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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是否会上市，到筹备递表，再到通过

聆讯，万物云IPO一直备受关注。

2021年6月30日，在万科2020年度股东

大会上，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郁亮彼时给出

的答案仍是“万科的物业服务在未来适当的

时候会安排上市，但目前还没有上市计划。”

四个月后，2021年11月5日，万科正式

发布公告称，拟分拆万物云在港交所发行境

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票并上市。

自此之后，万物云的IPO日程进度很

快。今年4月1日，港交所网站显示，万物云

向港交所正式递交上市申请。今年7月，关于

分拆万物云境外上市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

会核准。9月1日，万科分拆万物云境外上市

通过港交所聆讯。

递表五个多月，万物云IPO只差“临门

一脚”。根据全球发售将予提呈发售的万物

云H股股份总数将为1.17亿股（假设超额配

股权未获行使），相当于紧随全球发售完成

后万物云已发行股份总数约10%，假设超额

配股权获悉数行使则为1.34亿股万物云H

股股份，相当于紧随全球发售完成及超额配

股权获悉数行使后万物云已发行股份总数

约11.33%。

此次IPO募集资金约54.9亿港元至61.5

亿港元。公告显示，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业务

扩张、创造新收入机会，在全国范围内推进

“万物云街道”模式。部分资金会用于AIoT

和BPaaS解决方案的开发，孵化万物云生态

系统，及吸纳与培养人才。

就万物云上市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

与万物云方面取得联系，对方称因上市静默

期，相关内容不便回应。

根据预期，万物云将于2022年9月29日

（星期四）上午9时开始交易。

与大多数同行相比，万物云的“独立”

稍晚了一些。2020年被视为物管企业的上

市元年，包括恒大物业、融创服务、华润万

象生活等多家物管企业排队赴港上市，彼

时市场风口也吹得正旺，上市物企大多收

获了高估值。

而万物云如今的上市节点错过了最佳

的“高估”期，市场也大多在谈“赶个晚集”。

在今年8月底万科召开的2022年中期

业绩推介会上，有投资者提出“如何看待万

物云上市时点以及估值是否会跟预期有所

差异”的问题，万科董事会秘书朱旭回应称，

去年物业市场估值确实远远高于现在，但对

万科而言，推进业务分拆并不是以资本市场

的市值窗口作为考虑因素。

万物云无论在哪个时点上市对它而言

都是一个新的起点，不是终点。朱旭直言，

“我们并不追求在行业估值顶点去上市，我

们希望万物云能够得到市场的理性估值”。

郁亮则补充称，万科分拆物业上市，不

是“卖猪仔”，通过好的价钱把它卖掉，是想

让它通过上市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所以短期

市场的估值万科不是最在意的，更关心的是

通过资本市场来获得更多的力量，支持它进

一步发展。

市场回归理性后，万物云能撑起多大的

市值？根据计算，预计万物云上市后总市值

约549.72亿港元至615.07亿港元。而从港股

上市物企现状来看，截至9月16日收盘，华

润万象生活的总市值约812.57亿港元，碧桂

园服务的总市值约534.3亿港元，中海物业

总市值约279.05亿港元，保利物业总市值约

267.81亿港元，恒大物业总市值约248.65亿

港元……从预估市值来看，万物云能排到第

二位。

地产分析师严跃进表示，万科物业诞

生很早，基础非常扎实，如今走向资本市

场可谓水到渠成。对于一些优秀的物管企

业，资本市场也给予积极的关注，这从万

物云的基石投资阵容也可以看出来。而且

作为头部房企中唯一一个没有分拆上市

的物管板块，万物云的估值还有进一步提

升的空间。但不可否认，年初金茂服务的

破发，也给出资本市场对于物管板块一些

“谨慎”的答案。

北京商报记者王寅浩

万物云上市在即 物管江湖座次将重排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 韩昕媛）当一众

玩家为了消除类小游戏《羊了个羊》的地域排

名疯狂内卷时，操盘手北京简游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简游”）已经在游戏圈中出尽风

头，而简游之外已经有不少卖家敏锐捕捉到

背后的商机，暗自开始行动。游戏走红不到一

周，最让玩家困扰的通关问题，有了新的“解

决办法”，游戏代刷服务销售火爆，而外挂道

具更是销量飙升。但商家跟风蹭热度的背后，

消费隐患逐渐暴露，不少玩家因外挂交易而

受骗，外挂道具这一游戏衍生产业更是涉及

侵权违法问题。

有数据显示，9月14日《羊了个羊》活跃

用户超2000万人，而玩家的热情投入还导

致了服务器的多次宕机。《羊了个羊》距离走

红将近一周时间后，这款通关率不到0.1%

的消除类小游戏，仍有不少玩家止步第二

关，游戏外挂这一游戏衍生的灰色产业便由

此悄悄露头。

如今，与“羊了个羊 通关”相关的词条遍

布各大社交平台、电商，据不完全统计，现阶

段该游戏外挂道具售价普遍在5-30元之间。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某电商平台，短短不

到一周的时间内，高销量的商家已售出超万

件。也就是说，仅以5元为准计算，该商家已营

收超5万元。据店家介绍，现阶段平台上所售

卖的外挂基本分为两种。一种是道具无限使

用类，起到辅助游戏的作用，降低了游戏难

度，玩家依旧可以体验完整的游戏过程；另一

种则是代刷插件，玩家只需安装在手机中，就

能直接“保送”通关。

为了检验道具的效果，北京商报记者通

过实际体验发现，价值9.9元的外挂中包含120

个刷新道具。快速安装后，仅用4分26秒便顺

利通关。游戏行业分析师卫明野告诉记者：

“游戏外挂主要通过修改游戏内容和运行

代码，帮助玩家降低游戏难度，刷新游戏道

具，从而实现游戏作弊的效果，但这背后涉

及的编程技术其实通过自学就能获得。此

外，部分外挂的生效有时间限制，不能一次

买断，玩家想要再次享受外挂，就只能二次

消费，只要游戏还在更新、还有热度，外挂商

家的新生意就会源源不断地来。”卫明野进一

步解释道。

针对游戏外挂问题，简游创始人张佳旭

在回应媒体采访中表示，已经关注到该情况，

并且开始打击这种行为。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赵虎谈到，

游戏属于作品，享有著作权，游戏外挂违反

《著作权法》，部分游戏内容和运行机制增加

了保密技术措施，外挂主要通过破坏技术措

施的形式来实现功能，侵犯了游戏开发商的

著作权，也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游戏外挂会增加设备中

病毒风险，也可能成为诈骗陷阱。江苏警方曾

发布消息提醒，骗子在社交平台发布有通关

秘籍的广告信息，诱导受害人用小金额来换

取秘籍或以“注册费、押金、解冻费”的名义

支付各种费用；声称索要秘籍的人较多，已

经将word文档存在某网盘里，随即发来链

接要求受害人自取；以中奖诱惑玩家付费，

这些行为都存在诈骗风险。遇到任何形式的

诈骗，玩家应第一时间拨打96110或向当地

公安机关报警。

赵虎进一步指出，如果玩家购买游戏外

挂后发现描述功能与实际不符，即使本身购

买的是侵权产品，也依旧可以根据购买凭证

要求退款。

递表五个多月，万物云IPO只差“临门一脚”。9月19日，万物云发布全球发售

公告，公司股票代码02602.HK。根据公告，万物云拟全球发售1.167亿股，其中香

港发售11.67万股，国际发售1.05亿股。预计每股发售定价不低于47.1港元，最高不

高于52.7港元，募集资金约54.9亿港元至61.5亿港元。万物云上市后，物管江湖的

座次排名将有一个新的变化。根据计算，预计万物云上市后总市值约549.72亿港

元至615.07亿港元，如果稳定“落实”，万物云有可能超过碧桂园服务，在港股上市

物企中排名第二位，仅次于华润万象生活。

《羊了个羊》带火外挂生意
玩家小心花钱通关被骗

内忧外患倒逼改造 新世界百货谋求新生

硬件与品牌同步提升

百货的传统柜台格局已经不具备吸引

力，敞亮、独立和设有体验区的门店成为品

牌们的心头好。北京商报记者在走访新世界

百货时看到，商场一期首层的化妆品、黄金、

鞋区均在调整，目前化妆品品牌以临时柜台

形式营业。同时，原位于一期一层的鞋区搬

至一期和二期的三层连廊位置；新世界百货

自营品牌N+系列的集合店与便利店也已经

关闭。此外，商场的2-5层都出现了不同围

挡，大多处于商场扶梯部位，进行硬件上的

改造。

北京商报记者走访看到，根据当前正在

施工的场景可以看出，商场一层的化妆品区

域大部分变为门店形式，而非此前柜台模式；

商场服务台的占地位置也进行扩大；同时直

梯和扶梯都进行了改造。

对此，新世界百货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

报记者透露，现阶段改造主要集中在化妆品

和珠宝两品类，一层分为A区和B区两部分，

目前A区的改造基本完成，B区的改造也正

在同步进行，“预计在今年12月整体商场的改

造雏形就能显现，尤其是高化品牌和珠宝品

牌”。上述负责人表示，预计明年2、3月还将对

一期其他楼层进行调整，5月中旬开始对整体

内部和外部空间进行升级，整体改造预估两

年内完成。

根据商场楼层指引图显示，北京商报记

者发现，新世界百货引进了LAMER、LA

PRAIRIE和赫莲娜等多个高化品牌。上述负

责人透露，欧米伽腕表也将作为拓展其珠宝

品类的品牌入驻商场一层，增强首层的高端

定位。

据介绍，改造后新世界百货将吸引更

多年轻客群，定位“南城闺蜜修炼场”，会

根据更新后的品牌需求对面积进行重新

分割，新世界百货预估品牌数量将达到

400家。

持续亏损倒逼转型

作为曾经的商场之“光”，新世界百货在

北京已经有24年的历史，是一代北京人心中

无法抹去的回忆，曾经的“60小时不打烊”活

动更被视为内地百货的营销风标，曾创下过

一小时销售过百万的营业纪录。

但这一辉煌的历史，从2018年就开始走

下坡路。

新世界百货近五年财报数据显示，该集

团2018财年年度利润由上年的1.28亿港元减

少至0.11亿港元，下降幅度约91.4%；在2019

财年，新世界百货年度利润尚为0.33亿港元；

而在2020和2021财年中，净利润分别亏损

4.84亿港元和2.29亿港元；在2022年的业绩预

告中，新世界百货预计亏损4.83亿港元，均处

非盈利状态。

自身业绩的下降，离不开周边环境的影

响。百货业态的没落，体验商业的崛起，一度

让崇文门商圈面临两难的处境。北京东城街

道相关人员表示，缺乏统一规划设计、体验感

较弱、设施环境相对落后等因素制约了崇文

门商圈的进一步发展。各大商业体中的空置

率和客流量始终不够理想。北京商报记者近

期走访崇文门商圈看到，新世界百货内的人

气大多聚集在户外区域以及餐饮区域，而国

瑞城的负二层也关停了不少区域。摩方购物

中心负一层和负二层大部分面积基本处于停

摆之中。摩方购物中心服务台人员透露，该商

场目前正处于整体调改期间，所以空置铺位

较多。

面对内忧外患，新世界百货也曾找过出

路。在2018年，新世界百货增设了美妆、腕表

和运动等多种类业态，并通过设立其自营电

商平台“新闪购”进行线上线下的双联动，借

电商和配送做刺激消费的配套服务。但这些

改革举措并未真正改变商圈的同质化问题和

新世界百货的被动局面。

虽然崇文门商圈在京地位已不同往日，

但该商圈辐射崇外街道11个社区，拥有约4.4

万的常住人口，有大量消费潜力并未释放。所

以，新世界百货此次调整转型，也意味着这家

老百货商场正寻求新生。

加速商圈提质升级

今年4月，《崇文门商圈改造与提升规划

方案》正式发布。方案指出，崇文门商圈将建

设特色主题街区，挖掘古建与艺术馆，打造花

市灯会等重要节庆活动。进一步改善交通人

车环境，让崇文门成为活力时尚的生活商圈。

新世界百货正对面的国瑞购物中心在过去一

年的时间内，引入了超50家新品牌，其中包括

兰熊鲜奶、七分甜、MANNERCOFFEE等年

轻人喜爱的茶饮咖啡店。除此之外，正在建设

的新商业体K11，也将改写崇文门商圈的传统

百货格局，带动更多新消费涌入。

“作为崇文门商圈最早入市的商业体，新

世界百货应树立商圈标杆作用。”中购联购物

中心发展委员会主任郭增利认为，崇文门商圈

目前尚未有像三里屯、SKP一样定位清晰明确

的项目，需要新世界百货培育“新定位”，增强对

辐射人群的拉动力，用新世界百货的发展方向

做未来崇文门商圈的发展方向参考。

作为商圈发展的“领头羊”，新世界百货

只专注于高化产品及珠宝腕表品类的扩张还

远远不够。北京国际商贸中心研究基地副研

究员李馥佳介绍，未来，崇文门商圈将提升餐

饮和文化休闲比例，形成“433”结构，即零售、

餐饮和文化休闲各占40%、30%、30%，复合书

店、特色影院、特色文化酒吧、演艺剧场、剧本

杀等休闲文化快速提升。

“新世界百货不仅要做满足消费者物质

需求的购物中心，更应该致力于做满足消费

者休闲艺术的生活中心。”北京国际商贸中心

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赖阳表示。

赖阳指出，消费者单纯购物需求的占比

越来越少，文化娱乐是目前商业发展的重

头，且崇文门商圈地处交通枢纽，有强大的

消费购买力，要借助引进首店、旗舰店、爆

款IP等方式，释放消费活力，促进商圈转型

升级。 北京商报记者刘卓澜

实习记者王思琦/文并摄

新世界百货开启近年来最大调整。近日，北京商报记者走访新世界百

货崇文店（以下简称“新世界百货”）时看到，该商场一期外立面围起了围挡，

一层化妆品和鞋品、珠宝区域都在进行装修，二层及以上楼层也有部分硬

件改造。该商场负责人透露，化妆品方面进行了重新设计，从柜台形式变为

独立门店，引入了奢侈品级别的高化品牌、珠宝品牌同步进行扩充。内忧外

患倒逼改造，昔日京城百货之“光”能否再次撬动崇文门商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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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 0.33

-4.84
-2.29

新世界百货近年财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