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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首次跌破万套 北京二手房“银十”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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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加码 运动饮料战局生变行业最大融资出现 国产美瞳瞄准百亿市场

北京商报2021.11.2

博弈增大

月度成交跌破万套意味着什么，可能是

所有购房者看见北京10月二手房成交数据后

的第一反应。

来自麦田的数据显示，自从2017年以

来，10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除了去年疫情

10月的1.43万套，过去五年有四年都没有突

破一万套。

“换句话说，跌破一万套，从历史数据上

看并不稀奇，因为通常说的‘金九银十’，主要

还是新房市场，但连降7个月，是需要重视的

趋势。”多位业内人士指出，今年北京二手房

上半年确实出现了一个小高峰，重点区域价

格上扬的趋势也很明显，这是接连遭到政策

打击的关键。

成交走弱，愿意下调挂牌价的房东比

例也在增加。根据麦田房产数据监测显

示，在10月的调价房源中，有超过85%的

房源下调挂牌价，这个比例比9月多了4个

百分点。

麦田方面指出，当前，北京二手房买卖双

方价格博弈增加，部分房东因为当前房价不

及心理预期而选择暂不挂牌销售。

“最近有两套非常好的房源，我们在跟业

主沟通调价的时候，业主很强势地要求下架，

说白了，卖不到心理价位就不卖了。”某头部

中介西营房门店经理透露，这两套房源其中

的一套业主挂牌价要超过近3个月同户型、同

楼层房源价的20%，鉴于市场目前的情况，经

纪人多次建议业主降到成交均价上线，但遭

到拒绝。“业主也很直接，不着急卖，因为买的

房子也没看好，也担心置换过程中信贷卡壳，

干脆就等等看。”

不只是信贷打击

但并非所有的业主都这么淡定。在此前

北京商报记者走访时也发现，因置换周期受

限，部分前期已经预订了置换房源的业主开

始着急降价。以和平里某热门小区为例，该小

区9月成交的一套小三居，均价与此前3个月

同户型成交均价下调15%，房源维护的经纪

人也证实：业主置换的房子已经付了定金，最

后的周转期限到了。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二手房

降温的原因有几点：一是因为信贷收紧，北京

作为一线城市，目前为止，7月后购房的新房

二手房均未放款，严重制约了市场成交，而且

从趋势看，接近年底，房贷有更明显收紧的可

能性，市场成交量持续低迷。

二是学区房等调控政策不断升级、8月约

束离婚后购房等政策叠加，以及第二轮集中供

地结果不理想，让需求方彻底进入观望周期。

张大伟提到的学区房整治，除了多校划

片外，今年“金九银十”期间，北京市部分区域

还启动热点小区二手房指导价格。以海淀房

协向中介发布的海淀热点小区二手房交易指

导参考价及行业内部自律倡议显示，海淀区

二手房交易指导价名单中，包含海淀29个重

点小区，对60平方米以下小户型、60-90平方

米中户型以及90平方米以上大户型均给出了

指导价，超过挂牌指导价1%的不予挂牌。

时间往前推一个月，8月5日，北京市住建

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商品住房限购政策

的公告》，明确夫妻离异的，若原家庭在离异

前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自离异之日起三年

内，任何一方均不得在本市购房。

贷款难度依然较大

“7月开始基本上一个月一个政策，7月入

学多校划片全面执行，热点学区房迅速降温；

8月离婚新政落地，税费和贷款漏洞被全面堵

死；9月区里面推二手房指导价；最后10月二

批次卖地不理想，这都让原本就担心买卖可

能被信贷卡住的小业主和购房者，彻底放弃

了交易。”海淀区蜂鸟家园某头部中介公司门

店经理如此介绍。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析师王小嫱指

出，“银十”旺季下北京楼市表现黯淡，主要来

自市场热度不足。从二手房市场来看，一方

面，尽管近期中央释放出房地产市场信贷环

境将有所改善的积极信号，但北京住房贷款

额度并没有明显提高，二手房贷款难度仍较

大；另一方面，受前期政策调控加码不断及调

控效应显现，市场观望情绪较浓。

对于王小嫱提到的北京住房贷款额度

并没有明显提高，也得到了来自多家银行的

证实。某股份制银行北京分行信贷部经理透

露，目前该行北京地区的二手房房贷利率

并没有提高，依旧是以首套5.2%、二套

5.7%为主，最终还需核算贷款人的征信、

收入等，但放款周期和额度都不理想。“我

们也没办法，跟房地产公司的三条红线一

样，我们银行的涉房贷款上线就是我们的

红线，没有了就没有。包括这位经理在内的

多家银行信贷部人士判断，北京地区房贷的

这种收紧状态至少要持续到明年二季度。

“不是说明年开年也没有，是积压的太多了，

需要一个消化周期。”

北京商报记者卢扬王寅浩

扎堆获融资

MOODY此次获得的超10亿元融资，是

目前美瞳行业最大的一笔融资。据了解，

MOODY成立于2019年，是上海目荻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旗下的美瞳新品牌。数据显示，

2020年MOODY销售额已破2亿元，2021年

预计实现超8亿元的交易规模。此轮融资将用

于产品研发与升级，并加速公司的国际化发

展布局。

与美妆界黑马完美日记、咖啡界新秀三

顿半的崛起路径相似，MOODY深谙营销之

道，凭借“七十二变”的营销大法，短时间爆火

出了圈。

哪有缺口就往哪里钻。与海昌、博士伦专

注长抛不同，MOODY一开始就主打日抛，也

就是用“一日就抛”，大大增加了目标消费者

的消费频次和复购频率。

MOODY获资本轻睐的背后是近几年

国产美瞳市场的崛起。随着现代女性美护

消费不断升级，加之疫情对口罩下“眼值经

济”消费起到推动作用，美瞳行业在近几

年迎来了高爆发。数据显示，2020年美瞳

终端销售额已超200亿元。Mob研究院预

测，2025年中国美瞳行业市场规模可达500

亿元。

百亿“蛋糕”诱惑下，资本也开始将目光

投向美瞳赛道，不少国货美瞳品牌频获融资，

可糖（COFANCY）于2021年1月获华创资本

等股权融资，美目美佳（4iNLOOK）2021年2

月获1亿元B轮融资，可啦啦（KILALA）2021

年8月获超4亿元B轮融资；国货美妆品牌完

美日记也开始发布美瞳系列产品，“杀入”美

瞳市场。

“美妆化”是国产美瞳行业发展趋势，不仅

有完美日记加入，橘朵、稚优泉、VNK等也纷纷

与美瞳品牌展开联名合作、捆绑销售等。

数据显示，相比口红等彩妆20%的复购

率，美瞳的复购率高达30%-50%，具有成为

下一个热门美妆单品的潜质。据头豹研究院

数据，美瞳行业具有品牌溢价高、行业壁垒

高的特点，具备较高利润水平，美瞳的高复

购率和高CLV适合快消形式的营销模式，更

具有长期投资价值。随着美瞳产品彩妆化和

快消化，中国美瞳市场或将迎来更高的行业

增速。

“美瞳市场的消费群体庞大，产品的利润

率也高，即使没有疫情这种非常态因素催化，

年轻人对相关产品的需求也非常旺盛，因此

有很大的成长潜力。”香颂资本董事沈萌对此

表示，“但美瞳毕竟是医疗器械产品，

MOODY这样的美瞳品牌必须要将消费者的

健康安全、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此外还要不

断创新，才能获得市场容量。”

如何破局

MOODY的问题也是许多国产美瞳品牌

正在思考的问题。相对于国外美瞳产品，国产

美瞳品牌起步较晚，包括强生、海昌、博士伦

等在内的海外品牌长时间占据了中国市场，

“美瞳代理”和微商一度是许多消费者主要的

购买渠道。业内认为，国产美瞳要想“跑”过外

资品牌，建设安全可靠的供应链、打出品牌差

异化是美瞳品牌竞争中不可或缺、起决定性

作用的一环。

2014年，修订后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

条例》将美瞳划为第三类医疗器械，作为医

疗器械产品，美瞳在生产经营上对产品品

质有着较高要求，国产美瞳品牌也正积极

寻求可靠的生产供应方式。目前来看，美

目美佳为渠道代理品牌，需要把握好代理

品控 ； 可啦啦 、 可糖 等 品 牌 选 择 由

INTEROJO等隐形眼镜工厂代工作为供

应；MOODY早期为代工模式，目前正开始

涉足上游自有工厂爱睿思工厂的建设，并

在生产研发方面投入3亿元，预计在2022年

中旬实现量产。

除了搭建可靠供应链，设计和营销是打

出品牌力的要点，但在设计上国产美瞳产品

同质化问题愈加凸显，许多美瞳花纹、包装设

计、舒适度等差别不大，在消费者看来很难区

分不同品牌产品。为了打造差异化，制造品牌

记忆点，MOODY和小王子、永璞咖啡、

SMFK等各界IP进行联名；可糖在包装上更

新“CAN系列可糖罐头”，使用罐头式铁盒来

包装美瞳。

经济学家宋清辉表示，由于自身特殊性，

美瞳行业在生产经营上与一般美妆品牌具有

许多不同。未来，国产美瞳的竞争关键点在于

安全与质量，企业要严格把控产品质量、重视

研发，才有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大

的竞争优势。

在营销渠道方面，除了在微博等时尚平

台推广种草，MOODY、可糖等品牌还积极拓

展微信社群，开拓私域流量以巩固粉丝群体。

但我国对于网络销售医疗器械产品的监管严

格，规范美瞳类产品在电商平台的销售，抖音

等平台不允许进行美瞳产品直播带货，小红

书对美瞳经营商要求开“白名单”，许多社交

平台也对“美瞳”字样进行限流。国产美瞳品

牌要想复制传统美妆产品的营销模式恐怕很

困难。

就后续经营发展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

联系采访了MOODY方面，但截至发稿暂未

收到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郭秀娟张函

信贷受限带给北京二手房的降温，远超学区房整治与调控。11月1

日，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北京10月二手房住宅网签9340

套，同比下调53.4%，环比下调25.7%，这也是北京二手房市场连续7个

月成交下调，更是年内首次跌破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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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讯（记者 郭秀娟 王晓）可口

可乐又对运动饮料出手了。据华尔街日报

11月1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可口可乐将

以 56亿 美 元 收 购 运 动 饮 料 品 牌

BodyArmor的全部控制权，这项交易对

BodyArmor的估值约为80亿美元。据悉，

可口可乐已拥有BodyArmor公司30%的

股份，正寻求从该公司创始人和投资者手

中购买剩余的70%。

公开资料显示，BodyArmor成立于

2011年，其定位为新一代运动饮料，产品

含有电解质、椰子水和维生素，不含人工色

素。据美国市场分析和商务咨询公司IRI数

据，2016年，BodyArmor的销售增长率高

达176%。2017年，其销售额为2.35亿美元，

五年内翻了七番。另据相关数据显示，

BodyArmor在2020年的收入已突破10亿

美元。

除了看中该品牌强劲的增长势能，可

口可乐自身业绩下滑以及原有运动饮料

品牌Powerade市场份额下降也是其重金

加码BodyArmor主要原因。

财报显示，2020年全年可口可乐营收

为330.14亿美元，同比下降11%；净利润为

77.68亿美元，同比下降14%。其中，可口可

乐水、强化水和运动饮料2020年四季度和

全年分别下降9%和11%。

增长势头较强的运动饮料品牌

BodyArmor便成了可口可乐业绩新增的

希望。“近年来，可口可乐在不断尝试降低

对碳酸饮料的依赖，而运动饮料是目前快

速 增 长 的 核 心 市 场 ， 此 次 收 购

BodyArmor剩余股权，有助于提高可口

可乐在运动饮料市场的影响力和份额。”

香颂资本董事沈萌表示。

除了“自救”，可口可乐此举也被业界

认为是对标百事公司，通过BodyArmor

加Powerade双品牌与百事公司旗下运动

饮料品牌佳得乐一较高下。

据 Euromonitor 统 计 ， 算 上

BodyArmor及旗下另一个运动饮料品牌

Powerade，可口可乐在运动饮料市场

所占份额达到23%。对手百事公司旗下

的佳得乐，依然以68%的市占率位于主导

地位。

在业内人士看来，即便BodyArmor加

入可口可乐，其在运动饮料市场的份额仍

也仅为百事佳得乐的1/3，且佳得乐在美

国市场用户基础和核心赛事赞助资源强

大，对于BodyArmor等新晋品牌而言，想

从佳得乐这类老牌饮料公司手中争夺市

场份额并非易事。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虽然双方仍存在

不小的差距，但作为运动饮料市场的后来

者，BodyArmor的增速足以对佳得乐形成

一定压力。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

示，虽然可口可乐目前在运动饮料体量比

佳得乐小一点，但未来在整个市场前景依

然较为乐观。

“BodyArmor有像已故NBA巨星科

比的投资和品牌连接，因此在运动饮料市

场具有很强的竞争基础。此外，可口可乐

的营销能力和资源实力远高于百事可乐，

因此可口可乐足以借助BodyArmor挑战

运动饮料市场的份额。”沈萌称。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美国运动饮料三

强佳得乐、Powerade、BodyArmor均将

目光瞄准中国市场。据悉，目前在中国市

场佳得乐年销售规模已突破10亿元大关；

2019年4月，Powerade被可口可乐带入到

中国市场，并音译为“爆锐”；同年，

BodyArmor也曾悄然上线于可口可乐的

官方旗舰店，但目前已下架。

对于可口可乐官方旗舰店下架

BodyArmor的原因，可口可乐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仅表示，“目

前没有更多信息”。

外资品牌纷纷入华，国内的运动饮

料品牌也在摩拳擦掌。2019年，农夫山

泉运动饮料品牌“尖叫”推新；外资巨头

脉动推出新口味，并打造系列全新产品

“脉动+”；健力宝品牌也推出了运动饮

料新品“爱运动”；2020年，怡宝“魔力”

焕新升级……在业内人士看来，国内一

众运动饮料品牌不断推新布局，竞争更

加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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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爱戴美瞳的女孩一度被打上“非主流”的印记，但当新一代消费者

成长起来，“非主流”逐渐成为主流，撑起了一个百亿级的市场。11月1日，天

眼查显示，美瞳品牌MOODY母公司“未目（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已完

成超10亿元C轮融资，由KKR和五源资本领投，MOODY老股东跟投。随着

美瞳市场加速发展，国产美瞳品牌纷纷加入赛道，但如何破除产品同质化、

生产供应链安全等难题，则是各品牌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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