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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运维门槛 共享单车二度竞速
享单车。
北京市共享单车究竟在多大规模才是
合理水平？盘和林认为，“政府不必限制数
字，只需要规范管理，比如不能乱停乱放
等，其他的交给市场检验。提高共享单车运
营效果是企业行为，不是政府行为。市场会
自我调节，效率高的企业就继续服务，反之
就退出市场”。

2019年上半年
北京市场共享单车运行情况

看似简单的共享单车生意，实则越来
越考验企业的技术实力。1月17日，北京市
“入栏结算”
金融街中心区120处共享单车
停放区上线。美团、哈啰、青桔单车均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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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现有车辆更有效率，技术和运维
水平是关键。 从开始配额投放模式算起，
北京共享单车正式进入精细化PK已经8
个月有余，企业运营水平优劣已现。鉴于
共享单车厂商在技术和运维上的经验，甚
至有声音建议让共享单车企业承接公共
自行车项目。

运维门槛提高

近日，有报道称，“入栏结算”管理方式
已在北京市金融街地区实现全覆盖，2020
年还将在西城区“金科新区”推广。
所谓“入栏结算”，是基于电子围栏技
术引导共享单车进行规范停放的一种管理
形式。该技术不是新概念，早在2017年7
月，北京市在朝阳区就启动了首个共享单
车电子围栏试点。
目前的“入栏结算”则经过了多次升级
迭代。金融街中心区是基于蓝牙道钉进行
入栏判断，再配合蓝牙嗅探。
北京市西城区交通委共享单车管理负
责人刘谋昌向媒体介绍，“‘入栏结算’功能
上线后，市民在金融街地区120处停放区停
车，必须停车入位才能落锁结算”，所有进
入金融街“入栏结算”区域的共享单车，必
须经北京市交通委备案，具备蓝牙电子嗅
探所能监测到的装置，符合“入栏结算”的
技术要求。其他不符合要求的车辆，由各企
业自行清理。
对此，美团单车公关部相关人士向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美团单车“一直以来规范
运营，目前已积极配合入栏结算试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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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锁升级工作，将在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
之下共同维护好单车停放秩序”。
哈■方面就“入栏结算”回应称，“哈■
单车率先完成了西城区‘入栏结算’适配工
作，并投入巨资对在京车辆进行保养升级，
全力支持政府部门加强共享单车管理的各
项举措与要求，也凭借电子围栏、禁停区、
骑行驾照等直接或间接手段引导用户文明
用车”。
青桔单车相关人士则向北京商报记者
确认，“青桔单车已于1月17日在西城区金
融街区域正式启动‘入栏结算’项目，用户
需在规定画线停放区停放车辆，其余区域
禁止停放。‘入栏结算’项目上线运行期间，
青桔单车在该区域安排了专门的运维人员
进行用户协助与车辆维护”。
就是否已完成西城区“入栏结算”测
试，北京商报记者通过邮件采访了另两家
在北京投放共享单车的企业ofo和便利蜂
单车，截至发稿，两家企业均未回应。

均活跃车辆仅为30%，车辆使用率不高。
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
能者上庸者下
总经理郑实认为，理想的运行次数应该达
规范停放一直是相关部门的管理重 到4次左右，这样才能获得收益平衡。
点，仅在2020年1月，北京市交通委就发布
为了提升运营效率，共享单车在智能
了两个有关共享单车停放的办事指南，涉 供需预测、智能规划、智能调度、智能派单
及对企业未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规范用 等方面都在尝试智慧运营。
户依法停车的行为，以及企业未配置必要
按照哈■单车之前透露的数据，“在北
的运维人员负责车辆调度、停放等行为的 京昌平、大兴等郊区，哈■单车旺季每日的
处罚。
骑行周转率可达6次/ 辆，在一些中小城市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 可达十余次”。美团单车和青桔单车则未透
执行院长盘和林看来，科技化的手段对共 露车辆具体的日均骑行次数。
享单车违规停放的帮助很大，“科技门槛提
根据官方数据测算，北京市目前约有
升，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共享单车的洗牌。 140万辆共享单车。2019年8月，北京市交
市场越来越规范，有能力的企业才能活下 通委同意，美团单车和青桔单车在2019年
来，让进入的企业减少”。
底进行减半置换，其中美团单车置换前总
不过，根据北京市交通委公布的数据， 量70万辆，青桔单车总量25万辆。
2019年上半年北京市共享单车日均骑行
美团单车相关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表
量160.4万次，平均日周转率仅1.1次/ 辆。日 示，“减半工作已经完成”。如青桔单车已如
均活跃车辆仅占报备车辆总量的16%，周 期完成置换，那北京目前约有92.5万辆共

·抛砖引玉·

郑实则建议政府减少共享单车总量，不
过他也认为政府应该采用能者上庸者下的
入场规则，“针对北京市共享单车市场目前
存在的问题，应该进行动态的考核奖惩机
制，通过公平的运营竞争来优胜劣汰”。
这其实就是目前北京、广州、厦门、郑
州等城市施行的动态监管机制。比较各大
城市的考核方法，大同小异。
由于北京市交通委尚未公布2019年下
半年共享单车运行情况，参照北京市2019
年上半年共享单车运行情况，北京市现有5
家共享单车企业，美团、青桔、哈■、ofo、便
利蜂单车。
北京市交通委多次强调，“车辆动态数
据接入监管与服务平台的质量，将与企业
投放配额挂钩”。在披露2019年绩效管理工
作报告时，北京市交通委提到，“86万辆租
赁自行车动态数据接入平台，实现实时监
管”。按目前北京市现有92.5万辆共享单车
计算，已有超过90%的共享单车动态数据
接入监管平台。
从无序投放到动态监管配额投放，共
享单车在技术、运维等方面能力均有提升。
相比之下，“目前北京有桩公共自行车
由于取车、还车不太方便等原因，发展受到
一定阻碍”，郑实考虑道，“共享自行车企业
可将公共自行车有桩改成无桩，通过技术
手段实现按区域停车，把走向式微的公共
自行车运营起来”。
盘和林认为，“符合条件的话，让共享
单车和公共自行车融合是可行的。因为
共享单车企业的效率更高，政府可以开
放一些共享单车愿意投放的、确实有‘最
后一公里’出行需求的地段，公开招标，
委托一些共享单车企业来承担公共自行
车的工作”。
但他也提到，融合的难点在于理清市
场的边界，比如哪些是市场行为，哪些是公
共行为。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AI一周纵览·

不要高估微信付费阅读
知识付费潮起潮落，已经不再酷炫，

付费阅读功能性大于商业性， 即便它本
身与赚钱必然相关。

心相悖，以张小龙的调性，99%不会做。
说到底， 付费阅读在微信本不是新

如此，以至于罗振宇的跨年演讲，也没有

目前的政策可以一窥一二：苹果端，

鲜事，此前的赞赏功能就是如此，它和付

了刷屏的热度。这时候，微信姗姗来迟，

受限苹果应用商店政策， 创作者需要拿

费阅读，只是“先上车”还是“先买票”的

终于宣布全维度开放付费阅读功能。

出三成付费阅读收入上缴苹果；安卓端，

区别。

因此，又有人摩拳擦掌，试图寻找新

目前收入全归创作者。

另一方面， 在海量且丛杂的微信内
容生态中，在付费阅读功能开放后，微信

一轮公众号红利，进行商业收割。但在本

较大把握预测，等到全面落地，扣除

栏看来，鼓吹微信付费阅读的人，不是蠢

必要的运营成本 （包括微信支付手续费

的当务之急， 并非拉动这一业务的商业

就是坏。

等）， 微信不会在这项业务抽成太多。本

性繁荣， 而是更大力度地防止行业泡沫

栏甚至笃定， 微信压根没想靠这一业务

和违规操作。

对于创业公司来说， 付费阅读是产
品， 也是商业模式； 对于微信公众号来
说，付费阅读只是一种工具，一种辅助性
功能。
公众号是去中心化的产物， 长期以
来，公众号创作者的商业收益来自于“私
域流量运营”，微信只提供了广告、赞赏

获得营收。

在本栏看来，任何行业机遇的出现，

作为产品或功能的付费阅读， 微信

最躁动的必是黑产。有网友担心，付费阅

很重视。它是产品完善度的必要补充，满

读会不会成为微商欺诈甚至涉黄涉非信

足创作者的商业需求， 一定程度刺激公

息渔利的沃土，毕竟标题党+付费门槛建

众号生态的二度活跃。

起了用户知情权的高墙， 微信应当也必

作为商业模式的付费阅读， 微信看

定对这种不法勾当严阵以待。

这类功能性入口，基本不进行流量分发，

不上。如果微信有意捞钱，势必需要继续

付费阅读， 是知识经济在互联网加

这也就决定了微信公众号 （主要指订阅

在付费阅读产品上大费周章。 可行的产

持下的商业化产品， 无论创作者还是消

号）不管怎样改版，都不可能是今日头条

品演进路径，是全网中心化推介，走得到

费者（读者），都渴望获得正当性的满足。

类的全网推送， 也就谈不上信息流业务

或者知乎模式， 推销甚至打造一批知识

的“尽是浮财”。

大V，卖得越多才能赚得越多。

这一点，微信始终克制，也就决定了

但这种思维， 无疑与微信坚持的初

自动驾驶初创公司“AutoX”完成数千万美元融资。“AutoX”专注于研
发以摄像头为传感器的无人驾驶系统，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在中国市场的落
地运营。
■ 百度与奇瑞就智能驾驶、互联网营销等业务达成合作共识。未来双方将深
化合作，将小度车载OS逐步搭载在奇瑞所有品牌车型上。
■

张绪旺

知乎热衷于拓展大会员业务， 得到也是

■ 云从科技中标中国工商银行人脸识别产品引入项目。云从科技将为工商
银行全行提供人脸识别算法、产品与服务，支撑其实现对客业务场景和对内管理
场景的创新应用。

有人说微信来晚了， 从时间上看似

微软小冰启动新一轮公开测试，设定不再局限于18岁少女。微软小冰将分
批启动AvatarFramework的小规模公开测试，每批次均面向一种特定的虚拟人
类场景，测试目标为情感陪伴型，每个虚拟人类的生命将限制为168小时。
■

■智能语音服务商
“友杰智新”获得数千万Pre-A轮融资。友杰智新成立于2018
年，提供包含声学结构设计、远场声学处理、远场语音唤醒等智能语音一站式产品化
服务。
■ 北京地铁正研究“刷脸”安检方案。据透露，北京地铁正在探索基于乘客信
用的智慧安检模式，目前，“刷脸”的快捷安检方案正在研究中，将在客流量较大的
车站先行试点。

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技术提供商“扩博智能”获1000万美元投资。扩博
智能主要面向零售行业和风电行业的企业用户，提供以无人机等智能硬件为载体
的智能服务，2019年扩博智能营收近亿元。
■

乎是，但从产业规范性和规模度来看，微
信没晚，反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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