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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夫妇携手26年终反目 霸王集团股价暴跌30%

车主注册成司机零抽成
美团APP成都上线打车入口 欲撬动网约车格局

美团打车继在南
京试点10个月后，昨
日正式在全国7个城
市的美团APP上线
打车入口，这也标志
着美团正式杀入出行
行业，有望与行业龙
头老大滴滴出行掀起
“补贴大战”。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包括北
京、上海、成都、杭州、温州、福州和
厦门在内的7个城市，均已启动“美
团打车用户报名”活动。用户报名
满20万人，美团打车服务在该城市
就会开通。同时，用户可领取3张当
地出租车起步价等值无门槛优惠
券，为吸引司机注册成为车主，美
团打车还给出了“零抽成”政策。

昨天下午开始，上述7个城市
的用户打开美团APP时，首页中间
位置都会出现“打车”入口。美团打
车虽然已上线到美团APP，但打车
服务却尚未正式开通。成都商报记

者发现，点击“打车”频道按钮，就
会进入一个活动推广页面。信息显
示为，“美团打车成都站，何时开通
你说了算！报满20万人马上就开
站”。用户可点击“报名”按钮，为美
团打车开通新城市进行报名投票。

此外在司机端，美团也给出优
惠政策招募司机，司机注册成为美
团打车平台车主，还可以领取3个
月的“零抽成”政策。值得注意的
是，美团打车此前在南京对司机的
抽成为8%，此次美团针对司机的
零抽成政策，可见其对司机端的重
视程度。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美团点
评觊觎出行业务已久。今年10月，
生活服务电商美团点评宣布完成
新一轮40亿美元融资。随后不久，
美团点评宣布升级组织架构，成立
出行事业部。在原有的餐饮、到店
综合、酒店旅行三驾马车基础上，
全面升级成为到店、到家、旅行、出
行四大LBS场景，出行对美团点评
原有业务的重要补充作用之大可
见一斑。

早在今年2月，美团点评在南
京率先试点打车业务。经过10个月
的试运行，美团打车开始向全国扩
张。12月20日前后，美团点评已在
新开通城市招聘出行业务相关人
员，包括“美团出行-测试开发工
程师”“美团出行-数据分析师”等
多个职位。

美团点评高级副总裁、出行事
业部总裁王慧文表示打车业务源自
用户需求驱动，美团点评日活跃用
户2.5亿中30%有出行需求。在南京
试点的10个月以来，美团打车事业
部已拥有一支超过200人的团队，日
订单量也已经突破10万单。“目前，
我们已掌握打车业务的关键要素、
经营方法，具备开新城的能力，并判
断值得花更多精力投入到该业务。
新城市开通初期对司机零抽成，希
望能给行业带来创新动力，在本地

吃喝玩乐消费场景协同的基础上，
为用户提供更好地体验。”

巨头入局打车市场的烧钱大
战一触即发。美团点评推出打车业
务，与这块市场占据绝对优势的滴
滴正面交锋。今日资本创始人徐新
明确对美团点评做打车业务表示
支持，她看重美团点评的超级平台
巨大价值，美团点评30%的用户打
车是去吃饭，这与超级平台的用户
高度重合。

数据显示，2020年网约车市场
需求将达到2000万单，仍具备巨大
的市场潜力；虽然滴滴已经占据龙
头地位，但打车难、抽成高的问题
仍然存在。

业内人士分析，出行业务与美
团点评的核心场景天然紧密相连，
做出行业务非常有优势。当用户在
大众点评、美团上团购好餐厅优惠
券时，当用户旅行、出差到站准备
前往酒店时，当用户在猫眼上选好
座位，准备前往电影院时，自然会
产生打车的即时需求。发力出行不
仅将为美团点评的平台加大用户
黏性、优化体验，也会激活现有的
出行市场。美团打车的出现，会促
进整个市场提升战斗力和运营效
率；滴滴也会全力提升用户体验，
促进行业的良性发展。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美团APP提前“预热”已有打车入口
打车大战一触即发

南京试点以来，日订单量突破10万单
30％用户打车是去吃饭，用户高度重合

昨天，沪
指大涨20.60
点 ， 以
3296.38 点 报
收。白马股、
周期股“双剑
合璧”，各类

热点轮番涌现，而贵州茅台更是大涨
8.21%，股价重新站上700元大关，以
718.69元报收，盘中高点719.90元，距离
前期高点719.96元只有0.06元的差距。
茅台昨天的涨幅创下年内最大单日涨
幅，同时单日成交86.57亿元，也创下历
史天量。

茅台的大涨，自然是有利好消息刺
激。茅台昨天公开表态，公司自2018年
起适当上调茅台酒产品价格，平均上调
幅度18%左右。此次价格调整，将会对公
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茅
台酒涨价，有人说好，也有人说不好，我
认为这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而茅台股
价逼近新高，有人预示要见顶了，也有

人说是开启了新的上涨空间。股价未来
怎么走，我不好评价，其实这也是由供
需关系来决定。

在茅台的带领下，昨天白马股自然表
现都不错。而与此同时，周期股也出现集体
反弹。前段时间，A股市场一般说是白马股
涨，周期股就调整，而周期股表现好时，白马
股又陷入调整。而昨天，白马股和周期股“双
剑合璧”，上演了激烈的年末收官战。昨天，
让人失望的是创业板指数，在市场整体反弹
的情况下，创业板指数绿盘报收。大盘指数
上涨，创业板指数下跌，昨天的行情，这其实
也是今年全年结构性行情的一个缩影。

今天是201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不
管涨跌，希望大家都收拾好心情，好好休
息几天，迎接2018年的到来。 （张道达）

11月7日，为扎实推进佳县“两联一
包”脱贫攻坚工作，陕西保监局组织省级

“两联一包”佳县扶贫团成员及部分保险
机构在榆林佳县召开“两联一包”座谈
会，同时举办“陕西保监局红枣羊养殖基
地”暨“佳县玉高养殖专业合作社”揭牌
仪式。会议对近期向佳县红枣羊产业扶
贫示范项目捐赠款项的十二家保险公司
进行通报表彰，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
会向该扶贫项目捐赠100万元。

陕西保监局及佳县政府对新华人
寿保险公益基金会积极捐助佳县扶贫
项目给予高度评价。新华人寿保险公
益基金会此次捐赠的100万元扶贫善
款，将全部用于陕西榆林佳县红枣羊
产业扶贫示范项目中红枣羊扶贫产业
的溯源体系建设，通过助力畜牧业转
型升级，帮助该地区实现产业扶贫、科
技扶贫、人民脱贫。另外，此前新华保
险陕西分公司由其员工募捐的30万元
款项也将用于该项目的实施。

“两联一包”是陕西省委、省政府
在扶贫开发工作中形成的联县联乡
包村扶贫工作模式，佳县是陕西保监
局“两联一包”对口脱贫帮扶对象，其
中佳县红枣羊产业扶贫示范项目是
陕西保监局及保险业助推佳县产业
脱贫的重点项目。

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以实际
行动勇担责任、精准扶贫，体现了其应
有的社会担当。同时该善举也带动了
当地保险行业积极行动、集聚行业资
源，加大对佳县脱贫攻坚的支持力度。

据悉，新华保险是1996年经国务院
同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全国性专业
寿险公司，2009年年底起由中央汇金控
股，2011年底实现A+H股同步上市，
2016年度公司保险业务收入超过1100
亿元人民币，总资产规模近7000亿元，
已连续两年位列世界500强。成立21年
来，新华保险在力求自身发展的同时，
不忘初心，回馈社会，自觉履行社会责
任，累计投入各类公益事业超过2亿元。

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是
2016年由新华保险发起成立的国家
级非公募公益基金会，致力于公益慈
善事业，广泛参与捐资助学、扶危济
困、健康医疗、环境保护、体育事业等
公益慈善项目，力图为改善民生、建
设和谐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田园）

“精准扶贫 勇担责任”
——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向陕西榆林佳县扶贫示范项目捐赠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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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末收官战 茅台又立功了

12月27日，霸王集团（1338.
HK）开盘后股价暴跌30.88%，消
息称，这与霸王集团创始人陈启
源、万玉华这对夫妇感情破裂有
关。万玉华拟要求霸王集团控股
股东“FS”（Fortune Station Limit-
ed）清盘。晚间，霸王集团董事长
陈启源对媒体发布个人声明，称
与万玉华的离婚手续正在办理。
当日下午，万玉华在香港举行新
闻发布会，向媒体痛陈两度遭受
陈启源家暴，离婚提出分配财产
遭拒绝。

记者调查了解到，万玉华从霸
王离职后成立小小世界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小世界），随
后小小世界甚至发展到旗下拥有
13家公司。但12月28日，记者实地
了解到，早在一个多月前，小小世
界就已全部撤离，集团客服人员则
向记者确认，“公司已经解散了”。

携手走过26年，夫妻要离婚

时间倒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
出生于云南的万玉华1988年大学
毕业后被分配到中科院华南植物
研究所，而来自广东云浮的陈启源
当时正在从事杀虫剂的贸易。一次
偶然的机会，万玉华认识了前来咨
询有什么专利项目可以拓展的陈
启源。陈启源有“第一桶金”，而万
玉华有技术，双方一拍即合，不久
两人就承包了所里一个下属企业，
类似试验车间。1989年陈启源与万
玉华结婚，两人随之开启了20余年
的创业之路。

这是“霸王”品牌广为人知的
发家史。根据新京报2009年一篇万
玉华专访报道，创业过程中，陈启
源夫妇先是做啤酒香波，接着1994
年成立广州霸王化妆品公司。不
过，万玉华对于两人的最初创业经
历似乎不愿多提，只表示“那时候
公司规模很小”。无论如何，以洗护
产品为核心的霸王集团雏形就这
样确立起来。

到2009年，两人已将当初的车
间变成了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大
型集团公司。首个交易日，霸王的
股价涨幅达27%，陈启源夫妇身价
飙至63.63亿港元，成为洗护行业
首富。

然而，上市之后的霸王集团也
并非一帆风顺。2010年7月，霸王集
团就被曝出旗下洗发水产品含有
致癌物质二恶烷。该事件当时使得
霸王集团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舆
论发酵之际，万玉华四处做危机公
关。随后，霸王集团又经历了长达6
年的亏损“噩梦”。

不过，这些风雨，两人都携手
走过。在两人携手创业的20多年
间，他们还育有7个儿女。2010年
10月新华网的一篇报道中，陈启
源夫妇还十分恩爱。当时陈启源
夫妇共同参与广州亚运会的火炬
传递，万玉华接受采访说，为了准
备好火炬传递，她几乎天天晚上
要陪丈夫跑步半小时。2015年年
初，两人被曝出分居。2015年12月
9日，霸王集团发布了万玉华的辞
职消息，万玉华辞去公司执行董
事、CEO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成
员的职位。

2017年12月27日，根据香港商
报网报道，万玉华通过公开发新闻
稿指，拟入禀香港高等法院，要求
法院清盘“FS”。27日下午万玉华还
在香港召开新闻发布会，交代事件
详情。据香港电台报道，万玉华表
示与丈夫陈启源的关系破裂，过去
曾两度遭遇家暴，并遭到财政封

锁，无法出售名下物业。她曾向丈
夫提出分配资产，但遭到拒绝。而
香港新城电台则报道称，万玉华在
记者会快结束时声泪俱下地哭诉，
自己四处筹借律师费。

而27日晚间，霸王集团相关人
士向记者发来陈启源的个人声明，
称霸王集团运作一切如常，万玉华
在发布会上发表的言论并无事实
依据，有关失实陈述已交由律师跟
进处理。

万玉华创业公司已经解散

记者调查发现，万玉华离职霸
王集团，跟丈夫闹离婚的同时，自
己二次创业也受挫。

万玉华离开霸王后创立了小
小世界集团。香港公司注册处综
合资讯系统显示，小小世界集团
成立日期是2016年1月7日，公司
现况显示为：仍注册。小小世界集
团官网上的简介也显示，小小世
界集团是由万玉华创建，旗下目
前拥有13家公司。集团坐落于广
州白云区绿地中心，是一个融合
了新零售、新金融、新科技、新大
数据、新城市的创新、创客、创富
生态圈平台。小小世界网上商城
显示，经营的产品囊括健康食品、
保健、个人护理、健康母婴等，其
中也包括霸王洗发水产品的销
售。根据官网发布的新闻，2016年
9月2日，小小世界首家O2O体验
旗舰店在绿地中心落地，万玉华
出席剪彩仪式。

12月28日，记者赶往白云区绿
地中心，多名绿地置业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小小世界整个公司都已
在一两个月之前就全部撤场。”随后
记者上到小小世界集团的办公地
——绿地中心的26层看到，公司已
经人去楼空。透过玻璃门，可以清晰
地看到小小世界集团的LOGO以及
去年9月开业的全球首家健康财富
O2O体验店的门面。公司内部杂物
基本被清理掉，空空如也。

绿地中心26层一名清洁工告
诉记者，小小世界集团是一个多月
前撤走的，“以前这家公司人挺多
的。”

同在26楼的还有一家名叫广
州亿星人居环境设备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亿星公司）。亿星公司的相
关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小小世界
搬走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据她介
绍，小小世界是从亿星租下的办公
室，现在还拖欠水电费等费用几十
万元，“6个月都没交，都是我们垫
付的。之前有人来闹工资什么的，
搬走之后就没有人来过了。”

随后，记者联系小小世界集团
的官网上的客服电话，一直处于占
线状态。记者联系小小世界集团在
线咨询QQ客服，其回复记者，“公
司已经解散了”。

记者注意到，12月27日晚，陈
启源发布的个人声明中也提到，

“万女士辞任霸王职务后，利用霸
王创办人的身份，在中国境内经
营她的私人业务，并因此涉及多
宗金钱纠纷，夫妇二人在上海的
共有物业更被广州市白云区人民
法院宣布进行公开拍卖。万女士
的私人业务及其负债与霸王集
团、陈先生、Heroic Hour Limited
及FS一概无关。”

记者联系霸王集团方面，欲进
一步了解陈万夫妇为何感情破裂，
以及被公开拍卖的上海物业等信
息，但霸王（广州）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汪亮对此回复记者称，并不知道
具体详情。 （每日经济新闻）

“霸王悲歌”
一篇提请解散霸王集团控股股东“FS”清盘的

新闻通稿、一场声泪俱下的新闻发布会、一则霸王
集团董事长陈启源的个人声明，将这对昔日“霸王”
伉俪情感破裂的事实摆上台面。从恩爱创业，携手
走过26年风风雨雨，到分居，再到如今公然反目，
这一切难免让人唏嘘。而霸王集团这两天的股价，
也因为夫妻俩的对簿公堂，上演戏剧般的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