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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朵创始人离场 国产品牌变外资？

北京商报2021.7.20

创始人及股东退出，国产彩妆品牌橘朵

成为纯外资品牌？7月19日，针对成为纯外资

品牌事件，橘朵回应称，创始团队仍是公司最

大股东，橘朵依然是国货品牌。不过，天眼查

显示，目前橘朵最大股东为GeneralAtlantic

SingaporeJDPte.Ltd.（以下简称“泛大西洋

资本”），且为100%持股。

业内人士表示，橘朵创始人及股东的离场

可能和其品牌发展潜力不足有关系。目前，多个

国内彩妆品牌凭借“烧钱”营销模式走入公众视

线，但这种模式难以持久，想要实现可持续发

展还需要从产品研发入手，塑造品牌形象。

创始人退场

天眼查显示，截至目前，以橘朵创始人郑

自跃为代表的四名自然人股东，以及上海橘

宜拓新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州

泓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AstrendIV（HongKong）AlphaLimited等

5家机构股东均已退出橘朵。橘朵母公司上海

橘宜化妆品有限公司最大股东也已经变更为

泛大西洋资本，控股比例为100%。

其实，早在2020年10月，泛大西洋资本便

开始投资橘朵；今年5月，泛大西洋资本成为橘

朵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为80%。当

时，创始人郑自跃持股比例为9.0536%。

对于成为纯外资品牌的质疑，橘朵官方

回应称：“创始团队仍是公司最大股东，并长

期控制公司。公司经营健康稳定，橘朵依然是

国货品牌。”

对于这种说法网友并不买账，纷纷挂出

天眼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网上泛大西

洋资本100%持股橘朵的截图。对此，橘朵回

应称：“目前对外信息显示工商信息并非全

貌，详细信息会持续更新。”

美妆行业营销专家张兵武分析称，具体

退场的原因不是很清楚，不过从橘朵近期的

发展来看，创始人及股东的离场或许和橘朵

品牌发展潜力不足有着一定关系。

“目前，彩妆已成为一个营销投入巨大的

‘烧钱’品类，这意味着营销费用的大量投入，

一些品牌没有雄厚的资本未必能长久撑住。”

业内人士分析称。

资料显示，橘朵成立于2016年，凭借单色

眼影切入彩妆市场。2017年登陆淘宝，其单色

眼影、腮红产品大爆。2018年7月，橘朵天猫

官方旗舰店上线，入驻首年，“双11”销量便破

千万。2019年1-3月，淘宝及天猫彩妆类品牌

销售额排行中，橘朵品牌跻身TOP3；同年6月

淘宝/天猫全网高交易品牌TOP20中，橘朵品

牌位列TOP14。

销量大增的背后是橘朵铺天盖地的营

销。据悉，橘朵主要采用明星代言+KOL带

货+素人种草的模式进行推广。数据显示，

橘朵在邀请当红流量明星黄明昊成为代言

人的同时；曾在3个月时间内，合作网红种草

达人6094位，同时开启直播带货141场。反观

其融资速度，与完美日记等相比显得中规中

矩。据悉，橘朵自2016年成立以来共完成四轮

融资。

就创始人退出原因及未来发展规划，北

京商报记者对橘朵进行采访，但截至发稿并

未收到回复。

受困烧钱模式

从橘朵的成立、发迹，到创始人离场，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凭借“烧钱”营销模式

出位的国产彩妆品牌从营销出圈到受困“烧

钱”模式的发展历程。

近几年，“烧钱”营销成为了彩妆品牌出圈

的惯用模式。譬如完美日记，仅2020年营销费

用高达21.6亿元，高营销的背后是与包括李佳

琦、薇娅在内的近1.5万个不同知名度的KOL合

作，其中百万粉丝级别的KOL仅有800多个。同

样，据媒体报道，花西子每月营销费用达2000万

元。2020年1-2月，花西子旗舰店中40%的销售

额来自李佳琦直播间；同年1-7月李佳琦总共直

播卖货118场，其中有45场涉及花西子的产品。

然而，不是所有品牌都能拥有雄厚的资

本支持，凭借疯狂烧钱模式复制一个成立五

年登陆纽交所的完美日记或年销售额达30亿

元的花西子。

张兵武分析称，目前很多国产彩妆品牌

营销费用占比将近60%-70%，且这样的投入

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但种模式却很难长

久地维系。所以，品牌想要依靠前期烧钱来换

取未来长久发展的初衷很难实现。

经历疯狂烧钱营销后，国产彩妆的下一

站在哪？深圳市思其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CE0伍岱麒表示，对于国产彩妆品牌而言，想

要持续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必定要重视品质

与口碑、重视消费者价值、重视创新和保持活

力。产品研发的投入、新品的快速迭代以及逐

渐走向高端化不可或缺。

譬如完美日记在烧钱营销的下半场，不断

加大产品研发的投入，同时也建立自有工厂逐

渐摆脱代工模式。花西子则在被质疑重营销的

同时谋求上市寻找更多的可能。

张兵武分析称，对于众多国产彩妆品牌

而言，应该调整发展模式，不要对烧钱营销的

方式抱太高的期望。品牌需要的是稳打稳扎

的方式沉淀市场。有多少资金就做多少资金

的规划，重点还需放在产品品质，在更为细分

的品类中做出真正有口碑的产品。

北京商报记者 郭秀娟 张君花

恒大与广发银行的“诉讼前保全”之战

提前冻结

根据7月19日在市场上疯传的无锡市中

级人民法院裁定书，广发银行宜兴支行近日

请求冻结被申请人宜兴市恒誉置业有限公

司、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银行存款1.32亿元

人民币，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

对于申请原因，广发银行宜兴支行的理

由是：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

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对于上述法院民事裁定书，恒大方面第

一时间对外发布了严正声明。恒大集团方面

回应称，“公司江苏省公司旗下项目公司宜兴

市恒誉置业有限公司与广发银行宜兴支行项

目贷款1.32亿元到期日为2022年3月27日”。

对于宜兴支行滥用诉讼前保全的行为，恒大

方面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将依法起诉。

值得一提的是，被一纸法院民事裁定书

推至“风口浪尖”的中国恒大，也在年内迎来了

在资本市场上的最大冲击。受银行申请财产冻

结这一消息影响，恒大股债两市随之走弱。

截至7月19日收盘，中国恒大跌超16%，恒

大汽车跌近20%，恒腾网络跌近12%，恒大物业

跌13.38%，累计蒸发市值超740亿港元。另外，恒

大系的债券亦集体大跌，“15恒大03”跌近13%，

“19恒大02”跌超11%，“19恒大01”跌超11%。

是否滥用诉前保全

对于冻结恒大1.3亿元资产的申请原因，

广发银行宜兴支行的理由是：情况紧急，不立

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

的损害。

对此理由，在当日遭遇重创的恒大显然

十分不满，除了强调“债务期限未至”外，恒大

方面也表达了接下来不排除进行上诉的强烈

意愿，

“来自广发银行宜兴支行的一纸诉讼前

保全申请，相当于一个‘黑天鹅事件’，直接导

致了7月19日恒大系债股价格齐跌。”基于恒

大方面的声明内容，中国城市房地产研究院

院长谢逸枫如也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在恒

大相关债务还未到期之际，如果广发银行宜

兴支行仅仅是依据主观判断进行了诉讼前保

全，那么其申请冻结恒大1.3亿元资产的主张，

不应该被支持，存在构成“滥用诉讼前保全”

的可能。

“按照企业与银行间合作的正常空间，该

事情按理可以进行商量，但现在变成法律诉

讼，其中还是有让人担忧的情况出现。”一位

银行业分析人士提到，本案例中恒大是以借

款合同未到期，这笔贷款有充分担保为由，认

为银行“滥用”诉讼前保全。

那么广发银行宜兴支行是否存在滥用诉

前保全？

北京寻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德怡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我国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七条规

定了不安抗辩权，即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

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中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

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

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

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即便恒大集团声明中的

贷款债务未到期的情节属实，在宜兴市恒誉

置业有限公司存在其他违约情形或民法典第

五百二十七条的所列举的情形时，广发银行

有权起诉并请求人民法院保全。

王德怡进一步指出，当然，广发银行的请

求能否得到支持，取决于其证据是否能够支

持其诉讼主张。根据法律规定，我国民事诉讼

的原告在申请保全时均须声明：一、向人民法

院提供相应的担保；二、应当承担错误保全的

法律责任。因此，如果广发银行的保全行为存

在错误，给宜兴市恒誉置业有限公司造成了

损失，宜兴市恒誉置业有限公司可以向人民

法院起诉，要求广发银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一般来说，诉前财产保全的担保条件比

诉中财产保全要高，广发银行上述保全裁定

也载明了属于‘情况紧急’。根据法律规定，申

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不

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人民法院应

当解除保全。”王德怡说道。此外，被告如果被

冻结了银行账户，可能会正常经营带来严重

不利影响。

降负债与促回款“进行时”

对于下一步是否提起诉讼以及公司的运

转情况如何，北京商报记者联系恒大方面，得

到的回应是以公告为准。

北京商报记者从知情人士出获悉，广发

银行总行目前正在就“宜兴支行申请冻结恒

大1.3亿元资产”一事组织回复，预计很快将对

外发布。

“恒大股债双杀背后，其实还是说明市场

对恒大的信心是不足的。市场信心不足，就容

易使企业负面效应被放大。对于恒大集团而

言，销售及偿债要‘两手抓’。”在知名地产分

析师严跃进看来，从销售层面来看，恒大目前

项目的销售节奏还是比较快的，通过这样一

个销售节奏，能够很大程度上促进资金回笼，

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据恒大7月1日发布公告显示，自启动购

房节优惠大促销活动以来，从5月27日-6月

30日35天内，恒大实现合约销售938.3亿元，

销售回款874.9亿元，其中6月单月销售716.3

亿元。今年1-6月累计实现合约销售额3567.9

亿元，累计销售回款3211.9亿元。

不过，严跃进也直言，针对当前企业面临

的债务问题，恒大应重视债务风险，努力开拓

融资及回款渠道。据恒大2020年度财报，截止

到2020年底，其有息总负债为7165.32亿元，

其中境外债务为1789.74亿元。

从企业披露数据来看，最近一年来，通过

引入战投获取资金、大力促进销售及回款，

恒大在持续降负债方面也已经小有成效。

数据显示，从去年3月开始，通过实施“高增

长、控规模、降负债”的发展战略，恒大有息

负债大幅下降了近3000亿元。至6月30日，

恒大净负债率已降至100%以下，实现一条“红

线”变绿。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荣蕾 宋亦桐

抢地盘拉用户
无人车并非真“无人”

北京商报讯（记者 魏蔚）无人驾驶正
在狂奔。7月19日，元戎启行在深圳正式开

放Robotaxi（自动驾驶出租车）载人应用

示范服务。

按照元戎启行的说法，元戎启行是深

圳主城区第一家开放Robotaxi的自动驾

驶企业，以及深圳第一家获得智能网联汽

车载人应用示范许可的企业。

除了深圳，广州也有与Robotaxi有关

的新闻。7月17日，百度ApolloRobotaxi

在广州正式面向公众全面开放。北京商报

记者从百度相关人士处了解到，“百度

ApolloRobotaxi在广州的车辆以红旗为

主，站点超过200个。百度Apollo会根据

用户出行需求持续增设站点，并调控车辆

数”。不过该人士并未透露百度Apollo在

广州具体投放的车辆规模。可以明确的

是，百度已在4个城市面向公众开放约车

服务。

从开放服务的城市数量看，百度

Apollo的优势较大。其他自动驾驶企业大

多只在1-2个城市开展服务。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用户在长沙、沧州、北京、广州、上

海、郑州等城市都可以体验Robotaxi，提

供服务的企业包括百度Apollo、滴滴、文

远知行、元戎启行、AutoX等。

随着AI技术的发展和AI应用的渗透，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Robotaxi。有意思

的是，现在Robotaxi经常会被共享无人车

这个词替代。这个变化背后，企业们想传

递的信号是什么？

“Robotaxi和共享无人车都是指自动

驾驶出租车。非要说区别，那可能就是共

享无人车听起来不那么抽象，更吸引用户

眼球，这其实是一种营销的策略。”比达咨

询分析师李锦清向北京商报记者坦言。

那么共享无人车真的无人吗？答案是

否定的。元戎启行相关人士向北京商报记

者介绍，“本次的‘无人车’指的是

Robotaxi，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我们在

驾驶位是有安全员的”。百度相关人士也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是都有安全员

的。因为根据现有政策规定，Robotaxi在

开放道路上进行试运营必须在驾驶位配

备安全员”。

但这并不是说Robotaxi未来都需要

安全员。去年12月，北京市自动驾驶测试

管理联席工作小组向百度Apollo颁发了

首批5张无人化路测（第一阶段）通知书。

那是北京市首次允许测试主体在公开道

路进行无人化自动驾驶测试。

根据2020年11月12日北京市出台的

《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管理实施

细则（试行）》4.0版本，无人化测试重点要

求测试主体取得T3及以上测试能力，并在

开放道路安全测试里程达到3万公里，通

过封闭场地内的无人化测试评估。这是目

前全国最高安全要求、最高门槛的无人化

测试政策。

车辆无人化行驶，对安全性的要也就

求更高，所以需要相应的牌照才能进行测

试。而真正要让无人化面向公众开放，还

需要时间。

好消息是，用户体验Robotaxi是免费

的。根据元戎启行提供的步骤，深圳市民

可 通 过 微 信 公 众 号 “ 元 戎 启 行

DeepRoute”申请乘车邀请码，收到邀请

码后用小程序“元启行”下单，就可免费体

验Robotaxi出行服务。百度相关人士也表

示，目前面向所有用户提供免费的自动驾

驶出行服务。

自从国内有了Robotaxi这种出行模

式，免费就是各家企业的招牌，在业内人士

的眼中，Robotaxi是新概念，用户接受需

要时间，企业积累数据也需要时间，要实现

这两样，向用户免费是最直接的手段。

至于未来，Robotaxi需要证明自证商

业模式，在这一点上，百度Apollo已经有

了计划。按照百度智能驾驶事业群副总

裁、首席安全运营官魏东披露的百度

Robotaxi商业化的三步策略，现百度处在

第一阶段路测转运营。到2023年，百度希

望无人车进入30城，拥有3000辆车、300

万用户，实现区域内可循环的商业化。

不过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担

心的是，“现在Robotaxi的问题是规模化，

这需要法律法规、安全性、资质等配套，需

要安全和规模化平衡”。

橘朵创始人
股东退出相关数据

创始人郑自跃，自然人股东郑自为、张晓飞、尹魏退出

自然人股东戴启辉退出

自然人股东刘兰英退出

自然人股东郭蓓蓓退出

2021年7月17日

2018年8月9日

2018年1月17日

2016年10月12日

2021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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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下午，一纸在业内广泛流传的法院民事裁定书，将广发银行和恒大集团推至风口浪尖。广发银行

宜兴支行以“情况紧急”为由，申请冻结恒大1.3亿元资产；恒大集团方面则以“相关贷款未到期”为由予以反

驳，并表示将依法上诉。

尽管恒大方面在第一时间紧急对外发布了严正声明，但是在法院民事裁定书与企业声明的一来一回间，

“恒大系”在资本市场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明显冲击。恒大及广发银行宜兴支行间一场围绕着是否“滥用诉

讼前保全”的纷争，似乎已经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