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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粉丝经济”热度
消散，知识付费平台门槛低、
持续增长能力不足的问题也
逐渐暴露出来，企业发展瓶颈
出现。随着用户规模的扩大，
获客成本不断增加，用户存留
和付费意愿成为企业的核心
议题。

某证券行业从业者向红
星资本局表示：“知识付费行
业有入局机会，因为这个行业
门槛不高，但是做大、做成规
模，很难。”

崔丽丽认为，从内容制作
和技术难度来讲，知识付费平
台没有什么高科技的创新。

“不管是知识、模式还是技术
都没有拿得出手的创新。”

“一些专业领域的深度
观察媒体人，很多时候输出
的是经分析判断得到的个人
观点，或者是对理论知识的
通俗化解读。这与拥有深厚
学术研究铺垫的内容相比，
更浅显、更贴近实际生活，因
此易于被受众接受。但也因
此不成体系，不是开创性的
知识或理论，不能构成核心
竞争力。”崔丽丽说。

核心技术弱，又没有明确
的行业“护城河”，知识付费平
台良莠不齐的内容成为企业
痛点。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数字教育分析师陈礼腾告
诉红星资本局，知识付费的
痛点主要有复购率低、内容
同质化严重、普遍贩卖焦虑
等。陈礼腾说：“这是一个恶

性循环，知识付费行业的野
蛮生长引致了内容同质化问
题突出，进而对用户的长期
吸引力不足，导致知识付费
产品服务的复购率低下。为
了刺激用户付费，企业开始
通过贩卖焦虑的方式刺激用
户，用户购买后发现实际价
值不及预期，再一次降低付
费意愿。”

知识付费企业要寻求突
破，陈礼腾认为核心在于内
容：“优质的知识产品不缺用
户，因此加强知识产品的建设
与版权保护才是关键，同时也
建议监管、平台加强对知识付
费产品的约束与审核。”

崔丽丽则分析称：“破局
在于两个方面，第一，知识付
费平台把通过众包方式进行
售卖的低价知识作为引流方
式，后续提供差异化服务，为
客户提供进一步深度咨询或
者顾问的个性化服务。第二，
形成自成体系的、具备原始创
新性的内容持续产出机制，但
这方面可能会曲高和寡，而且
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和严肃
的学术研究。”

为了寻求新方向，知识付
费企业也已经开始了业务革
新。吴晓波频道APP更名为

“890新商学”，在一定程度上
弱化吴晓波的个人色彩。思维
造物则研发训练营课程，提供
系统性的周期培训，开始发展
教育培训产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俞瑶 陶玥阳

近日，话题#美团单车宣布涨价#
登上微博热搜。涨价后，美团单车7天、
30天、90天无折扣骑行卡价格分别为
15元、35元、90元。美团单车称，本次涨
价原因为“硬件和运维成本增加”。

中国自行车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自行车上游原材料
价格同比上涨超10%，原材料上涨的压
力正在从自行车制造企业向下游传导。

同样面对原材料成本上涨的行业
问题，对自行车制造企业和共享单车
企业的影响却大不相同。

适逢近年的“骑行热”，自行车企
业销量大幅上涨，带动相关业绩亮眼。
但共享单车却没有这样的好运。

美团单车哈啰单车涨价

美团单车8月5日发布公告，由于
硬件和维护成本的增加，从2022年8月
10日23时起，将对骑行畅骑卡价格进
行调整。

美团单车公告显示，7天卡无折扣
价由10元调整为15元；30天卡无折扣
价由25元调整为35元；90天卡无折扣
价由60元调整为90元。

美团单车并不是首个宣布涨价的
共享单车平台。今年1月起，哈啰单车
率先将骑行套餐7天卡涨至15元，30天
卡涨至35元。此外，沈阳、长沙、佛山、
绵阳、珠海等多地单次骑行也已涨价。

红星资本局发现，美团单车跟涨
后，骑行卡价格已与哈啰单车齐平，7
天、30天、90天无折扣价均分别为15

元、35元、90元；而目前还未涨价的青
桔单车三种骑行卡无折扣价分别为10
元、25元、75元。

有网友算了一笔账，对比公交出
行，骑16分钟共享单车花费2.5元，比2
元钱的公交还要贵。如今从市场平均
水平看，一小时收费3.5-4元已成普遍
现象。

对于此次涨价原因，美团单车在公
告中提到为“硬件和运维成本增加”，而
此前哈啰单车的涨价原因则为“运维人
力投入和产品折旧成本增长”。

自行车厂家搭上了骑行热

红星资本局了解到，中国自行车
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
季度自行车上游原材料价格同比上涨
超10%，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行业正面
临生产成本上升较快等困难。

对自行车生产企业来说，虽然原
材料成本在上涨，但因为赶上了“骑行
热”，业绩仍然可观。

来自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的相关
数据显示，2021年1-8月全国规模以上
自行车（含电动自行车）制造企业营业
收入1451.6亿元，同比增长30.6%，实现
利润总额71.6亿元，同比增长46.4%。

2021年，自行车行业龙头企业之
一上海凤凰（600679.SH）实现营收约
20.58亿元，同比增长49.59%；归母净利
润1.04亿元，同比增长71.26%。今年一
季度，上海凤凰实现营收4.14亿元，同
比下降23.40%，但归母净利润同比仍

在增长，增速达14.70%。
从事自行车整车及其零部件设

计、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久祺股份
（300994.SZ）增长势头也十分强劲。
2021年实现营收约37.10亿元，同比增
长62.31%。今年一季度，久祺股份实现
营收7.74 亿元，同比增长3.31%；归母
净利润4248.33万元，同比增长27.41%。

缺货严重的捷安特集团2021年全
年销售额为818亿新台币（约合人民币
180亿元），同比增长17%。

共享单车企业，就没这么幸运了。
共享单车第一股永安行（603776.

SH）年报显示，2021年永安行实现营收
8.73亿元，同比增长0.04%；归母净利润
为4384.44万元，同比大幅下降91.13%，
俨然是其2017年上市以来业绩最差的
一年。今年一季度，永安行业绩继续下
滑，营业收入为1.7亿元，同比下降
15.88%；归母净利润1237万元，同比下
降57.33%。

永安行表示，去年利润下滑主要
原因之一是2021年度对Hello Inc.（即
哈啰出行）的新增投资收益减少，2021
年度汇率变动以及2020年度所得税税
率调整所致。

共享单车三巨头还在亏损

在共享单车的早期阶段，各企业
主要盈利手段是用户押金而非计时收
费。彼时，一辆ofo小黄车的押金为199
元，摩拜单车为299元。根据ofo当时的
估算，平均每辆被投入市场中的单车

可以负载6-10份押金，从而保证企业
盈利，扩大生产和投放数量。计时收费
更多作为补充。

但这种模式更像是一种金融产
品，一旦企业资金链断裂，所有提供押
金的用户都将受到牵连。2018年，ofo爆
雷，千万用户的押金至今无法退还。

2020年12月14日，摩拜单车停止服
务，全面接入美团，更名为“美团单
车”，原摩拜单车账号中的余额、骑行
卡套餐等相关权益仍可在美团App内
继续使用。

如今，哈啰、美团、滴滴都推出了
“免押金”骑车，仅需授权芝麻信用分
或微信支付分等就可扫码使用。

目前，共享单车行业“三足鼎立”，
告别了烧钱阶段，但最新财务数据显
示，这三大企业并未摆脱亏损。哈啰单
车招股书显示，自2018年起至2021年一
季 度 ，一 直 处 于 亏 损 状 态 ，2018
年-2020年，三年亏损48.41亿元。被美
团全资收购的摩拜单车2018年-2020
年累计亏损近50亿元。滴滴2021年的
财报数据显示，青桔共享单车被划分
进300亿的“其他业务”的亏损中。

失去了押金收入，单一的收入模
式造成了共享单车行业的普遍性困
局，再叠加本次上游原材料成本承压，
涨价或许是共享单车们“不得不的选
择”，但这一行为是否能为消费者所接
受，是否能有效缓解企业的盈利困境，
还有待市场验证。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俞瑶 谢雨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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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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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市场整体走得
比较稳，上证指数维持在很
小的区间内缓慢震荡上行，
整个市场的格局也并没有
改变。不过，个股还是很活
跃的，属于是小票和赛道的
一天，沪深两市个股的涨跌
幅中位数为上涨0.85%。

盘面上，汽车产业链
相关板块集体大涨，光伏、
储能等赛道股都有所回暖。

而昨天半导体板块的
走弱从集合竞价就能看出
来，只有一个高标股大港
股份硬顶着涨停，后排的

“小弟”不仅在竞价阶段连
续走弱，开盘之后更是各
种低走。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
坏事，半导体板块本来就
已经加速了。高潮之后分
化，在A股市场一贯都是
如此。只要未来几天不出
现连续的重挫，这个板块
就难言结束。

从昨天的短线情绪来
看，半导体和新能源有一种

“对立”的意思，跷跷板效应
明显。市场周末在吹“含芯
率”，结果周一盘面变成了

“含赛率”。这种对决非常有
意思，“含芯率”VS“含赛
率”，到底谁会胜出呢？

综合盘面，达哥觉得
要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上证指数的格
局依然没变。目前，上证指
数的位置仍然维持在5分
钟级别的箱体震荡上沿，
对于整个结构没有根本性
的改变。比较好的现象是

上证指数稳住了。
未来两天，如果上证

指数还能维持在当前位置
的上方，就有可能出现转
机。但只要上证指数当前
的5分钟箱体震荡格局没
有突破，仓位上就得要控
制住。不能因为整个市场
赚钱效应还行，就忘了风
险。温和放量可待涨，量能
过大或量能萎缩则需警惕
指数遇阻回落的风险。

其次，市场连续缩量
反弹，盘面仍以投机行情为
主。从上周四至今，市场已
经属于是连续的缩量反弹
了。从大级别来说，大盘正
处在变盘的关键点。如果看
走势，大盘日K线缩量窄幅
震荡，周K线向下的趋势还
没有扭转，这个位置不放量
的话，很难上去。说到底，还
是流动性决定走势。

此外，尽管赛道股走
得不错，但里面很多权重
股基本是跌的，大票依然
低迷。之前达哥对于赛道
股的定性是二阶段尾声，
这是短线资金利用之前的
情绪余温，发起的小票投
机行情。这种投机行为，还
是快进快出为好。

最后，投资风格仍以
中小市值为主。昨天，中
小市值成长股并没有因
为芯片设备材料股的回
调而失去活性。加上中小
市值成长股有着很宽的
面，也有丰富的成长主
题，所以，要关注“专精特
新”这个题材。（张道达）

递 交 招 股 书 5 个 月
后，王一博、范丞丞等小
鲜肉背后的公司乐华娱
乐集团即将正式登陆香
港资本市场。

8月7日，乐华娱乐成
功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
掌舵者杜华在几经波折
后，将圆梦港股。

曾为艺人经纪第一股

乐华的“发家史”，紧
紧围绕彼时的顶流韩庚展
开。2010年，韩庚与韩国
SM解约，回国发展，并加
入乐华成为公司股东，持
股2.35%。

韩庚为乐华带来了业
内的关注；而身为股东的
韩庚，为乐华提出了战略
性建议：开启偶像练习生
培训。现在乐华娱乐的“顶
梁柱”王一博，就是乐华训
练生计划的毕业生，也是
男团UNIQ成员。

在训练生计划的加持
下，乐华娱乐的发展步入快
车道，并开启了上市之旅。

2015年9月，“艺人经
纪第一股”乐华娱乐在新
三板挂牌上市。挂牌新三
板后，乐华娱乐试图通过
借壳共达电声上市。由于
种种因素，该合并重组计
划于2017年初终止，乐华
娱乐借壳上市失败。

2018年3月22日，乐华
有限公司通过自愿申请退
市的方式从新三板退市。

2018年3月9日，乐华
娱乐考虑探索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方
案，2021年5月26日，乐华
有限公司自愿终止上市
前辅导。

自此，乐华娱乐已经
三次冲击IPO。

2022年3月9日，乐华
娱乐向港交所递交了IPO
申请书，并于8月7日通过
港交所聆讯。

艺人管理是主要财源

招股书显示，乐华娱
乐成立于2009年，主营业
务包括艺人管理、音乐IP
制作及运营、泛娱乐业务。
截至2022年4月30日，乐华
娱乐共有韩庚、王一博、孟
美岐、范丞丞、黄明昊、吴
宣仪等66名签约艺人及71
名训练生。

从财务数据来看，乐

华近年来保持营收利润双
增长，其中2019年~2021年
分别实现营业收入6.31亿
元、9.22亿元、12.9亿元。
2022年前4个月，收入同比
微增3.4%至3.53亿元。

从营收具体构成来
看，艺人管理业务是主要收
入来源，在2019年~2021年
分别带来5.3亿元、8.08亿元
和11.75亿元的收入，在总
收入的占比也从2019年的
84%提升至2021年的91%。

2019年~2021年，乐华
向供应商B的采购金额分
别为3227.4万元、1.33亿
元、3.02亿元，占营业成本
的比例从9.2%飙升至为
43.9%，三年来，公司向供
应商B采购金额翻了近10
倍。2022年前4个月，乐华
向供应商B的采购金额达
9577万元，占同期营业成
本高达48.6%，

供应商B是谁？供应
商资料显示，其业务关系
年期为7年，且艺人合同已
续至2026年，并称该艺人
应占收入为公司收入增长
的主要来源，尤其是自
2020年起。于2020年、2021
年及截至2022年4月30日，
公司来自该艺人的收入增
长占整体收入增长的80%
左右。

据悉，王一博的合同
初始日期为2014年10月，
至2022年4月已过7年，且
王一博的合同已续期四年
至2026年10月。此外，2019
年，王一博因《陈情令》大
火并迅速跻身娱乐圈顶流
之列，而乐华向供应商B
的采购金额正是在2020年
翻了4倍。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
泛娱乐占乐华娱乐目前总
营收的比例并不大，但是
增长迅速。2020年至2021
年，泛娱乐业务收入由
2108万元增长至3786万
元，同比增长79.6%。2020
年11月，乐华娱乐旗下首
个虚拟团体偶像A-SOUL
出道，并于12月发行了第
一张单曲《Quiet》。

乐华娱乐表示，泛娱
乐业务方面的收入主要来
自虚拟艺人的商业发展、
综艺节目形式授权；及出
售艺人相关衍生品产生的
收入。 综合澎湃新闻、南
方都市报、中国基金报

“含赛率”大战“含芯率”
谁赢了？

乐华娱乐叩开港交所大门
王一博扛了多少KPI？

知识付费“第一股”为何难产：
商业模式困住上市路

2013年，罗振宇在罗辑思
维推出付费会员制，“知识付费”
逐渐被大众熟知。如今，近10年
时间过去，这个行业又有了吴晓
波、樊登、李善友、马红漫等人。

但随着思维造物IPO终止，
“知识付费第一股”再次成为一
张悬而未决的标签。究其原因，
低门槛、少创新、依赖个人IP等
问题，给知识付费商业模式增加
了许多困难，也拖住了企业上市
的脚步。

如果根据属性划分，目前知识
付费赛道上的平台可以被划分为
两类。第一类属于垂直领域，与知
识付费强关联，例如得到、樊登读
书、混沌大学等；第二类是综合类
平台，业务内容包含知识付费，例
如B站、抖音、快手。

综合类平台中，包括哔哩哔哩
（09626.HK； BILI.US） 、 快 手
（01024.HK）、知乎（02390.HK）在
内的不少企业早已上市。

但定位为“知识付费”的企业，
却没有一家登陆资本市场。

广发证券曾将罗辑思维、樊登
读书、吴晓波频道等产品涌现的时
期，划分为知识付费的上半场。广
发证券认为，知识付费上半场是对
教育产业链的重构。知识付费产品
非刚性、迭代性弱，早期用户基本
是某知识生产者的粉丝，因此对应
的获客成本低，且付费意愿高。

然而在知识付费企业上市的
过程中，依赖个人IP成为被问询、
质疑的通病。

知识付费领域最具代表性的
人物，有被称为“四大天王”的吴晓
波、罗振宇、樊登、李善友，还有被
称为“最懂经济媒体人”的马红漫。

在创办知识付费企业之前，他
们都在原先的领域取得了一定的
成就。罗振宇曾是央视的制片人；
樊登曾是央视主持人；吴晓波是财
经作家，其自媒体账号“吴晓波频
道”粉丝数一度达到350万；李善友
创办混沌大学之前先创办了酷6
网；马红漫曾就职第一财经，还长
期担任知名媒体的评论员，包括

《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等。
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

所执行所长崔丽丽告诉红星资本
局，现有知识付费模式，利用了互
联网受众端的规模效应，以较低客
单价售卖数字内容。企业的核心价
值，在于头牌IP吸引流量的能力以
及持续内容输出能力。

“打造IP吸引流量，实际上是媒
体传播逻辑，这也是几个主流知识
付费平台的创始人或者头号IP基本
都出身媒体人的重要原因。”崔丽丽
称：“这些企业的盈利能力，在某种
程度上对于个人依赖度较高。”

粉丝经济为知识付费平台积
聚了人气，但也带来了麻烦。

思维造物从2020年开始冲击
IPO，公司业务模式被深交所问
询，要求对知名专家学者的依赖进
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2019 年 ，全 通 教 育（300359.
SZ）拟作价15亿元购买吴晓波旗
下巴九灵96%的股权。该收购计划
收到深交所的问询函，质疑其交易
有吴晓波个人IP证券化的嫌疑，为

“忽悠式”重组。
马 红 漫 旗 下 的 约 珥 传 媒

（838697.NQ）曾挂牌新三板，摘牌
后通过框架协议成立壹九传媒
（Era Jade Media Limited），奔赴
港交所，招股书显示2018—2020
年，马红漫参与了壹九传媒发布的
10个视频节目及16个音频节目，产
生的收入分别占有关期间总收入
的54.2%、46.5%、40.2%。

如今，思维造物在披露了7份
招股书后，撤回上市申请。巴九灵
从2020年5月开始接受上市辅导，
2021年7月公布了第5期辅导进展
报告。壹九传媒三次向港交所递
表，现在均已过期。

知识付费平
台依赖个人IP、
门槛低、持续增
长能力不足，企
业发展瓶颈出
现。随着用户规
模的扩大，获客
成本不断增加，
用户存留和付费
意愿成为企业的
核心议题。

专家提出，
提供差异化服
务，为客户提供
进一步深度咨
询或者顾问的
个性化服务；形
成自成体系的、
具备原始创新
性的内容持续
产出机制，但这
方面可能会曲
高和寡，而且需
要较长时间的
积累和严肃的
学术研究。

知识付费企业上市难
依赖个人IP成通病

人气散去后
知识付费发展瓶颈显现

美团单车宣布涨价上热搜

“骑行热”下
自行车和共享单车企业处境迥异

困局

破局

资料来源：广发证券 制图 李开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