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拥堵、环境污染，以及限号给
城市出行带来的各种问题，催生了“互
联网+出行”概念的诞生。除了滴滴出
行、易到等针对网约车出行的平台，一
些创业公司已经开始瞄准分时租赁这一
更加细分的领域。一种突破网点、手续
等制约的更便捷的分时租赁方式悄然兴
起，既有聚焦短途出行的智能单车平
台，也有自由流动的汽车分时租赁服务。

更加方便快捷

在重庆市中心的解放碑附近，刚刚
下班的王峰通过手机应用 APP car2go
预订附近车辆。利用内置的步行导航，
几分钟后他成功找到了对应的车辆——
奔驰 smart。他点击 APP 的租车键，输
入租车码验证后，直接解锁上车。还车
也很简单，只要把车停在任意公共停车
位或即行 car2go 专属停车区，然后在
APP 上完成一键还车，车就会自动上锁
并计算费用。

在深圳南山区，严闯同学同样用手
机 APP 摩拜单车定位自行车，找到之后
扫描二维码就能解锁骑走。没有固定停
车桩、不用办卡，到达目的地后，只要
把车停在路边公共停车区域内，就能完
成还车步骤。车辆内置的 GPS 会显示定
位，方便下一个用户找到。

从滴滴、优步到即行 car2go、摩拜
单车、ofo 等，更多新兴出行模式的面
世，不断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出行需
求。人们出门不再是招手打车，也不一
定去挤公交地铁，而是掏出手机，点击
APP，选择适合自己的出行方式。

戴姆勒智行交通服务集团中国区首
席运营官国铮表示，即行 car2go 是世界
上首个自由流动式汽车分享系统。与传
统租车行不同的是，即行 car2go 没有固
定租赁地点，没有繁琐的租车程序。专
属车辆遍布城市各个角落，会员通过手
机 APP 或者官方网站享受即租即还的新
型租赁服务。

智能单车同样也解决了传统城市公
共自行车须提前办理，必须在固定位置
取车、还车等问题，很快成为市民“最
后一公里”出行的新宠。方便、快捷的
体验，让它轻松满足各种其他交通工具
无法填满的细分需求，在短短半年内风
行全国各大城市。

得到市场认可

无论是智能单车还是即行 car2go,其
商业模式的本质是分时租赁，这种模式
被业内普遍看好。2014 年，P2P 租车平
台如火如荼，由于征信体系不健全、服
务难以标准化等因素，经历两年多的发
展依旧没有迎来期盼中的爆发期。2016
年，国内一些 P2P 租车平台纷纷转型，

分时租赁就是他们看好的下一个机遇。
今年 5 月，宝驾租车更名为“宝驾

出行”，同时将公司主营业务从 P2P 租车
调整为分时租赁；友友租车也全面转型
为新能源分时租赁公司，并更名为“友
友用车”。

从运营模式上来看，分时租赁属于重
资产运营，又涉及制造业、地产、市政等重
基础产业，需要整合各方资源才能实现规
模化，目前整个行业正处于培育期。

不过，自由流动、即租即还的特点
还是让即行 car2go 与一般的分时租赁平
台区别开来。据了解，即行 car2go 是戴
姆勒在 2008 年推出的汽车共享项目，在
欧洲已经十分流行。该项目今年 4 月份
落户重庆，经过半年的发展，目前即行
car2go 在重庆的注册会员数量已达 11.8
万，出行次数超过 11.5 万次，预计今年
底，即行 car2go 在重庆的运行车辆将达
到 600辆。

聚焦短途出行的智能单车平台相对
更轻快，发展更迅猛。起源于校园的 ofo
正冲出象牙塔，进入 22 个城市，而摩拜
也宣布即将进入成都，进驻城市达到 5
个，未来行业的两位领跑者在城市的竞
争将进入“贴身互搏”的阶段。

针对有些媒体将摩拜、ofo 等称为共
享单车平台，专家并不同意。上海社会
科学院互联网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易
指出，当下的所谓共享单车项目实质上
并不是优步或 Airbnb 式的共享，它们并

不是 C2C 而是 B2C，称作“分时租赁”
更恰当。

这些平台同样需要不断地买车或造
车投放，才能吸引更多的用户。此前摩
拜单车的数据披露，摩拜每投放一辆自
行车，可以获取 8个缴纳押金的用户。

ofo 日前在北京召开城市战略发布
会，宣布将面向自行车品牌与厂商开展
合作，同时接入并共享市民闲置的自行
车，实现“连接自行车，而不生产自行
车”的目的，向真正的“共享单车”的
理想迈进了一步。ofo 创始人兼 CEO 戴
威表示，ofo 希望用“科学增量+盘活存
量”的方式，调动城市闲置单车资源，
推动绿色环保低碳出行，为城市节省更
多空间。

机遇挑战并存

自由即行的“分时租赁”是现有公
共交通系统的理想补充，即时出行模式
已经让不少上班一族体验到了租车的
方便。

即行 Car2go 服务在重庆很受欢迎，
但运行一段时间以来遇到了不少问题。
有一些用户反映，政府规定不能向停放
在公共区域的 car2go 车辆收停车费，一
些用户停车的时候曾被路边收费人员

“劝退”，只能停到其他收费区域或指定
停车点。而一旦发生违章行为，虽然可

以通过技术手段找到该时段违章驾驶
员，但认车不认人的处罚手段无疑会让
企业增加运营成本。

国铮表示，目前分时租赁在国内方
兴未艾，公司在致力于为城市带来自由
流动式的汽车共享服务的同时，其实也
在与社会共同发现问题并寻找解决问题
的有效方案。重庆是即行 car2go 在亚洲
的第一站。公司将结合中国环境不断提
高服务水平，努力让城市变得更好。

摩拜等智能单车运营至今，一些用
户不文明的行为经常被曝光：有的用户
把车放在办公室，成为自己的专车；有
的用户把车乱停乱放⋯⋯摩拜创始人胡
玮炜告诉记者，为了监督摩拜单车的文
明使用，很多摩拜用户利用闲暇时间，
自发地建立一些组织，如摩拜猎人。

尽管面临各种困难，但分时租赁前
景可期，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继去年
10 月拿到数百万美元的 A 轮融资之后，
摩拜单车今年 8 月和 10 月接连完成了 B+
轮和 C+轮融资；ofo 也于近日获得了 1.3
亿美元的 C轮融资。

中国电商中心生活服务 O2O 部的助
理分析师许依璠认为，智能单车受到资
本的疯狂追逐，说明随借随还的自行车
已经成为被市场认可的交通形式。但像
网约车一样，智能单车也会经历市场选
择、合并，再受到调控、规范，留下较
为稳定的几家。新兴出行方式的盈利模
式也有待解决。

针对拥堵、污染等城市问题，一些创业公司积极创新“互联网+出行”商业模式——

分时租赁：探索绿色出行新路
本报记者 林紫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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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者在

第五届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新

材料行业总决

赛的展览上参

观创新成果。

杨 舟摄

第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行业总决赛在宁波落幕——

找准发展方向 夯实产业基石
如果说流量是互联网行业的“兵家

必争之地”，新材料则是中国新一代制造
的“敲门砖”。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产
业基础，新材料产业关乎着整个工业的
未来。日前，第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新材料行业总决赛在有着“新材料之
都”美誉的宁波落下帷幕，12 家企业和
6 支团队展示了他们在新材料领域的创新
成果。

近日，工信部发布了 《产业技术创
新能力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 》，
新材料产业是规划中的重点。相关企业
和创业团队纷纷在高精尖新材料领域布
局。然而，新材料产业发展备受重视的
同时，也面临一些重大挑战。一方面，
基础原材料整体技术水平不高，物耗、
能耗、排放高，核心技术、工艺及装备
受制于国外，配套与工程化能力较弱，
高端产品产业化程度低。另一方面，产
业竞争力不强，利润率低。业内专家表
示，我国是一个材料大国，但还不是一
个材料强国。整个产业还需要进一步提
升，尤其需要在新材料种类、工艺等方
面获得突破。应对这些挑战，调动创新
热情是一种有效方式，可以探究通过创
新大赛等形式来促进我国新材料工艺水

平提高。
总决赛上，获得企业组第一名的宁

波维真显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项
目是“新型裸眼 3D 显示光学器件”，这
一项目旨在打造高品质的裸眼立体显示
微柱镜光学材料和顶尖的裸眼 3D 系统解
决方案。全贴合的技术弥补了裸眼 3D 大
屏幕效果在稳定性上的不足，使消费者
在摆脱了特制眼镜累赘的同时，提升了

观影舒适度。
来 自 深 圳 的 “ 氟 表 面 活 性 剂 新 材

料”项目夺得了团队组的冠军，他们的
创新成果是自主研发的除雾剂。团队负
责人、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张华林表
示，目前市场上的产品大都具有高残
留、高毒性的特征，“氟表面活性剂新材
料”则做到了安全、高效、无毒害。此
外，国内使用的产品都是从国外进口，

该项目将添补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将 为 国 内 厂 家 节 约 20% 至 30% 的 生 产
成本。

据了解，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遍布全
国各个区域，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双
创”赛事。本次新材料行业总决赛为新
材料领域的创业者提供了展示和探讨的
平台，吸引了一大批创投和金融机构，
有力助推了我国新材料行业的发展。从
参赛项目看，无机非金属材料、金属材
料、高分子材料、新型建筑材料、电子
元器件、环保材料、生物医用材料、新
能源及装备材料、显示技术等领域的新
型材料均在比赛现场一展风采。大量涌
现的创业项目代表了我国新材料行业发
展的方向和未来。

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新材料研发
和产业化的关键时期，对新材料需求旺
盛，面对新的挑战，创新大赛如何激发
创新能量值得关注和期待。在大赛同期
举行的新材料行业高峰论坛上，中国工
程院院士薛群基表示，我国材料正在向
微纳化、绿色化、智能化、复合化及材
料器件一体化方向发展，创业者们应该
抓住机遇，做大做强我国材料产业。

文/杨 舟

在自主创新领域有着厚重积累

的企业在适当时机收购发明、品牌

和分销网络，与原有创新成果进

行整合，壮大创新实力，也是企业发

展的重要方式。无论自主创新还是

通过收购的创新，只要能够创造新

的价值，都值得肯定。

日前日前，，美国福布斯网站发文称美国福布斯网站发文称，，感知总感知总

是滞后于现实是滞后于现实，，中国国内的几种创新潮流让中国国内的几种创新潮流让

他们惊叹他们惊叹。。其中一种是其中一种是““创新买家创新买家””，，即中即中

国企业正在全球收购发明国企业正在全球收购发明、、品牌和分销网品牌和分销网

络络，，由此产生的创新也被称为由此产生的创新也被称为““通过收购的通过收购的

创新创新””。。但是此前但是此前，，关于全球半导体行业关于全球半导体行业

““看重并购而非研发看重并购而非研发，，或导致创新进入黑暗或导致创新进入黑暗

时代时代””的声音还引发了广泛关注的声音还引发了广泛关注。。

两相对比之下两相对比之下，，其实说明一个问题其实说明一个问题，，通通

过收购的创新可以有过收购的创新可以有，，但前提是企业本身自但前提是企业本身自

主创新的能力得足够强主创新的能力得足够强。。因为只有凭借自己因为只有凭借自己

的初始创新成为某个领域的主导企业的初始创新成为某个领域的主导企业，，才能才能

积累足够的资本积累足够的资本，，也才有资格去扮演平台搭也才有资格去扮演平台搭

建者或总体架构师角色建者或总体架构师角色，，然后然后，，按照自己的按照自己的

构想去打造生态系统构想去打造生态系统；；因为只有在自主创新因为只有在自主创新

上有了厚重的积累上有了厚重的积累，，才能在收购过程中对被才能在收购过程中对被

收购企业做出精准评估收购企业做出精准评估，，买进该买的东西买进该买的东西、、

不花没用的钱不花没用的钱。。

放眼全球高科技领域放眼全球高科技领域，，凡是能够在适当凡是能够在适当

时机收购正确的公司来壮大创新实力的时机收购正确的公司来壮大创新实力的，，都都

是在自主创新领域有着厚重积累的是在自主创新领域有着厚重积累的。。比如比如，，

谷歌收购安卓手机操作系统并将其升级带向谷歌收购安卓手机操作系统并将其升级带向

市 场市 场 、、 苹 果 通 过 收 购 才 有 了 智 能 助 手苹 果 通 过 收 购 才 有 了 智 能 助 手

SiriSiri、、微软通过微软通过““外边买外边买””最终推出办公套最终推出办公套

件中的幻灯片等件中的幻灯片等，，都被视为都被视为““通过收购的创通过收购的创

新新””的经典案例的经典案例。。

对我国企业来说对我国企业来说，，在在““自主创新自主创新”“”“市市

场换技术场换技术””上取得的收获上取得的收获，，让其有底气开始让其有底气开始

进行进行““通过收购的创新通过收购的创新””的操作的操作。。如今如今，，资资

源和能力的瓶颈开始限制其通过单纯自我积源和能力的瓶颈开始限制其通过单纯自我积

累实现快速提升的可能性累实现快速提升的可能性，，但市场残酷但市场残酷、、时时

间无情间无情，，它们不会放慢脚步它们不会放慢脚步、、陪着你慢慢长陪着你慢慢长

大大，，因此因此，，充分利用资本优势充分利用资本优势、、市场优势市场优势，，

通过在海外收购同行业中技术领先的企业通过在海外收购同行业中技术领先的企业，，

从外部获取竞争能力从外部获取竞争能力，，就成为我国企业推动就成为我国企业推动

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况且况且，，在全球经济联在全球经济联

系越来越紧密的当下系越来越紧密的当下，，要想在海外市场取得要想在海外市场取得

成功成功，，也是需要足够分量的也是需要足够分量的““本地本地””研发做研发做

支撑的支撑的。。

总之总之，，在自己有在自己有““料料””的基础上的基础上，，你才你才

有可能成为合格的有可能成为合格的““创新买家创新买家””。。这里有个这里有个

认识需要厘清认识需要厘清，，在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在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

闭门创新已经不再是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闭门创新已经不再是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唯一

主要方式主要方式，，通过收购技术保证产品的竞争通过收购技术保证产品的竞争

力力、、保证解决方案的完整性本身就是一种创保证解决方案的完整性本身就是一种创

新新，，但购买创新绝不是已然走下坡路的但购买创新绝不是已然走下坡路的““土土

豪豪””企业的续命仙丹企业的续命仙丹。。收购来的企业是用以收购来的企业是用以

补充提升现有业务或作为新业务的种子进一补充提升现有业务或作为新业务的种子进一

步壮大的步壮大的。。要完成一次聪明的收购要完成一次聪明的收购，，““创新创新

买家买家””需要具备消化需要具备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吸收再创新的能力，，

要在收购后通过母公司和子公司的产业链分要在收购后通过母公司和子公司的产业链分

工给予学习创新的机会工给予学习创新的机会。。

其实其实，，无论自主创新还是购买创新无论自主创新还是购买创新，，都都

要服务于企业的总体战略布局要服务于企业的总体战略布局。。谁始创固然谁始创固然

重要重要，，更重要的是谁有能力应用原始创新制更重要的是谁有能力应用原始创新制

造出最大价值造出最大价值。。无论自主创新还是通过收购无论自主创新还是通过收购

的创新的创新，，只要能够创造新的价值只要能够创造新的价值，，就值得就值得

肯定肯定。。

收购创新的前提

是自己有“料”
牛 瑾

上图 在重庆街头行驶的即行 car2go车辆。

（资料图片）

上图 停在路边的摩拜单车。

本报记者 林紫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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