020年11月，市场再度传出

SOHO中国私有化的信息，这次买方为高瓴

资本。不过随后，高瓴资本回应称无意参与

SOHO中国私有化，SOHO中国也对外表示

传言不实。

在知名地产分析师严跃进看来，这对于

交易双方而言，可谓一桩互利的“生意”。

“类似收购总体上符合黑石和SOHO中

国的利益。从黑石角度看，其一直在中国寻找

优质的商业办公等物业，经历了这么长周期

的收购谈判，在收购成本价格方面也压得相

对低，即减少了收购的成本。而对于SOHO中

国来说，在疫情冲击下，类似和黑石合作，也

为SOHO中国回笼了大量的资金，有助于

SOHO中国现金流的稳定，以及后续开拓新

的投资业务。”严跃进分析道。

在业内人士看来，黑石集团对SOHO中

国发起全面收购要约公告的披露，意味着

SOHO中国此前几度搁浅的“私有化”进程，

即将“靴子落地”。而这桩正在进行中的交易，

在此次公告披露前，并非全无端倪。

据悉，就在6月16日SOHO中国对外官

宣“黑石提交要约，投资SOHO中国”的前一

日，即6月15日，SOHO中国曾公告宣布停

牌。但对于具体停牌原因，SOHO中国在公告

中未予披露。对此，多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SOHO中国6月15日的停牌大概率和本次资

产变动有关。

而在最新披露“黑石提交要约，投资

SOHO中国”这则公告后，SOHO中国也随之

宣布，公司股票将在6月17日上午9时起正式

复牌。

离场

值得一提的是，在SOHO中国私有化传

闻频出及资产高频出售之时，关于“潘石屹跑

路”的消息也在业内不断传出。

公开资料显示，仅2014年一年，SOHO中

国就先后出售了旗下上海SOHO静安广场、

SOHO海伦广场以及凌空SOHO方面的资

产。2016年，上海SOHO世纪广场又被SOHO

中国卖给了国华人寿保险。此后两年虽然

SOHO中国虽然只有一项资产成功出售，但

是在其出售计划中，位于北京望京、上海外滩

等地的SOHO中国核心资产赫然在列。

彼时，越来越多的市场人士认为，潘石屹

高频出售资产，意味着其即将“套现离场”。而

眼下，黑石集团对SOHO中国发起全面收购

要约公告的披露，意味着SOHO的私有化即

将“靴子落地”，这也让外界再度关注：潘石屹

终于要成功“跑路”了吗？

“其实，早在去年两家公司就有关私有化

的问题产生交集，但因当时交易对价和时机

的不成熟，收购事宜未能继续下去，但双方需

求仍在。”同策研究院分析师肖云祥向北京商

报记者表示，黑石作为全球知名的资产管理

公司，对资产价值的嗅觉不言而喻，而一线城

市优质资产是其主要关注对象。另一方面，在

早些时候SOHO中国一路“卖卖卖”早有离场

的心思，而如果此次黑石要约收购成功，可能

标志着SOHO中国真的“去意已决”。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荣蕾

融资过亿的“AOEO”能打动年轻人吗

6月16日，天眼查显示，人人视频的关

联公司、原最大股东上海众多美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众多美”）新增股

东重庆成渝百景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

作企业（有限合伙），一天前上海众多美还

新增股东快手、小米。

和曾经的合作伙伴人人影视字幕组

相比，人人视频虽然身陷版权质疑，但不

仅没被解散，还拿到了新融资，运气好了

不止一点。为了正规化，人人视频和重庆

广电达成了合作，还计划把人人视频整

体经营业务转移至重庆，并以重庆本地

公司作为上市主体在国内或国外挂牌上

市。人人视频近一年来持续的工商变更，

正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获得正规资源和

上市路径。

跟着百度、小米下注

人人视频App还陷在版权质疑中，但

关联公司已经拿到了新投资。6月16日，天

眼查显示，上海众多美进行了多项工商变

更，包括扩大经营范围等，最引人注意的是

新增股东快手、小米等。

根据天眼查信息，上海众多美成立于

2014年，创始人兼CEO周为民，也是人人视

频的创始人。2015年至今，上海众多美拿到

过7轮融资，6月16日这次是通过工商变更

公之于众的。

从融资频率看，2017-2018年是上海

众多美在资本市场的高光时刻，先后拿到

过小米、百度、赛富资本基金、今日资本等

投资。按照天眼查信息，迄今百度已经3次

投资上海众多美，小米2次，快手1次。

其实，从用户规模来看，人人视频算

不上第一阵营。艾媒北极星数据显示，人

人视频被归在综合类视频类，这一行业

的前三名是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人人

视频排在第20位。另有公开信息显示，人

人视频累计拥有1.6亿用户，平均月活

4000万。

和头部的爱优腾相比，人人视频的用

户量不占优势，但在海外视频赛道，人人视

频有一大批粉丝。因为更侧重海外内容，却

难摘掉“盗版”标签，人人视频常被质疑是

“盗版美剧搬运工”。不久前，人人视频被苹

果应用商店下架，则被认为和腾讯副总裁

孙忠怀炮轰行业乱象不无关系。

投资热情不减

人人视频走得出版权困境吗？投资方

会介意人人视频的版权困境吗？业内人士

认为，这会影响投资方，但版权问题的本质

是资金的问题，不是无解的。能融资拿到

钱，说明资本市场没有放弃人人视频。

不过当事企业面对本轮新融资均保持

沉默。快手投资上海众多美是出于什么考

虑？未来快手会和人人视频有哪些合作计

划？截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快手相关人

士对此未予以回应，上海众多美的关联方

人人视频相关人士，也未向北京商报记者

回应。

相反，第三方观察者认为快手下注很

容易理解。“快手是内容平台，会追逐内容

和精准用户，而且人人视频和快手的泛娱

乐调性一致，有很多业务可以做协同。对人

人视频而言，快手属于中生代互联网企业，

这样的公司愿意投资，可以证明自己的实

力，且在内容推广上多了一个紧密的伙伴，

何乐而不为？”比达咨询分析师李锦清向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

快手投资的是上海众多美，为何坊间

关注的是快手和人人视频的联动呢？这需

要从周为民说起。按照天眼查信息，上海众

多美的实际控制人、创始人是周为民，他的

头衔还有人人视频创始人，也曾以人人视

频CEO、人人视频董事长的身份接受采访。

向广电资源靠拢

至于人人视频和广电系，但凡观察人人

视频超过一年的业内人士就会看出端倪。

根据安卓应用商店信息，人人视频

App的开发商是重庆剧迷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剧迷网络”）。天眼

查信息显示，重庆剧迷网络成立于2020

年7月。2020年8月至今重庆剧迷网络进

行了多次工商变更，先是大股东从周为

民变更为上海众多美，后新增股东杨志

辉，大股东又从上海众多美变更为杨志

辉。这意味着人人视频现在由重庆本地

公司运营。

这般操作大概率是因为2020年10月周

为民的一番承诺。当时周为民表示，人人视

频将把整体经营业务转移至重庆，并计划

以重庆本地公司作为上市主体在国内或国

外挂牌上市。接下来，人人视频将加大网络

电视剧、网络大电影的制作，预计3-5年内，

打造50亿元以上产值规模的重庆特色数字

内容产业园。2021年1月，人人视频和重庆

广电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

方将调整合资公司发展模式，努力推动合

资公司独立上市。

人人视频先让运营主体成为重庆本地

公司，又和重庆广电合资、合作。文渊智库

创始人王超向北京商报记者直言，“人人视

频的目的是一步步靠拢广电系。人人视频

挂靠广电，能获得安全感。换句话说就是，

人人视频想要正规化”。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北京商报讯（记者 钱瑜 张君花）新兴护
肤品牌疯抢的“Z世代”或许并没有想象中那

么好“收割”。6月16日，天眼查信息显示，新

兴护肤品牌“AOEO”完成超亿元A轮融资。

“AOEO”此番融资由红杉资本领投，老

虎基金跟投，启晨资本担任独家财务顾问。

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产品研发、品牌建设和

组织调整等。

据了解，“AOEO”成立于2019年，主打

植物提取无添加温和护肤，定位一二线年轻

用户群体。作为对标年轻消费群体的品牌，

“AOEO”在2020年3月正式推出山茶花洁面

乳产品时，所采用的营销方式便是当今年轻

消费群体热捧的网红营销模式。

凭借着网红打法及精准定位年轻消费

群体，“AOEO”获得了不错的收益。数据显

示，“AOEO”山茶花洁面乳2020年天猫“双

11”全网累计销售额突破7500万元，全网累

计销量500万+支，成立一年来的复购率为

37%以上。截至目前，“AOEO”淘宝旗舰店该

款产品月销量数据为30万+。

“AOEO”创始人Nick将这样的快速增

长归因于“年轻人更懂年轻人”。据悉，Nick

为“97后”，正是“Z世代”群体之一。

单一爆款塑造品牌影响力，再带动其他

品类，是众多新兴品牌的惯用模式。但北京

商报记者搜索发现，相比较山茶花洁面乳的

火爆，其他品类的销量却显得逊色。淘宝月

销数据显示，“AOEO”面膜、水乳等产品月

销量仅在千位数。

经济学家宋清辉表示，打造一个爆款很

容易，品牌创立初期确实可以通过爆款获得

一些流量，但想要长期打造爆款获得流量却

很难。同时长期的高销量本质上还是要依靠

产品本身及用户后期的体验才可以，这就对

品牌产品的研发有着一定的考验。

就产品研发投入及未来规划等问题，北

京商报记者向“AOEO”发去采访函，但截至

发稿未收到回复。不过，此前，“AOEO”明确

对外表示，接下来将加大研发投入，在上海

成立自己的研发中心，今年还会在品牌建设

等方面进一步升级，完成从1到10的过渡。

“随着Z世代成为消费主力群体，很多品

牌都不遗余力地想要收割这一市场。这对

‘AOEO’而言，有着不小的竞争。”宋清辉分

析称。

在“AOEO”通过爆款立足的同时，国内

化妆品市场崛起了一批批打着差异化旗号

的新兴护肤品牌。譬如致力于科技护肤的

UNISKIN优时颜、主打绿色纯净护肤的品牌

YOKIA、芳疗护肤品牌逐本、无添加护肤品

牌HBN颜究所等。

这些品牌在精准定位年轻用户群体，主

打差异化功能，利用抖音、小红书营销模式

等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同时都有着至少

一款爆款产品，也都颇受资本青睐，在成立

一两年时间内至少完成一轮或多轮融资。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众多新品牌的崛起，

化妆品市场竞争加剧，各品牌所能获得的用

户数量也在不断变少，这对“AOEO”品牌的

进一步布局造成了一定的挑战。此外，这些

新品牌在定位群体、营销模式等方面逐渐出

现同质化竞争，最终或将走向价格战，利润

被进一步压缩。

快消行业新零售专家鲍跃忠表示，随着

消费升级，精细化定位的新品牌不断崛起，

并在资本加持下不断扩张瓜分市场。但在老

牌逐渐进入后，其品牌知名度及产品影响力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新品牌造成一定的

压力。

此外，在年轻群体为主的线上，依然被大

牌占据。2021年“6·18”天猫首日销售数据显

示，美容护肤前十榜单中全被欧莱雅、雅诗

兰黛、资生堂等大牌占据。

2019年10月30日

有消息称SOHO中国正考虑以80
亿美元出售其在中国的办公大
楼，接盘方是黑石及相关财团

2020年3月10日

黑石集团被传提出以每股6
港元的价格私有化SOHO中
国，交易价值40亿美元

2020年5月4日
彭博社报道称黑石集团
关于SOHO中国私有化
的洽谈陷入停滞状态

2020年8月13日

SOHO中国表示，公司迄
今并未就潜在交易的条
款达成共识

2020年11月13日

有消息称高瓴资本与SO-
HO中国进行了初步谈判，
拟将其私有化，对价可能超
过20亿美元

2021年6月16日

黑石以30亿美
元 正 式 收 购
SOHO中国

SOHO中国有限公司（SEHK:410，以下简称“SOHO中国”）几度搁浅的“私有化”进程，终于有了

下文。6月16日晚间，据SOHO中国官方公众号披露信息，黑石集团（NYSE:BX）发出全面收购要约，

投资SOHO中国，以取得SOHO中国的控股权。交易完成后，SOHO中国现有控股股东将保留9%的

股权。SOHO中国将继续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然而，在最新的全面收购要约之下，黑石集团此次

投资SOHO中国，与去年坊间传言得火热的“40亿美元”的交易对价相比，却是打了7.5折。在此之外，

外界也再度关注：潘石屹将何去何从。

SOHO中国“出售”大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