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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的眼前与远方
低调上市

没有敲钟仪式，没有庆祝仪式，滴滴在7
月1日凌晨低调地迎来了上市。
可是在一切都要公开化的股票市场上，
滴滴的低调反而是实力出众之后的谦虚，首
个交易日的数据呈现说明一切：7月1日0点45
分，滴滴的股票正式开盘交易，开盘即破发行
价，较14美元的发行价上涨28.6%至18美元，
盘中市值一度超过800亿美元。最终收盘，股
价回落至14.14美元，几乎与发行价持平，首
日市值为680.8亿美元。
这样的市值低于美国出行巨头Uber的
941.2亿美元市值，但远高于Uber的竞争对手
Lyft的199.2亿美元市值。
但与Uber相比，滴滴的收入构成过于单
一，中国出行业务营收占其总营收超过
90%。招股书显示，在截至2021年3月31日
的12个月里，滴滴全球年活跃用户为4.93
亿，全球年活跃司机为1500万。其中，自
2020年3月31日至2021年3月31日，滴滴在
中国拥有3.77亿年活跃用户和1300万年活
跃司机。2021年一季度，滴滴中国出行拥有
1.56亿月活用户，中国出行业务日均交易量
为2500万次。
从营收的角度看，2018-2020年，营收分
别是1353亿元、1548亿元、1417亿元。2021年
一季度营收为422亿元。在单量和交易额维
度，在截至2021年3月31日的12个月里，滴滴
全球平均日交易量为4100万单，全平台总交
易额为3410亿元。2018年1月1日至2021年3
月31日的三年时间内，平台司机总收入约
6000亿元。
在文渊智库创始人王超看来，“ 滴滴在
出行行业深耕了九年，经过整合发展，积累
了大量的数据和用户，也让其服务更加细
化，多年的进化让这个看似简单的行业门槛
很高”。

命为执行董事。
在招股书中，滴滴还对多个子业务的融
不到一个月，滴滴完成了递交招股书到上市的全过程。7月1日凌晨，滴滴在纽交所上市，
资情况进行了披露，
包括青桔、滴滴货运、橙
开盘价18美元，较14美元的发行价上涨28.6%。截至7月1日美股收盘，市值达到680.8亿美元。
心优选、自动驾驶。
从2012年冬到2021年夏，滴滴从北京出发，覆盖到全球16个国家4000多个城市。诚然，
其中自动驾驶业务是滴滴定义的构建出
行未来的“四个核心战略板块”之一。滴滴自
上市给滴滴带来了更为便利的融资渠道，但也带来了资本公开市场的监督，如何在控制成本
动驾驶于2016年开始组建团队，2019年8月
的前提下找到新增长点，是必须解决的难题。
该团队升级为公司。
招股书披露，软银和滴滴等联合向滴滴
自动驾驶投资5.25亿美元，在A轮融资结束
后，滴滴自动驾驶估值达到34亿美元。当前，
滴滴2018-2021年一季度营收情况
滴滴持有自动驾驶公司共70.4%股份。另外，
该业务目前拥有超过500名成员和超过100辆
自主车辆的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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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幅提升驾驶安全和效率，造福人类，而滴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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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过他也坦承，“自动驾驶从技术成熟、
商业成熟到法规成熟，
道阻且长，至少还需要
截至2021年3月31日的12个月里，滴滴全球平均日交易量为4100万单，全平台总交
做十年持续投入的计划，也要做好面对各种
易额为3410亿元。滴滴全球年活跃用户为4.93亿，全球年活跃司机为1500万。
困难和挑战的准备”。
另一个吸睛的新故事则是社区团购业务
度，滴滴需继续与Uber等同台竞技。对比
王超向北京商报记者坦言，“中国的出行 橙心优选，这也是包括阿里、京东、拼多多、美
Uber的数据，2020年一季度Uber在美国市场 市场还会继续增长，而且仍在增长中，这是滴 团等一众互联网企业激烈争夺的全新领域。
募资为出海和研发
的收入占其总营收的58%，其中包括网约车、 滴的优势。未来滴滴在全球市场也是竞争力
招股书显示，橙心优选于2021年3月进行
资本市场也用数据给滴滴投了票。此前， 货运和外卖三大业务。而滴滴在中国的移动 不小的一家”。
了A-1轮和A-2轮融资，共计11亿美元；2021
滴滴披露，包括某些现有股东及其附属公司 出行业务就贡献了总营收的90%。
年4月和5月，橙心优选增发了价值1亿美元
和第三方投资者在内的多家投资者均表示有
从规模上看，滴滴海外业务增长较快。
A-1系列优先股，最新估值为18亿美元。
未来如何“
出行”
兴趣以首次公开募股价格认购。IPO之前，多 2021年一季度滴滴海外日均单量为460万单，
值得注意的是，融资之后滴滴持有的橙心
除了业绩和市场版图，业内人士对滴滴 优选股权下降到32.8%。在2021年3月30日之
家投资者意向认购超12.5亿美元。
从2019年起年增长率达到58.9%。从利润上看，
对于此次募资的用途，滴滴在招股书中 因未实现规模效应等问题，还没有实现盈利。 的另一个关注点落在了管理层掌控力上。
后，橙心优选从滴滴的经营业绩中剥离了出来。
滴滴在招股书中表示，IPO之前，程维持
披露，计划将约30%的募资金额用于扩大中
而滴滴创始人兼CEO程维、联合创始人
一方面由于烧钱补贴，橙心优选处于亏
国以外国际市场的业务；约30%的募资金额 兼总裁柳青通过创始人信称，“我们渴望成为 股7%，柳青持股1.7%。根据中概股常规的同 损状态，剥离之后有利于滴滴整体财务状况
用于提升包括共享出行、电动汽车和自动驾 一家真正的全球科技公司。我们已经在非洲、 股不同权安排，程维、柳青合计拥有超过48% 的好转；另一方面，滴滴也有意将橙心优选单
驶在内的技术能力；约20%用于推出新产品 亚太、欧洲和拉丁美洲雇用了数千名优秀的 的投票权，包括程维、柳青在内的滴滴管理层 独分拆上市。
和拓展现有产品品类以持续提升用户体验； 本地员工，并且专门为国际化业务配备了数 拥有超过50%的投票权。
不过，今年以来监管机构加强了对社区
更新后的招股书还公布了滴滴上市公司 团购行业的监管力度，对烧钱补贴等行为进
剩余部分可能用于营运资金需求和潜在的战 百名工程师。我们还将持续推出与自身技术、
略投资等。
市场发展技能相匹配的新服务，包括同城货 的新董事会成员名单。经股东大会决议，程 行处罚，该业务的前景仍旧存在着不确定性。
维、柳青和滴滴高级副总裁朱景士三人被任
在本土击败多个竞争对手后，在全球维 运、社区团购和外卖等”。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对标“海外版抖音”Instagram改头换面
美国各社交软件用户数量
面对日渐激烈的社交领域竞争， 作为曾经的网络社交宠儿，Instagram不得

Instagram

Snapchat

（单位：百万）
TikTok

不顺应潮流，向用户喜好低头。全屏显示的视频、根据喜好推送……你打开的不
是抖音海外版TikTok，而是Instagram。虽然技术模式好复制，但用户黏性、社交
习惯却不好改，对于Instagram而言，不知道这一波跟风能不能稳住自己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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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机 构 首 席 分 析 师 Debra Aho
Williamson表示，“TikTok在‘ Z世代’中有
新贵的威胁
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参与度和忠诚度。‘Z世代’
直面与TikTok的竞争，成了Instagram 用户不仅在该平台上寻找娱乐内容，此外也
的优先选项。当地时间周三，Facebook旗下 有越来越多的人利用TikTok学习知识或讨
Instagram的负责人Mosseri宣布，该社交 论更重要的话题，例如气候变化、政治和新闻
网络计划开始在用户的信息流中显示全屏 等。虽然其他社交平台也开始着手提供此类
的推荐视频。
内容，但TikTok的独特视频风格和界面设计
Instagram将不再只是一个图片分享应 对年轻人有着独特的吸引力”。
用。Mosseri表示，“ 我们还将尝试如何更广
泛地拥抱视频，全屏、沉浸式、娱乐性、移动
高仿TikTok？
优先的视频。用户会看到我们做一些事情，
事实上，这也不是Instagram第一次向
或者在未来几个月里在这一领域进行一些
TikTok模式靠拢。为了应对视频软件的竞
实验”。
从单一图片到视频，这对Instagram来说 争，Instagram于2020年8月推出了软件内短
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内容展示方式的变化将 视频Reels，允许Instagram用户创建带有音
—Tik- 频和AR效果的内容。
使其与近年社交应用市场的爆款——
Tok形成更直接的竞争。
Reels不仅功能上和TikTok非常相似，
这恰恰也是Instagram改革的动因。“ 老 就连版面的设计都几乎和TikTok完全一致。
实说，现在的竞争非常激烈。TikTok很庞大， 因此不少用户都调侃这是“山寨TikTok”。
YouTube更大，还有很多其他的新贵。我们 Reels发布之时，TikTok还曾在官方推特上
必须接受这一点，这意味着改变。”Mosseri 转发Instagram推文并回应称，“ 好吧……这
说道。
看起来很熟悉”。
的确，Instagram的压力不容小觑，虽然
对此，Instagram产品总监RobbyStein
其现在依然是社交软件的“老大”，不过数据 表示，虽然TikTok普及了短视频格式，但两
机构eMarketer近日发布的一份预测表明，到 个产品是不同的。“ 我认为TikTok对短视
2021年底，TikTok在美国市场拥有的“Z世 频这一领域的普及功劳重大，但归根结底，
代”用户数量将超过Instagram。据统计，到今 没有两款产品是完全相同的，我们的产品
年年底TikTok每月将拥有3730万名“Z世代” 也不是。”
用户，而Instagram的用户量则是3330万人。
但在那之后，Reels的数次改变都离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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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Tok的影子。
去年12月，Instagram宣布，该公司将把
在线购物和Reels短视频功能这两个最重要
的优先事项结合起来。商家和创作者可以在
制作Reels视频时给产品贴上标签，消费者可
以点击“查看产品”立即购买，也可以留着以
后再购买。
当时的Mosseri坚信，在未来5-10年内，
Instagram在购物方面有着巨大的长期机会，
尽管这比其传统的广告业务要复杂得多。
今年，Instagram又决定推出短视频广告
服务。从4月开始，Facebook开始在印度、巴
西、德国和澳大利亚测试InstagramReels广
告，测试对象包括宝马、路易威登、Netflix和
Uber等品牌。
Instagram首席运营官（COO）贾斯汀·
奥索夫斯基（JustinOsofsky）称：“我们认
为，Reels 是人们在Instagram上发现新内容
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因此，广告是很自然的选
择。在人们已经享受到娱乐的环境中，各种规
模的品牌都可以利用这种新的创意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Instagram还曾经高价吸
引TikTok创作者，奖励金达数十万美元。
对于此次Instagram发布的新计划，北京
商报记者联系了Instagram和TikTok方面，
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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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复制”不能“粘贴”

过去十年间，Instagram一直是品牌进行
线上营销的首选。全球范围内超32%的网民
都扎根Instagram，月活用户高达10亿的Instagram，一时风头无两。
但危机感也如影随形。“复制”似乎一直
是Instagram逃不开的标签，其中最典型的就
是对Snapchat的复制策略。
2013年，Snapchat因为“阅后即焚（Stories）”功能在美国迅速走红，随着该功能的参
与度不断提升，其商业化模式逐渐得到了市
场的认可。
在Snapchat呈现出进一步扩张的势头之
际，Instagram于2016年推出了自己的Stories功能，并获得了优于Snapchat的反馈，在
推出8个月后，InstagramStories的日常用户
数量就超过了Snapchat。
但这次Instagram对TikTok的复制也能
像之前那样成功吗？
在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看来，从
产品定位来看，两者有不小的差异。TikTok
是以短视频为主，时间最长1分钟；而Instagram视频可以长达10分钟，覆盖短视频和中
长视频。

张孝荣认为，算法让TikTok有了独特
性。而这种算法是经过多年的锤炼和数据积
淀的完善，具有对手无法简单模仿的优势，从
而也强化了自身的竞争力。
从算法来看，TikTok与Instagram应该
是完全不同的。康奈尔大学研究社交媒体的副
教授NatalieBazarova表示：“它不是要建立
社会关系，而是使用算法来寻找能吸引你注意
的内容。它是一个以娱乐为基础的平台。”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王鹏则认为，TikTok
的路径或许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待。从技术上
来说可以复制，但同时又是难以复制的。
“所谓可以复制，就是从它的发展的道路
可以总结出更好的经验。”王鹏指出，包括从
算法优化、数据推送、全屏显示的角度其实是
完全可以进行模仿的。从这点上来说，这种成
功的技术路径和做法，其实是别人可以学得
来的。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用户也许才是
更重要的。王鹏认为，任何一个商业行为，尤
其是面向大众和面向大量客户的，绝不是仅
仅停留在技术层面，更多情况下还是能不能
找准市场。也就是当时的用户接受程度，或者
是当时有没有周围的竞品。
“比如说，当TikTok早期出现的时候，它
形成的爆款、粉丝的触达度、粉丝黏性，包
括内容平台、内容创作人的互动都很重要，
而不仅仅是说所谓的视频形式或是算法推
送。”王鹏进一步指出，从这个角度来说，其
他软件也许可以通过烧钱，一定程度上实
现在技术上或者在日活上月活上的超越，
但是如果想完全地复制它的这个路径，则
更多的是用户的使用习惯，包括品牌的影
响力。
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不做别人，只做
自己也许才是Instagram的出路。“Instagram
还是应该走出自己的特点，以照片为核心，推
展自己的娱乐社交。”王鹏认为。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赵天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