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合模式是一门好生意吗？对于聚
合平台与第三方平台来说，看待此问题
的角度各有不同。

①第四方平台①第四方平台：：投诉量暴增投诉量暴增、、安安
全问题以及监管困境全问题以及监管困境

高德这样的聚合平台所面临的挑
战，主要集中在用户体验与行业监管
两个方面。

一方面，目前入驻高德打车的第三
方网约车服务商众多，平台缺乏对第三
方网约车公司的约束力，由此产生一系
列打车体验差的问题。

2021年7月初，“滴滴企业版”等25
款APP被下架，此后大量打车用户流
向高德打车，但高德打车的相关用户
投诉事件也出现暴增。据黑猫投诉统
计，7月，高德打车投诉环比增加168%，
同比暴增1131%，消费者投诉最多的是
实际价格比预估价高、司机不按时来
接、不按定位来接等。

另一方面，出行安全问题。聚合打
车平台一般会在协议中约定，由第三方
网约车负责安全保障，这意味着理论上
其不需要肩负安全责任。

但用户使用高德平台打车，若出
现安全事故，高德就真的能把“锅”甩
掉吗？

今年9月初，交通运输部会同中央网
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
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
成员单位，对T3出行、美团出行、曹操出
行、高德打车等11家网约车平台公司进
行联合约谈。约谈禁止了部分违规行为，
并要求各平台公司要检视自身存在的问
题，立即整改不合规行为，共同维护公平
竞争的市场秩序，共同营造网约车行业
规范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

9月8日，根据交通运输部官方微
信号，近期印发《关于维护公平竞争市
场秩序加快推进网约车合规化的通
知》，要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督
促网约车平台公司依法依规开展经
营，加快网约车合规化进程。

在监管力度不断加强，监管政策不断
完善下，聚合网约车平台如今的“免责”条
款或将局部消失，而对于聚合平台来说，
也将面临更大的监管挑战。

②第三方平台②第三方平台：：可能可能““治标不治本治标不治本””

对于第三方平台来说，之所以愿
意加入高德这样的聚合平台，主要是
因为需要借助聚合平台流量优势；但
对于中小平台来说，聚合平台或许并
不利于它们的长期发展。

首先从市场竞争角度来看，前文所
述，如今加入高德这类聚合平台的网约
车企业已经众多且不断增加，而聚合平
台在用户打车时推荐顺序一般为低价优
先，用户也可以自己手动选择价格区间。

一般来说，价格越低，被用户“选
中”的机会越大，“价低者得”可能成为
未来聚合打车平台的常态。这或将导
致网约车企业之间的“价格战”持续；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难以培养用户黏
性，也不利于未来发展。

其次从与聚合平台的合作模式来
看，未来随着聚合平台的声音越来越
大，也会导致第三方平台的声音越来
越小。这些第三方平台如果没有自身
的用户优势，那么未来可能会沦为聚
合平台的“代工厂”，聚合平台将不断
掌握话语权。未来聚合平台也可能会
进一步对第三方平台“施压”，将更多
的分成收入装进自己口袋，而第三方
平台自身则显得更为被动。

聚合模式是一门好生意吗？

通过“烧钱”成为打车市场上一家
独大的企业，这种模式在政策监管以
及聚合平台的新模式下，难以复制。

今年下半年以来，无论是高德等
聚合平台还是其他网约车企，都加大
力度推出各项福利措施，抢夺司机与
用户。但今年的这场“战役”，与2015年

的烧钱大战相比更为理性。
聚合打车平台或许将是打车市场

的一个重要方向，只不过在此之前，企
业仍需建立起一套对第三方平台完善
的管理体系，提高消费者体验并力求
保障乘车安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刘谧

小结

①增量市场①增量市场：：
网约车市场的网约车市场的““烧钱大战烧钱大战””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我国网
约车市场快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
我国智能手机快速普及和城市化率
的快速提升；另一方面，与我国传统
出租车业务发展受限有关。wind数
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9年，我国出
租车牌照数量从90万张左右增长到
110万张左右，年均增速不到2%。

在传统出租车时代，消费者“不好
打车”是常态，这催化了网约车的发展。

2013年5月，中国各类打车软件
已达40多种，网约车平台开始“攻城
略地”。与其他消费互联网领域的竞
争一样，网约车最开始的打法围绕
两个字：“烧钱”。

在大肆烧钱的拉新战役中，网
约车增量市场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此后逐步进入存量市场。

据CNNIC数据，我国网约车用
户规模在2017年底达到3.4亿，之后
我国网约车用户规模增速明显放
缓，可以认为目前共享出行类APP
的用户覆盖率已经相当高。

也就是说，网约汽车已进入存
量市场，此后的消费将主要来自存
量用户使用频次的提升。

②存量市场②存量市场：：
聚合平台陆续出场聚合平台陆续出场

2017年，国内网约车市场对于
用户的前期教育已经基本完成。此
时，这个市场迎来了一些自带流量
的选手。

2017年7月，高德易行平台正式
上线，滴滴出行、神州专车、首汽约
车、摩拜单车、飞猪等出行服务商接
入，开创了新的网约车经营模式——
聚合平台。彼时，高德集团总裁俞永
福表示：“高德易行平台的上线，是高
德大出行战略升级的重要一步。”

在高德之后，2017年10月，百度
（0988.HK/BIDU.US）推出聚合打
车服务；2019年4月，美团（03690.
HK）也上线了聚合打车服务。

回顾头部互联网企业，发展路径
往往都离不开用户的拉新、留存与转
化。不管是高德、百度还是美团，在加
入聚合打车业务前，平台月活跃用户
都达到上亿级别。这些存量用户将成
为其网约车业务的天然流量池，它们
瞄准用户高频出行场景“水到渠成”。

对于滴滴，高德、百度等聚合平
台的上线，无疑会稀释其流量。

于是，2019年6月，滴滴出行接
入“聚合平台”模式，为第三方提供
流量入口。滴滴出行先后接入包括
秒走打车、如祺出行、斑马快跑、东
风出行以及老对手曹操出行在内的
多家第三方平台。

编辑 廖庆丰 美编 叶燕 校对 陈婕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红星新闻、@成都商报 官方网站 www.cdsb.com 报料及服务监督电话 028-86612222

因为商标注册，蜜雪冰城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蜜雪冰城”）
再次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红星
资本局注意到，2021年10月12日，
一起蜜雪冰城与国家知识产权局
的商标纠纷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开庭。

而就在今年6月17日，蜜雪冰
城才在诉争第32类“雪王”商标的
纠纷中败诉。红星资本局了解到，
32类商标主要涉及水、饮料以及其
他无酒精类饮料的专利权，这与蜜
雪冰城主营产品息息相关。

如若诉争此类商标再次失败，
蜜雪冰城的“雪王”商业布局将何
去何从？

红星资本局从北京法院审判
信息网处获悉，2021年10月12日
下午，蜜雪冰城与国家知识产权
局的商标纠纷在北京知识产权法
院开庭。

这并非是蜜雪冰城第一次因
商标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产生行政
纠纷。

2020年3月25日，蜜雪冰城申
请第32类商标“雪王”，后被国家知
识产权局驳回申请，随后蜜雪冰城

申请驳回复审。2021年1月28日，国
家知识产权局再次驳回复审。

6月17日，蜜雪冰城起诉国家
知识产权局。10月3日披露的判决
书显示，蜜雪冰城于2020年申请的

“雪王”商标与引证商标在文字构
成、呼叫、含义等方面相近，北京知
识产权法院认定其为近似商标，驳
回了蜜雪冰城的诉讼请求。

蜜雪冰城诉争“雪王”商标在
复审商品上的注册申请被驳回，蜜
雪冰城一审败诉。

该商标纠纷败诉后，如果蜜雪
冰城未提起上诉，或上诉后仍然败
诉，蜜雪冰城是否还能继续使用

“雪王”？对此，红星资本局咨询了
相关律师。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龚浚
杰告诉红星资本局，注册商标只是
为了获得商标权，其作用在于禁止
别人侵犯自身商标，并不是说没有
注册就不能用。

龚浚杰表示，此案蜜雪冰城被
驳回的是第32类雪王商标，即此商
标不能用于32类商标范围内的领
域，如：果汁；水（饮料）；水果制茶
味软饮料等。如果有其他部分已注

册成功，则在已成功申请范围内使
用无任何问题。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付
建称，如果蜜雪冰城在终审败诉，
那么蜜雪冰城在未取得该商标权
利人合法授权的情况下，继续使用
有被诉可能。

红星资本局还注意到，在蜜雪
冰城提交的诉讼请求中，多次提到
诉争商标经蜜雪冰城使用已具有
一定知名度。那么如果蜜雪冰城继
续上诉，是否能使用商标优先权抗
辩？付建认为，蜜雪冰城是否能使
用商标优先权抗辩，需要看是否符
合法律规定的两种条件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蜜雪冰城
多次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均以败
诉收尾。

8月31日，一审败诉后一个半
月，蜜雪冰城重新申请了第35类广
告销售“雪王”商标。据天眼查APP，
目前商标状态为等待实质性审查。

此外，蜜雪冰城还改变思路，
申请了多个带“雪王”形象的图形
商标，带雪王字样的“百变雪王”、

“雪王城堡”商标。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俞瑶 实习记者 蔡晓仪

蜜雪冰城，失去“雪王”？

大家平时都用什么打
车软件？

2017年7月，高德在
国内首次推出聚合打车服
务业务。

所谓聚合打车模式，就
是将众多网约车运营商聚
集在一个平台，用户使用一
个软件就可以约到不同平
台的网约车。聚合出行平台
即企业作为开放平台，向第
三方出行服务商开放，连接
第三方平台与海量用户。因
此严格意义上说，聚合打车
平台属于第四方平台。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
在聚合打车这一模式的推
动下，目前国内的打车平
台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
一类，纯自营非聚合出行
平台；第二类，自营+聚合
出行平台；第三类，纯聚合
出行平台。

如何评价聚合打车这
一模式？聚合模式本身是
一门好生意吗？红星资本
局将从最早推出聚合打车
业务的高德出发，聊聊聚
合平台的发展逻辑。

如何定义聚合打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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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自己的操作方法很重要

对于昨日市场的反弹，应该
说是预期之中。行情总在绝望中
产生，在犹豫中前行，在疯狂时
结束。

梳理一下今年的A股，芯片上
涨源于汽车缺芯，此后东南亚疫情
导致芯片厂停工，逻辑加强，芯片
大涨，随后芯片火热，有基金经理
怼中芯国际专家“你算老几”，算是
一个标志性事件，结果那就是一个

顶点。
板块如此，个股也是。看看当

时股价达 2600 元的贵州茅台，人
人都说茅台是永远的神，不少人想
要加仓，结果呢？还有天齐锂业，底
部的时候，没人敢买，一个亏损的
公司，说不定哪天垮了，然后涨到
120多元的时候，很多人按起了计
算器，结果天齐锂业也调整了。

市场有句老话，“买在分歧，卖
在一致”。利好最多、看好的人最多
的时候，往往容易形成顶部；利空
密布、看衰的人最多的时候，往往
容易形成底部区域。

然而，当很多人身处“庐山”的
时候，思维是受情绪控制的，满眼
看到的都是利好，但当行情走完，
回头一看，思路竟如此清晰。

最近我们都在抱怨量化资金，
其实从更大的视角看，A股如此多
的散户，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

“量化资金”呢？羊群效应，追涨杀
跌，股市轮回，人性不变，我们要跳
出轮回，才能看透人性。

前天，达哥说“到了缩量的时
候，更容易看到谁在放量”，就是这
个道理。指数昨日企稳，但不能说
就要反转了。

如果行情真上去了，那还好
说；怕的是在反弹过程中又丧失了
风险意识。警惕指数震荡但又上不
去的情况，这样震荡得挺舒服的，
好像没事，就丧失警惕性了，突然
间啪的一根阴线掉下去，又套在上
面了，所以严格遵守自己的操作方
法就显得很重要。 （张道达）

从高德打车看
聚合平台背后的算盘

①第四方平台①第四方平台：：
轻资产流量生意轻资产流量生意

高德这类第四方平台，聚合打
车在商业模式上属于轻资产流量生
意。

首先，成本较低。由于聚合平台仅
分配用户流量，不提供出行服务，因此
成本开支较低。

实际上，如果头部互联网企业想
独立运行打车业务，也绕不开持续烧
钱的压力。以美团为例，2018年美团曾
在南京、上海以纯自营模式经营网约
车业务，面对较高的市场进入门槛，不
得不采取高补贴策略吸引司机与用
户。美团2018年年度财报显示，公司全
年净亏损达85.2亿元，亏损原因之一
即为网约车司机相关成本增加。

可见，依靠高成本补贴模式，像美
团这样的互联网平台独立做打车业务，
已难以满足后期可持续盈利的目标。

而高德一开始就瞄准聚合打车服
务，与第三方平台直接合作，做的也是
第三方平台的生意，因此成本与资金
风险较低。

其次，是完善生态体系。头部互
联网平台借助高频的打车业务，能够
进一步巩固自身流量优势。与第三方
平台的合作，意味着供给端的加强，
能够通过满足用户更多需求、增加用

户的黏性，助力其原有核心业务。
对于高德来说，核心在于围绕出

行业务，形成生态闭环，而打车业务，
正是高德业务场景中的重要一环。同
时，对于整个阿里来说（2014年高德从
纳斯达克退市，成为阿里全资子公
司），高德又是阿里业务中的重要一
环，通过高德业务的不断完善，巩固阿
里体系的护城河。

②第三方平台②第三方平台：：
扁平化流量获取扁平化流量获取

对于第三方中小企业来说，聚合
平台是自身发展的重要“依托”。

网约车发展前期，在烧钱大战中
头部效应已经形成；对于规模小、用户
少的长尾中小企业，想要在市场竞争
中寻求持续稳定发展，接入聚合平台
是相对较优的选择。

2021年3月3日，高德打车宣布
加入“免佣联盟”的网约车车企高达
60多家。

2021年9月26日，由北京出租汽车
暨汽车租赁协会和高德打车合作打造
的“北京的士”也正式上线，北京市中小
出租车企业将分批集体接入运营，一期
有100多家中小出租汽车企业加入。

免除“中间商”，直接对接中小企
业。对于高德和企业来说，或许正是

“共赢”机会。

聚合打车
平台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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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进销售职场，初心铸国寿荣光——中国人寿四川省分公司营销员党建系列报道之四

率先垂范 拧紧营销员党建“发条”
担当有为 开足高质量发展马力
——记绵阳市三台县支公司营销员功能型党支部书记刘五洲

“我将以这次受表彰作为新
起点，进一步践行共产党员初心
使命，认真履行营销员功能型支
部书记岗位职责，在抓好自身业
务能力提升和党性修养锤炼的同
时，为公司、为营销伙伴、为客户
做更多的实事、好事。”在拿到总
公司授予他的“营销员先锋个人”
证书和奖牌时，刘五洲如是说。

身为中国人寿绵阳市三台县
支公司资深处经理、支公司功能
型党支部书记，刘五洲在中国人
寿已经从事了整20年的销售工作。
作为一名有着25年党龄的老党员，
刘五洲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政
治本色，把理想信念时时处处体
现在行动上，不仅严以律己，还不
断激发其他党员同志争先创优，
带头塑造了优良的团队风貌，成
为三台县支公司营销员队伍中的
标杆和旗帜。

■强学习、勤钻研，夯实新
时期营销员党建工作硬基底

藏蓝西装、白色衬衣、黑色长
裤，这身朴素、得体的装束是56岁的
刘五洲的日常形象；“刘经理很专
业、很干练，是我们团队的榜样”，这
句话是同事们对他的统一评价。在
进入中国人寿之前，刘五洲是教书
育人20载、有着十年班主任和年级
主任经验的“刘老师”，勤于学习、能
带团队是他最擅长的事。

来到中国人寿后，“刘老师”
成了“刘经理”，也给团队带来了
务实上进的党员作风。刘五洲深
知作为一名营销员党员，必须在
掌握专业业务技能的同时，具备
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政策理论
能力，不断学习充电，拧紧信念

“阀门”。对自己，他在理论学习上
精益求精，认真学习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理想信
念；在工作实践上，他学以致用，
主动提升专业水平和服务意识，
想客户所想、给客户所需；对团
队，他积极组织营销员党员认真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扎实开展营
销员“三亮三比三评”的活动，带
头“亮身份、亮承诺、亮标准”，积
极引导“比技能、比作风、比贡
献”。刘五洲充分展示了党员的先
锋模范形象，多次被中国人寿各

级单位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优
秀讲师、杰出经理人等。

■强担当、勇作为，注入新
时期营销员党建工作新活力

近年来，中国人寿努力探索
营销员党建工作新模式，总公司
出台了《加强营销员队伍党的建
设暂行办法》，按照“将支部建在
连上”的方式，建立营销员功能型
党支部，组织营销员党员开展政
治学习，教育、管理和监督党员。
三台县营销员功能型党支部成立
之后，刘五洲作为支部书记，认真
对表职责要求，带领营销员党员
开展党内学习教育活动，组织形
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与员工
同要求、同标准，充分唤醒营销员
党员身份意识和主人翁意识，提
高营销员党员参与感、获得感，激
发职场创先争优热情。

“党建进职场、支部聚人心，党
员带头干”，刘五洲表示，营销员功
能型党支部建立后，党员们干事创
业的激情空前高涨，团队凝聚力大
大增强，对团队的业务发展和日常
管理产生巨大推动作用，“我们支部
要在三台支公司中争当领头羊，业
绩还能再往上涨一涨”。

为提升工作效率，刘五洲在
团队内常态组织党的理论政策学
习，提升在村社任职的营销员党
员思想认识，带领团队做好保险
普及工作，多角度全方面为广大
百姓做好宣传、提供服务，积极正
面的工作作风受到了团队和客户
广泛好评。“政治觉悟高、政治站
位高，能够主动担当作为，把自己
充分融入到公司发展全过程，积
极为公司成长和支部建设出谋划

策，时刻以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
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这是中国
人寿三台县支公司党支部书记、
经理安兵对刘五洲的评价。

党建提升行动力。在刘五洲
的带头示范下，截至今年8月，三
台支公司营销员原功能型党支部
党员数量从原来的5人增加到16
人，工作效率不断提升，队伍持续
壮大，工作活力显著增强。

■强自律、严要求，充分发
挥营销员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无论在工作和生活中，刘五洲
始终保持着严谨认真地工作态度和
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脚踏实地，任
劳任怨。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
发生后的第二天，他顾不上安慰
受到惊吓的家人，毅然坚持到所
辖的西路片区了解营销伙伴和客
户在地震中人员受伤、房屋财产
受损的情况，迅速缴纳地震特殊
党费，积极协助有需要的客户报
案、理赔，被中国人寿绵阳市分公
司评为抗震救灾先进个人。

作为团队带头人，刘五洲持
续践行着党员先锋的担当与使
命，每每在公司、团队和客户需要
的时候，总能坚守岗位、第一时间
提供协助与服务。他耐心细致的
工作作风、持之以恒的奉献精神，
倾入党建工作的满腔热情，不仅
以实际行动推动公司营销员党建
工作水平不断提高、团队战斗力
不断提升，还成为了团队值得信
赖的“定海神针”、营销员伙伴眼
中值得学习的“领路人”和客户心
中可靠的“守护者”。

“营销员党员是销售队伍中
的排头兵，是公司高质量发展、全
面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国人寿绵
阳市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骆
首中表示。近年来，绵阳国寿牢牢
把握“党建强则发展强”的工作思
路，强化支部建设、强化党员管
理、强化营销员党建，把党支部建
在营销职场，让战斗堡垒“强起
来”、党员力量“聚起来”、党员先
锋号“吹起来”，奋力开启绵阳国
寿振兴崛起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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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五洲（左二）组织营销员功
能型党支部开展党史学习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