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便打开一个外卖 APP，“在线支付
满 25 减 10 元”“首单减 8 元”等各式优惠
令人眼花缭乱。“烧钱大战”如火如荼，外
卖 APP 内部整合也开始加速。近日，大
众点评网与美团网宣布共同成立新公司

“新美大”；饿了么也于近日宣布获得 6.3
亿美元 F 轮系列融资，是全球外卖行业获
得的最高融资额。

市场研究机构易观智库外卖市场领
域分析师刘旭巍表示，目前第三方 O2O
外卖平台已超过 100 家。来自市场研究
机构艾瑞发布的《2015 年中国外卖 O2O
行业发展报告》称，2014 年我国餐饮外卖
市场规模超过 1600 亿元，占整体餐饮消
费的比例为 5.8%；到 2017 年，外卖市场
整体规模有望超 3000 亿元。外卖 APP

“人旺钱多”，但也面临用户黏性不强、服
务有待提升的问题。今后，外卖 APP 如
何布局，才能让整个市场更加健康、有序？

烧得出流量 烧不出黏性

外卖 APP 的补贴力度到底有多高？
记者用“美团外卖”体验了一下：在某家连
锁餐饮店选择了一份 30.5 元的套餐，加
上配送费 5 元，本应该花费 35.5 元，但是
订单满 30 减 15 元，同时作为新用户，再
减 10 元，最后只要支付 10.5 元。花三分
之一的价格买到送上门的服务，这实惠让
人咋舌。市场研究机构亿欧网创始人黄
渊普表示，外卖平台每单亏损七八元已成
常态。

“目前各大外卖 APP 运营商大量补
贴的主要目的还是在培育用户，提高用户
的复购率，培养用户消费习惯。”刘旭巍表
示。来自第三方的数据显示，2014 年第
四季度我国互联网餐饮外卖市场订单规
模已达到 1.09 亿元，环比增长 140.9%。
由此可见，短期内，外卖 APP 大规模的

“烧钱”补贴，确实助推了用户井喷式的
增长。

不过，“烧钱”换得来流量，却未必能
换得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市场研究机
构互动派发布的《2015 年 8 月外卖 O2O

调研报告》显示，今年 2 月当饿了么取消
“满 50 减 15”优惠后，用户迅速转向优惠
力度大的美团外卖，而当重新提供优惠
后，饿了么日活跃用户又开始上升。由
此可见，单靠烧钱的同质化竞争，很难留
住消费者形成黏性。

资本的算盘 O2O 的野心

得到资本支持的不止饿了么一家。
紧随其后，外卖 O2O 平台生活半径亦获
得新一轮 3 亿元融资，该轮投资方为由
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合资成立的新口
碑。此外，百度外卖成为百度的独立拆
分业务后，也已获得 2.5 亿美元融资。
美团则传出消息，正在酝酿一轮超过 10
亿美元的融资，其中大部分将用于美团
外卖。

资 本 市 场 为 什 么 会 这 么 放 任 外 卖
APP 大把“烧钱”？和滴滴、快的当时的
补贴大战背靠腾讯与阿里巴巴一样，外卖
APP 背后依然是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
的身影，只是这一次关系要复杂得多。百
度外卖背靠百度；饿了么因 E 轮 3.5 亿美
元和与大众点评的深度合作被纳入腾讯
系；阿里巴巴是美团的股东之一，并手握
新口碑和由淘点点更名的口碑外卖。互
联网巨头们对这一市场的切入，说到底还
是 看 重 餐 饮 APP“ 跑 马 圈 地 ”的 特 殊
意义。

投资机构安芙兰资本投资总监谈文
舒表示，作为到家的高频入口，外卖是非
常好的面对用户、掌握用户的平台，同时
解决了大量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对于
新的快消品推广非常轻松，以后会成为
O2O行业的重要渠道。

从突破的难易程度来看，越是信息不
对称、需求碎片化的领域，越适合线上线
下融合的 O2O。而且，餐饮行业本身的
发展也面临压力。由中国饭店协会发布
的《中国餐营业年度报告》显示，2014 年
全国高端餐饮营业额下降 6%，人均消费
下滑 20%。“日子不好过”的中高档餐饮也
在考虑通过外卖来“换换手气”。

速度有显绩 质量有隐忧

一方面，APP 费尽心思用真金白银
将用户拉近身边，但在另一方面，只要一
次体验不“达标”，用户就会立刻头也不回
地走开。

外卖 APP 的服务质量到底如何？从
社交网络的反馈来看不容乐观，用户们的

“吐槽”主要集中在配送速度和外卖质量
两方面。用户“熙然的麻麻”表示，她通过
网络订餐，中午 12 点下单，居然下午 2 点
还未送到，“打电话投诉只告诉我餐厅无
人接听电话”。用户“请叫我大文姐姐”则
说，自己订的超大杯冰奶茶，送到变成了
热奶茶，鸡排和鸡翅则“都炸糊了”。

比起这些“老不赶趟”和“货不对板”，
更令人担心的是食品安全问题。去年，饿
了么、淘点点、美团外卖上黑作坊云集的
情况被媒体曝光。虽然有关部门对互联
网“黑外卖”事件做出了处罚，但直到今年
杭州九莲庄依然遍布无证外卖作坊。有
店主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互联网是他们
的重要销售渠道，“每天能通过互联网平
台销售 200 份以上的盒饭，这个数量还算
是少的”。

在市场研究机构艾瑞分析师张晶看
来，脏乱差、无照无证、送餐慢等种种
不靠谱，源自野蛮生长时期，平台为快
速追求订单量和流量，对商家资质审核
不严，且平台本身的控制力也有限。中
国烹饪协会副会长冯恩援表示，关于外
送服务业，需要出台一系列相关标准，
以此开展对中间环节的监管，“食品从生
产、加工到最后送到消费者手里，包括
运输方式、检测标准、时间限制，都要
探索规范化的路径”。

服务要提升 市场要深耕

业内人士认为，要化解外卖 APP 面
临的种种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式是外卖
平台从“轻模式”向“重模式”转变，通过提

升服务、深耕市场找到未来之路。
张晶表示，由于国内外卖 APP 的早

期用户主要是学生群体，外卖商品的单价
也较低。因此，彼时不少外卖 APP 都是

“轻模式”，即平台只负责导流、为餐厅提
供订单，由餐厅自己配送。

而现在，随着外卖 APP 开始发展中
高端餐饮，这些配送所针对的用户对体验
需求更高，“在这种背景下，平台们开始纷
纷自建物流。”刘旭巍表示。下午茶平台
楼下 100 创始人季晓杨就表示，公司从一
开始就选择自建冷链物流，“因为我们提
供的是甜品、三明治、饮料等轻食配送，针
对的是白领人群，他们需要稳定高质的服
务”。

外卖平台由轻转重，除了提升体验，
还在通过建立城市物流配送体系，创造新
的赢利点，将触角伸向鲜果配送、药品配
送等其他领域。

另一个商业发展方向则是通过互联
网公司数据挖掘，为传统餐饮企业提供
包括用户消费习惯等方面的深度分析。
美团外卖配送事业群总裁王慧文告诉记
者：“美团外卖背靠美团 O2O 大平台，
通过过去 5 年积累的大数据，可以为美
团外卖在细分领域深度挖掘，提供更多
深度合作”。目前，各大外卖平台已经
开始尝试一系列针对特定消费人群的专
门化服务和营销。例如，“百度外卖”
的下午茶、“饿了么”的夜宵、“美团外
卖”的馋嘴小吃等，就是针对有特殊饮
食习惯和偏好的部分人群，而开发出的
新产品。

业内人士表示，最终在竞争激烈的外
卖 APP 市场脱颖而出的，将是那些走差
异化、高品质发展之路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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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是哪种玩法但不管是哪种玩法，，都必须都必须

做好品质控制和用户体验做好品质控制和用户体验。。

毕竟毕竟，“，“烧钱烧钱””只是短期市只是短期市

场行为场行为，，并不能为整个行业并不能为整个行业

带来长期生命力带来长期生命力——

“东海大米”喜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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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经济日报》 记者从国土资源
部获悉，“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制定的法定程序已基本完成，出台
实施的条件初步具备，目前正处于最后
的修改完善阶段。

我国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于今
年 3 月 1 日施行，因条例大多是原则性、
方向性条款，3 月 26 日实施细则公开征
求意见，并于 6 月经国土资源部部务会
审议原则通过。

按此前公布的时间表，今年年底前，
各地要完成不动产登记职责机构整合，为
明年全面推行不动产登记做出准备。

正因此，近期各地推进不动产登记
的新闻屡见报端。10 月 16 日，宁夏、桂
林等地颁发了当地首本不动产登记证。
此前，多地在机构合并、统一发证上也
多有动作。

因机构整合涉及面广，国土资源部
称第四季度将就此在全国开展专项督
察，将对今年 12月 31日前不能如期基本

完成不动产登记职责机构整合的地方提
出问责。

据悉，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198 个
市 （州） 完成市级职责整合，1193 个县

（区） 完成县级职责机构整合，分别占全
国市县总数的 60%和 42%。在年底前完
成市县级不动产登记职责机构整合，确
实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

中央财经大学不动产法研究所所长
尹飞表示，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不动
产多头登记的体制。各类不动产登记职
责分散在不同的部门。这种做法不利于
不动产权利的清晰和交易安全，不利于
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和有效运行。

今年以来，中央层面的相关制度设
计 步 伐 不 断 加 快 。 4 月 底 ， 国 土 资 源
部、中央编办联合下发 《关于地方不动
产登记职责整合的指导意见》。随后，国
土资源部下发 《关于做好不动产登记信
息管理基础平台建设工作的通知》。

但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工作推进并不

尽如人意。年中，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
公开表示，300多个地市州盟、2800多个
县市区旗中，只有50个地市、101个县完
成了不动产登记职责整合，占比分别不到
16%和 4%。即使已经完成职责整合的市
县，大多数也尚未将相应的登记机构进行
整合，具体从事登记的工作人员尚未整合
到位。

国家土地副总督察严之尧曾表示，
当前整合工作主要存在地方政府认识不
到位、工作进展不平衡、地方国土资源
部门主动性不够等问题，须各地明确职
责，通过督导推动整合。

分析人士称，不动产统一登记将对
各类社会经济活动产生正面、积极的影
响。从长远看，不动产统一登记后，有
利于建立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促
进房地产市场秩序的健康稳定。针对

“不动产登记是为房地产税开征做准备”
的观点，专家表示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必
然联系。

全面推行不动产登记箭在弦上
今年 12 月 31 日前不能完成机构整合的地方将被问责

本报记者 黄晓芳

新华社天津 10 月 18 日专电 （记者周润健） 中
国物资再生协会常务副会长刘强近日表示，到“十三
五”末期和“十四五”时期，再生资源的国内废弃量将会
出现较大幅度增长，预计 2020年国内再生资源的可回
收量将达到 3亿吨。

刘强在天津召开的 2015 年中国经济社会论坛上
说，我国循环产业经过 60 多年发展，已经形成遍布
全国各地、网络纵横、加工利用不断向高值化发展的
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十二五”以来，在国家有关政
策的支持下，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再生资源产业
园区、“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都获得长足发展，
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整体规模持续扩大。

目前，全国再生资源行业共有回收网点 20 万
个，回收利用加工企业 1 万多家，从业人员 1500 万
人。在很多地区，再生资源产业已经发展成为带动地
方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从 2008 年开始，我国再生
资源利用量超过 2 亿吨，已经成为我国资源供给总量
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刘强表示，快速增长的资源废弃量为再生资源产
业的发展奠定了原料基础，国内再生资源的高效率回
收利用将成为再生资源产业发展的主要增长点。

预计至 2020年——

国内再生资源可回收量将达3亿吨

本报北京 10 月 18 日讯 记者曹红艳从环境保护
部获悉：10 月下旬起，环境保护部将对部分省（区、市）
重点化工园区及涉危、涉化重点建设项目开展环评专
项检查，以进一步强化涉危、涉化建设项目环境管理。

据介绍，从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环保部将组织
人员在河北、内蒙古等 16 个省级行政单位开展涉危涉
化重点建设项目环评专项工作现场检查、抽查。对化
工园区（港区），重点检查是否开展规划环评、规划环评
要求是否落实、周边规划变化情况、是否新增环境敏感
保护目标、存在的环境风险和整改计划。对涉危险废
物重点建设项目，现场抽查危险废物管理情况、危险废
物处置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整改要求是否落实、是否仍
存在问题。对涉危险化学品重点建设项目，检查重点
建设项目是否落实了环评和验收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
措施。如发现问题，将立即督促地方整改。

环保部副部长潘岳表示，当前，我国涉危、涉化园
区和建设项目面临的环境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布局性
环境风险，仍然是威胁环境安全、公众健康甚至社会稳
定的重大隐患。这要求相关部门切实加大规划环评力
度的检查，加强环评专项清理工作，检查过去所批的项
目周边是否存在被任意改变规划的情况。

涉危涉化环评检查将展开
是否新增环境敏感保护目标等是重点

本报讯 记者欧阳优报道：“当前，中国经济进
入新常态，城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
要。在城市建设中，如何把工业与需求融合起来，
需要重要‘黏合剂’——符合城镇化需求的金融支
持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
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近日召开的 2015 国家城市
发展市长论坛上提出,建立一个完善的城市金融体
系,要从准入制度、信用制度、财政支持 3 个层面重
点发力。

李扬认为，建立一个完善的城市金融体系，首先
要完善制度体系，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
资。要想让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获得社会资本支持，必
须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改变准入制度等相关
制度。同时,还要建立长期的信用制度，提供长期资
本，而发展和完善类如国家开发银行的各类长期信用
机构是建立长效信用制度的重要方法。最后，还要有
稳健的政府财政支持。在这一过程中，要完善相关筹
资机制，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
道，建立稳健并且可持续的政府财政支持。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

城市建设需要金融“黏合剂”

10 月 17 日，江苏东海县“东海大米”正待收割。近

日，该县 130 万亩有机优质水稻进入收获季。据介绍，

东海县采取了沼肥铺底等无公害措施，不断提升“东海

大米”这一地理标志稻米的品质。 张 玲摄

当前，第三方O2O 外卖平台已超100 家，各类资本你方唱罢我登场——

“外卖大战”拼火候更拼内功
本报记者 陈 静 见习记者 万 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