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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随便去个高校或者在市中心拉个年轻人，问他们买了个奢侈品或者很贵的球鞋要去哪里鉴定，90%的
人都会说得物App。不过，备受年轻人推崇的鉴别平台得物App，最近正处在舆论的“暴风眼”。李宁球鞋在得物
App被炒到48889元的热搜还没有过去，其又因为和唯品会的“GUCCI皮带真假之争”成为舆论的焦点。

在“GUCCI皮带真假之争”事件中，得物App的奢侈品鉴定遭到各方质疑。靠鉴定文化起家，又将鉴定做成
一门生意的得物，真的靠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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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沪指差点跌破3400点
整数关，超过30只个股跌停或跌
幅超过10%。这种行情，难道真
的没有亮点了吗？钢铁股就是
市场一大亮点。本钢板材、西宁
特钢、重庆钢铁、安阳钢铁涨
停，山东钢铁和马钢股份涨幅
都超过8%。

大盘毫无起色，但“钢铁侠”
的归来，确实是市场少有的亮
点。前面提到的马钢股份，更是
让达哥想起了15年前的那轮牛
市。钢铁股，要么可以多年不涨，
一旦涨起来，一定就会让人热血

澎湃。
昨日的钢铁股，似乎有些想

要疯狂起来的感觉了，安阳钢铁
四连板，下午从跌5%到涨停只
用了两分钟。还有本钢板材、西
宁特钢、重庆钢铁等，都是暴力
拉升直接打板。而马钢股份，今
年2月以来的整体涨幅也快接近
50%了。

不过，现在的市场，似乎还
在理性分析，试图寻找看好钢铁
股的理由。至于最后到底能不能
真的如当年一样疯狂起来，可能
还是要一些契机。 （张道达）

市场研究&咨询公司Grand View
Research发布的数据显示，到2025年，全
球球鞋市场总值将达到950亿美元，其中
二手球鞋转售市场的市值约60亿美元。潮
流媒体Highsnobiety信息显示，中国二手
球鞋转售市场的规模已超过10亿美元。

但二手鞋的真假也是买家们最大的
痛点。艾媒咨询发布《2019全球及中国球
鞋二级市场现状剖析与市场前景分析报
告》指出，球鞋真伪是球鞋二级市场发展
的最大阻碍，也是阻碍交易平台发展的
主要原因。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球鞋二级市场
真假鞋混杂，“散户”消费者对球鞋的鉴别
不够专业，要承担较大的交易风险。而得
物输出的“过毒鉴定”文化，不仅为二手商
品的交易提供了信用背书，也渐渐成了得
物的一门生意。

得物原名为“毒”。2015年7月，脱胎于
虎扑论坛的“毒App”上线，虎扑联合创始人
杨冰为其第一大股东。截至目前，得物App
已经获得三轮融资，投资机构包括红杉资
本中国、普思资本、Digital Sky Technolo-
gies等。除了商品售卖、二手抽佣，得物App
的商业模式还包括鉴定收费。根据卖家须
知，想要在得物平台上出售一件商品，需要
缴纳技术服务费（保证金）、包装服务费、查
验费、鉴别费以及转账服务费。

红星资本局体验发现，在得物App上
出售一双价值700元的鞋，需要缴纳以上
费用共75元。

此外，得物的客服专员称，如果个人
卖家的商品售假、货不对板、有瑕疵等，就
会扣除保证金。

而得物的线上鉴定功能，只能首次免
费，之后便会收取10元/次。数据显示，截
至2020年12月，得物平台线上鉴别数量累
计超过9000万。

值得注意的是，在得物App的卖家须
知中，显示其接入了第三方鉴别服务商即
睹煜（上海）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天眼查
App显示，2020年12月7日，得物的实际控
制人杨冰已经将股权出质给了该公司。也
就是说，转卖平台与第三方鉴定服务商变
相属于同一家公司。外界也对此发出质
疑：既转卖物品，又进行鉴定，如何保证得
物鉴定服务的公正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佩雯
实习记者 强亚铣

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的最
新规定，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
操作建议，入
市风险自担。

近日，有汽车博主爆料称，
比亚迪（002594.SZ）正为丰田、
斯柯达两大国际汽车品牌生产
电动汽车。

该博主称，斯柯达的电动车
是比亚迪造的，平台用比亚迪
的，比亚迪收了十几个亿研发。
丰田的电动车也是比亚迪干的。
有媒体报道称，新车已开始进行
路试，预计2025年内投放市场。

4月12日，红星资本局致电
比亚迪董秘办，对方回复称，“没
听说过给斯柯达（造车）这回事，
丰田是真的。”上汽集团投资者
关系管理人员也向红星资本局
表示，“没有听说过（比亚迪为斯
柯达生产电动汽车）。”

丰田电动车比亚迪造

事实上，比亚迪为丰田生
产 电 动 汽 车 是 个 旧 闻 。早 在
2019年11月，双方就公告了“联
姻”的消息。

公告表示，比亚迪与丰田就
成立纯电动车的研发公司签订
合资协议，双方各出资50%。新
公司将开展纯电动车及该车辆
所用平台、零件的设计、研发等
相关业务。双方的公告中提到，
比亚迪将为合资公司主要提供

“三电”方面的研发技术成果，而
丰田方面则提供造车工艺、理念
以及零部件供应链等。

天眼查APP显示，该合资公
司的注册资本为3.45亿元，成立
时间为2020年3月25日。也就是
说，从“订婚”到“成婚”，只用了5
个月的时间。

2020年5月，比亚迪丰田电
动车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开门营
业。丰田汽车的高级管理人员安
洪尚担任董事长，比亚迪汽车工
程研究院院长助理、总经理赵炳
根担任法人、总经理。合资公司
设6名董事和2名监事，丰田和比
亚迪各占一半。

比亚迪方面一份官方文件
透露，双方的合作包括共同开
发轿车和低底盘SUV的纯电动
车型，以及上述产品等所需的
动力电池。未来产品使用丰田
品牌，计划于2025年前投放中
国市场。

据相关人士透露，未来在华
销售的丰田品牌电动车型从底
层技术、电控系统、电机和电池
等核心技术层面，都将由比亚迪
全面负责及独立完成。后续交由
丰田验收，新车将直接悬挂丰田

“牛头”标。
同时资料还显示，即将于4

月19日上海车展上首发的丰田
首款中型纯电SUV，就将搭载源
自比亚迪的动力电池组。

斯柯达销量明显下滑

大众汽车拥有自己的MEB
纯电平台。而作为大众汽车集团
的子品牌，首款采用大众MEB
纯电平台的斯柯达ENYAQ iV
车型，已经在捷克姆拉达·博莱
斯拉夫的主要工厂量产。

但曾经的性价比之王，斯柯
达逐渐落入边缘化困境，销量明
显下滑。

据斯柯达披露的年度财报
显示，2020年斯柯达销售总收入
为171亿欧元，与2019年的198亿
欧元相比下滑了13.8%；经营利
润为7.56亿欧元，较2019年的
16.6亿欧元同比下跌了54.5%。

中国作为斯柯达全球最大
单一市场，也是销量下滑最严重
的主要市场。官方数据显示，斯
柯 达 2020 年 全 球 汽 车 销 量
100.48万辆，同比下降19.1%；其
中，中国市场2020年销售17.3万
辆，同比减少38.7%。

斯柯达为什么有些卖不
动了？

2018年，斯柯达在中国市场
达到销量顶峰34万辆，同比增长
4.9%。2019年，斯柯达在中国市
场的销量为28.2万辆，同比下滑
17.3%。

2019年是斯柯达的转折点。
这一年，捷达品牌宣布独立，成
为了一汽-大众的廉价品牌。而
斯柯达此前被普遍认为是“廉价
大众”，采用德系大众的技术和
平台，价格却相对亲民。

面对捷达的挤压和市场竞
争加剧，上汽斯柯达选择了降
价，成为2020年首家宣布降价的
车企。

2020年4月，上汽斯柯达宣
布旗下9大车系所有车型均进
行指导价下调，最高降幅2.45
万元。官方的说法是，降价主
要是抛弃“廉价大众”的包袱，
缩小指导价与市场终端价格
的差距。

不过“以价换量”策略并没
有拯救斯柯达的销量。2020年，
斯柯达在华销量降至17.3万辆，
2021年前两个月更是只卖出了
3300辆。

近日正式亮相的明锐换代
产品明锐Pro，被认为是斯柯达
改变的契机。该车同样计划在本
月的上海车展上市。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比亚迪为丰田、斯柯达
生产电动车？
比亚迪：丰田是真的

市场还在寻找看好钢铁股的理由

4月12日晚间，已从A股退
市的乐视网在全国股转系统发
布公告表示，当日收到北京证监
局送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因财
务造假、欺诈发行等违法行为，
乐视网被处以2.406亿元罚款，
乐视网实控人贾跃亭被罚款
2.412亿元。

经 查 明 ，乐 视 网 及 贾 跃
亭等存在5项违法事实：因乐
视 网 2007 年 至 2016 年 财 务 造
假，其报送、披露的申请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相关文
件 及 2010 年 至 2016 年 年 报 存
在 虚 假 记 载 ；乐 视 网 未 按 规
定 披 露 关 联 交 易 ；乐 视 网 未
披露为乐视控股等公司提供
担 保 事 项 ；乐 视 网 未 如 实 披
露 贾 某 芳 、贾 跃 亭 向 上 市 公
司 履 行 借 款 承 诺 的 情 况 ；乐

视网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行为构成欺诈发行。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
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
度，证监会决定，对乐视网合计
罚款2.406亿元，对贾跃亭合计
罚款2.412亿元，并对其他相关
人等处以3万元到60万元不等
的罚款。

其中，针对2016年乐视网非
公开发行欺诈发行行为，根据

《证券法》相关规定，证监会对
乐视网处以募集资金百分之五
即2.4亿元罚款；并对贾跃亭、
时任乐视网财务总监杨丽杰处
以30万元罚款等。贾跃亭作为
乐视网实际控制人，指使从事
违法行为，对其处以2.4亿元罚
款，合计罚款2.403亿元。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

财务造假十年
乐视网实控人贾跃亭被罚2.412亿元

鉴别服务开创者？
投诉量大，鉴定被质疑

…… “你过毒了吗？”这是球鞋爱好者
小于与朋友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过毒”听起来像是一句“黑话”，而这
里是指将球鞋各项细节拍照上传，由
得物App平台上的鉴别师鉴别是否为
正品。

现如今，不只球鞋，潮服、箱包、
手表等等都可以在得物App上进行交
易、鉴定。

“权威鉴别，正品保障”一直是得
物App宣传语。但是，在年轻人心中备
受推崇的得物鉴定真的靠谱吗？

今年3月，小陈在一家电商平台买
了一件潮牌T恤，为了确定是否为正
品，他花费10元购买了得物的线上鉴
别服务，鉴别结果为真。

随后，得物App给小陈推送了一
个“晒鉴别，享免单”的活动，只要在购
物评价中晒出得物App的鉴别详情，
就可以返“得币”，而得币可以用
于商品打赏或者支付鉴别费。

得物的鉴定给小陈吃了一
颗“定心丸”，小陈想将这件T恤
放在得物上转卖，随后却得到线
下鉴定不通过的消息。

“得物都不能保证线上鉴别

与线下鉴别结果一致，这种晒图活动
不是在误导消费者吗？”小陈很气愤。
得物最终返还了他10元的鉴别费用，
但这样的处理结果很难让小陈满意，

“我被诱导买了假货，只返鉴别费给我
毫无意义。”

不只小陈，小刘的遭遇更令人
“哭笑不得”。去年6月，小刘在得物上
购买了一条LV手链，到货后觉得质感
不对，经过得物App线上鉴定，确认这
条在得物购买的手链为假货。

随后，红星资本局就小刘的情况
向得物求证，得物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需要进一步核查。

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在黑猫投
诉平台上，关于“得物App”的投诉量
高达7万余条，“假货”“退货难”“客服
响应慢”等情况屡屡出现。

小于是得物App的忠实用户，
他告诉红星资本局，选择在得物买
鞋的原因，一是得物有自己的鉴别
团队，可以信赖，二是价格较低，能
找到特别的款式。

在得物App的宣传页上，其自
称“鉴别服务开创者”，推出“先鉴
别，再发货”的购物模式，并宣称签
约了数百位业内顶尖、具备多年经
验的潮流商品鉴别师。

红星资本局从得物的客服专
员处了解到：“得物的鉴定分为两
种，一种是鉴别帖，即用户自己在
鉴别讨论区发布鉴别意见，另一种
就是平台聘请的鉴别师，可以在线
上、线下进行鉴定。”

在得物App的鉴别讨论区中，
用户可以发帖让大家帮忙鉴别商
品真伪。

用户只要发布一条评论，就
可以成为鉴别爱好者。之后再根
据用户在鉴别区的活跃程度，累
积分值逐渐升级。从鉴别小白、鉴
别爱好者、资深鉴别爱好者、鉴别
达人、鉴别大师到鉴别王者，共分
为六个等级。

但从鉴别小白到鉴别王者，
很难看到标准化的鉴别方式，更
多的是用户个人的见解和经验，
所以常常出现鉴别结果不一致的
争议。

除此之外，得物还会聘请鉴别
师，负责线上、线下鉴定。红星资本
局在某招聘平台上发现，得物开出
了6000-8000元的月薪，招聘奢侈
品鉴定师助理，职位描述为：“负责
奢侈品手表、轻奢日用品综合商品
线下线上鉴别，并研究潮流商品的
真假特性。”

有趣的是，该岗位要求的第一
条是：“2年以上轻奢用品、奢侈品
手表销售工作，星巴克工作经验优
先”。为何鉴别工作需要星巴克的
工作经验优先？红星资本局就此询
问了发布招聘的HR，截至发稿，并
未得到回复。

此外，得物招聘的奢侈品鉴定
师助理，均未要求应聘者有鉴定方
面相关的证书。红星资本局就此致
电得物公关部，相关工作人员拒绝
回应。

去年6月，得物因为假冒伪劣、鉴定费等问题被中消协点名。中消协发布
“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监测期内共收集“得物App”有关负面信
息8735条，主要涉及假冒伪劣、鉴定费等问题。

在中消协展示的案例中，就包括：消费者买鞋后发现尺码不对，退货时平台
要求赔偿89元鉴定费；买到了右脚鞋头歪的瑕疵鞋，消费者质疑得物的检测鉴
定水平，怀疑其可能售卖假货。事后得物回应称，人工的鉴别难免产生极小概率
的误差，将在质检环节加强审核，进一步细化各项处理标准，改进客服售后。

据界面新闻报道，对于监测期内的8735条负面信息，得物未在回应中给
出解释。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得物App在商品购买页宣传其与中检集团的合作：
“牵手‘鉴定国家队’鉴别‘标准化’”。得物表示与中检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将
在球鞋潮品鉴别领域展开长期的多形式合作。

但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奢侈品鉴定中心的工作人员日前告诉红星资本
局：“我们跟得物没有实质性的合作，只是在宣传方面，目前他们还是自己平
台鉴定，我们没有参与。”

而被称为消费者“定心丸”的防伪四件套，也给不法分子留下了造假空
间。今年3月，上海警方破获了一起非法制售“得物”注册商标标识案，不仅能

“克隆”得物的虚假网页，还生产、销售“得物防伪四件套”。
现如今，造假的现象仍然存在。红星资本局上周在闲鱼上发现，只需花

费20-30元便可以买到“得物防伪四件套”。得物鉴别证书、认证鞋扣、包装盒
和胶带都被明码标价，闲鱼卖家还宣称“鞋盒可扫描”，并向红星资本局发来
了扫码成功的视频。

在得物购买的商品
被得物鉴定为假

得物的鉴定分为两种，一种是鉴别
帖，即用户自己在鉴别讨论区发布鉴别意
见，另一种就是平台聘请的鉴别师，可以
在线上、线下进行鉴定

奢侈品鉴定师助理
月薪6000-8000元
要求星巴克工作经验优先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奢侈品鉴定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们跟得
物没有实质性的合作，只是在宣传方面，目前他们还是自己平台鉴
定，我们没有参与。”

曾被中消协点名
与中检没有实质性的合作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得物App”的投诉量高达7万
余条，“假货”“退货难”“客服响应慢”等情况屡屡出现

将鉴定做成一门生意
既转卖物品，
又进行鉴定

除了商品售卖、二手抽佣，得物App
的商业模式还包括鉴定收费。根据卖家须
知，想要在得物平台上出售一件商品，需
要缴纳技术服务费（保证金）、包装服务
费、查验费、鉴别费以及转账服务费

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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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物 APP”
的投诉量高
达7万余条

人人

事事

生意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