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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国内3家二手车电商平
台召开发布会，其中两家发布最新
融资信息。业内人士笑称，电商各种
节，那这一天就是二手车日。同一
月，又一家平台打入汽车交易平台，
二手车业务也囊括其中。

一直被看好的二手车，市场投
资热度似乎再度“沸腾”。不论是碰
巧选择同一天召开发布会的3家二
手车电商平台还是同月宣布推出新
交易平台的同行，这似乎反映了二
手车新一轮“风口”已经来临，资本
不断涌入汽车交易平台。

资本涌入 布局二手车领域

6月15日，在宣布优信二手车与
《变形金刚5》合作的同时，优信宣布
启动全国直购服务，并推出全新的
品牌升级计划。所谓“全国直购服
务”，对优信目前的体系乃至整个二
手车消费来说都是翻天覆地的变
革，按优信集团董事长戴琨的说法
优信将为此在未来三年投入20亿，
而结果将使优信在三年内能够实现
全国直购车辆5天送货上门，“让购
车像淘宝网购一样简单”。

同天，瓜子二手车正式宣布获得
超4亿美元B轮融资，投资方包括
HCAPITAL、招银电信新趋势股权投
资基金、首钢基金旗下京西创投、
Dragoneer Investment Group等，老
股东红杉资本牵头并追加此轮融资，
经纬创投、蓝驰创投、山行资本等持续
跟投并追加投资。瓜子二手车本轮融
资创下二手车领域B轮融资规模之最。

当天，还有一家二手车交易平台
车置宝也宣布，在3月份获得的C轮
融资基础上，又完成了5亿元人民币
的C+轮融资，领投方为酉金资本及
一带一路基金，水木投资集团跟投。

6月29日下午，易鑫集团发布了

生态化战略，并推出了个人汽车服
务品牌“淘车”，据了解，二手车是其
核心业务之一。

在此之前，二手车电商市场就十
分活跃。1月，优信二手车宣布完成5
亿美元新一轮融资5亿美元；4月，大
搜车宣布完成1.8亿美元D轮融资；5
月，汽车交易平台易鑫宣布签署可高
达4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协议；6月，迈
迈网获2亿元人民币融资。此外，车
赢、车e估以及第1车贷等二手车交易
平台也相继获得融资。

从砸广告到拼服务
二手车电商回归理性

2014-2015年，是二手车电商拼
杀最惨烈的一年，人们至今难忘。二手
车电商的集中爆发，公开数据显示，当
时超过15家汽车O2O公司获得融资，
总额度超过10亿美元。仅C2C模式的
二手车电商就获得了超过3亿美元的
投资。他们期望快速地通过广告，对C
端进行品牌洗脑。此后，二手车电商平
台的广告铺天盖地地袭来。

但是根据易观智库发布的《中

国二手车电子商务专题研究报告
2015》数据显示，2015年行业渗透率
仅为10.9%。虽然重金猛砸，但渗透
率没有达到相应的效果。燃烧的资
本冲撞不成熟的市场，引起的连锁
反应是一派虚假的繁荣，打法过于
激进的“乐观派”溃退在所难免。

不过今年二手车市场发展重返
中高速，有分析表示这与今年3月，商
务部、公安部、环境保护部联合印发
了《关于加强二手车环保达标监管工
作的通知》有推动作用。今年前4个
月，全国二手车累计交易380.99万
辆，同比增长21.11%。

2017年，二手车无疑是爆发之
年，人们仿佛看到了2015年二手车
广告大战的魅影，但纵观市场，又少
了些许盲目和投机的色彩，更多的
是期望真正改造市场。2017年，二手
车电商集体开始走向了新的方向。
虽然大家发力点有所不同，但对于
二手车交易本身来说，大家都回归
理性后，用户体验、交易流程优化将
成为各家比拼的核心。

成都商报记者 郭晶晶

而唐立新另一个被熟知的标
签则是慈善，2015福布斯中国慈善
榜、2015胡润慈善榜双榜首度全球
同发：新尚集团董事长唐立新赫然
上榜，均名列第二，在胡润慈善榜
中他前面是马云，后面是王健林。

商业上的成功，给唐立新更多
的时间和“底气”，他通过设立奖学
金与奖教金、直接捐款等方式助力
国家教育，实现自己中国教育慈善
家的伟大梦想。

唐立新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
对慈善有着更多感情。他系统设计
了奖学金与奖教金评选标准，亲自
参与学生评选，并支持他们游学、
留学、创业等。“我有一个慈善梦
想：要把唐立新教育发展基金做成
中国最好的教育基金，自己要成为
教育慈善的引领者。”唐立新表示。

在北大、清华、上海交大、川大等十
所顶尖大学，唐立新奖学金以严格
科学的申请、筛选制度，成为学霸
们竞相角逐的王之冠冕。

据介绍，只有专业排名前10%
的学生才有申请资格，并一改其他
奖学金只关注大学的成绩，将候选
人高考成绩等20多个维度纳入考
查标准。唐立新奖学金对学生的巨
大吸引力在于其终身制：只要被选
上，学生在学业阶段每年都可持续
获得1万元的奖学金资助。若是本
科阶段申请到奖学金，该奖可一直
持续到硕士、博士阶段，直至学业
完成。唐立新对成都商报记者表
示，“我会把奖学金制度以及教育
和慈善，当作另一个事业来坚持做
下去。”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云计算领域又将迎来一场科
技盛会。据悉，7月13日，以“商业
匠心、技术创新”为主题的网易云
创大会即将于杭州举行，届时除

了主论坛将要曝光的网易云重要
战略之外，多位网易技术大咖将
亲身分享打造场景化云服务、大
数据服务的过程与经验，同时来

自不同行业的佼佼者也将分享移
动互联网时代基于云计算的业务
转变与实践。

成都商报记者 郭晶晶

新一轮融资潮来袭
二手车电商转向拼服务

网易云创大会将于7月召开

新尚集团25周年 数字经济谋转型

新尚集团不知不觉中已经
走过了二十五个年头，也和成都
市民共同见证了数码科技领域、
市场的发展变迁，成都商报记者
昨日获悉，新尚集团特邀摇滚教
父——汪峰、中国好声音冠军
——梁博、中国好声音潜力新声
——李维、周深及享誉国内外的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共贺公司周年
庆，7月12日晚将在省体育馆开
唱，奉上一场视听盛宴。

成都商报记者近日专访了新
尚集团董事长唐立新，面临实体经
济激烈的竞争环境，作为“IT连锁
卖场教父”唐立新带领他的团队不
仅将旗下的数码广场带到一个全
新高度，也迈上了二次创业的征
程，并在数字经济风口中拔得头
筹：2016年联合各大高等院校成
立知识产权交易中心，为国家数字
经济转型保驾护航；开启校企深度
合作先河，组建大学产业园，打造
产学研深度供应链；战略投资与财
务投资并行，辅助高校创新公司资
产证券化……IT连锁卖场巨头，正
在成长为数字经济领域的新巨头。
目前新尚集团全国销售额达225
亿元，已在上海、北京、杭州、郑州、
成都等12个城市拥有了32家公
司。25年的蝶变，让新尚集团已经
开始下一个征程。

成都市民所熟知的成都数码
广场，在中国电子商会3000多家IT
卖场排名中稳居榜首，成为数码线
下实体店的一个金牌标杆，今年也
恰逢数码广场十五周年庆。

除了主业数码卖场以外，四五
年前唐立新就率领新尚集团悄然
转型——新尚集团已由IT卖场经
营，向IT产品销售、电子商务、房
地产开发、文化传媒、软件和网游
开发、知识产权交易、投资等多元
方向发展，新尚集团的技术经济已
经初具规模。

在家乡成都，唐立新在温江联
合北京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
组建大学产业园和创新创业中心，
共同培养上市公司，预计两年时间
将建成。新尚集团和北大、清华、浙
大、川大等10所全国高校其他方面
的合作也正在进行中，开创了全国
校企深度合作的先河。

在去年，唐立新领取自己社
会职务中又一个重要的标签：浙
江大学的校董。校董聘任是高校
对一直以来大力支持和关心学

校的社会热心人士最高级别的
鸣谢方式，而拥抱高校朋友圈，
也让新尚集团在技术经济领域
崭露头角。

2016年国家提出培育1000个
特色小镇的战略，而就在这一
年，新尚集团与浙江大学共同打
造紫金众创小镇，同时组建浙江
浙大紫金小镇建设有限公司，唐
立新出任总经理，主打创业、孵
化。浙江知识产权交易中心也在
此挂牌。项目总投资预计数十
亿，未来将承担小镇近800亩区
块的各项建设开发任务。和北京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产业园合作
也在进行当中。

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校企合
作主要包括五方面：和高校一起创
立产业园、一起培养上市公司、一
起建设创投小镇、一起创办知识产
权交易中心，还联合高校一起创办
医院和学校，预计未来5年校园经
济将为公司带来200亿的销售额。
悄然间，唐立新已经构建起一个校
园经济王国的雏形。

转型升级
新尚集团校园经济初具规模

设立奖学金制度
实现中国教育慈善家梦想

东北空调专列16日游的产品吸
引了众多读者和用户，在成都商报
环球旅游俱乐部接待室，每天都能
看到叔叔阿姨们热情的身影。

边走边玩 老少同游正合适

7月30日左右（专列具体出发时
间及停靠点以铁路总公司最终批复
为准），空调旅游专列将从成都出
发，途经西安、山海关、北戴河、哈尔
滨、漠河、呼伦贝尔大草原、长白山、
沈阳，历时16天，让大家把东北地区
玩个遍，并将自己的脚印留在祖国
的最北端。

报名现场，一位女士高兴地说，
这个旅游线路正好是她想去的，回
去一说，全家人都想去，可是自己没
有那么长的假期，只要将孩子委托
给父母，让他们代劳了。她还给孩子
布置了一项任务，在地图上将行程
中要去到的地方标出来，“这趟旅行
根本不止东北三省啊，专列还要去
到陕西、内蒙古、河北，确实不错。”

16天 去最北端看看伟大的祖国

如果你站在北纬53度半的边境
线上，面南背北，呈现在你眼前的，
便是整个中国！此次行程我们将前
往漠河，漠河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县，
而北极村是漠河县最北的村镇，同
时也是中国最北的城镇。中国第三
大河流黑龙江从北极村北面缓缓流
过，河对岸就是俄罗斯。

说到俄罗斯，我们还得提到满
洲里，为啥？因为这里融合了中俄蒙
三国风情，被誉为“东亚之窗”。这个
地方非常有意思，既能看到五颜六
色的洋葱头建筑，又能展现“风吹草
低见牛羊”的生动画面……

古都西安有被誉为“世界第8大
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山海关是世
界文化遗产中国万里长城的形象代
表之一，被称为“天下第一关”；北戴
河是闻名中外的避暑胜地；长白山
有“关东第一山”之称，长白飞瀑闻
名天下。

在飞机上看到珠峰会不会激动？你可以去
试试！乘坐航班从成都飞往加德满都，你就能
欣赏到连绵的雪山，包括珠峰！所以去尼泊尔
旅游，不用等飞机降落再开始美好的行程，在
天上就开始啦！

此次尼泊尔8日深度全景游，将带你穿梭
于神庙林立的加德满都，感受古老而神秘的南
亚特色；在奇达旺国家森林公园邂逅珍惜的独
角大犀牛、孟加拉虎，以及不同品种的鹿、熊、
豹、野猪、鳄鱼和350多种鸟类，还可以乘坐独
木舟在娜普娣河上漂流；博卡拉被称为“亚洲
瑞士”，茂密的森林、清澈的湖水、壮丽的安娜
普纳山脉，使世界各国的旅游者流连忘返；杜
里凯尔是著名的喜马拉雅观景台，如果能见度
高，还能看到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

成都商报记者 何筝

◆成都商报报名咨询热线：
028-86513931、86781911

◆报名地址：成都锦江区书院西街1号
亚太大厦8楼成都商报环球旅游俱乐部

（仅工作日上班时间）
◆扫描成都出发微信二维码查看更多
旅游内容
◆或添加发仔微信咨询详细行程：

fazai52099

速来报名3380元起 16日东北空调专列带你去祖国最北端
余位不多、报名从速，成都商报环球旅游俱乐部会员可抵用100元

飞越珠峰 遇见尼泊尔
走进大森林开启你的8日生态之旅

硬卧 上：3380元/人
中：3680元/人
下：3980元/人

软卧 上：4580元/人
下：4780元/人

儿童：980元/人（1.2米以下）
（成人报名即获赠价值88元的户
外保温水壶1个）

唐立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