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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2019年8月15日
星期四

背靠三大汽车制造商东风、一汽、长安
牵手三大互联网巨头阿里、腾讯、苏宁

T3出行搅局网约车江湖

声明·公告
● 遗失公告
蒋波 （身份证 ：510702197211
05095X）银城花树间3-2-28号
收据 （收据号 ：0002142、000
2145、0002478、0007505）， 遗
失作废。
● 遗失声明
四川万众合食品有限公司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编号 ：
JY15101060128857）遗失作废。
●成都青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60181740）遗
失作废。

● 解聘通知书
彭刚同志：

根据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
条例》（国务院令第652号）等文
件规定，经研究，我单位决定解
除与你的聘用合同。

特此通知。
成都市生活固体废弃物处

置监管服务中心 （原成都市固
体废弃物卫生处置场）

2019年8月15日
●成都商瑞芯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99904476）
遗失作废。
●四川谦睿科技有限公司开户
许可证（账号：4402010809100
033725核准号J651005969660
2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大石西路支行）
遗失作废。
●周平崔玉华张燕余朝璐张菊
英遗失购桃都大道888号新城
吾悦广场1-2-214号代收费票
据 ， 编号金额 ：0669011￥5万
元 、0668186 ￥1780711 元 、06
67540￥59947.47元,声明作废。

●四
川 人
脉 人
力 资
源 有
限 公
司 ，
财 务
专 用
章(编
号：5
1010
0947
246
4)遗失作废。
●李玮购买恒大·都汇华庭3-
1-1501、3-1-1502房收据 （300
2507号 、288679元 ，0008700
号 、481131 元 ，3002505 号 、
331034元 ，0008699号 、55172
3元） 及-3-3267车位收据（00
02645号、39000元）遗失作废。
●四川中鑫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公章 （编号510100602124
2）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
06021243）遗失作废。

● 遗失声明
成都锦江区邦信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原法人陈伟法人章，
（编号：5101045036737） 销毁
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卓飚身份证（5101031969122
95975， 有效期2018.11.12—长
期）于2019.8.13遗失作废。
●成都金标典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
1076890313756)财务章(编号：
5101008325707)遗失作废。

●四川美身
服饰有限公
司公章 （编号：510109515583
0）;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951
55831）;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
095170874）; 法人章黄燕 （编
号：5101095155832）,均于6月3
日遗失，声明作废。
●深圳艾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8MA
6C6BEA27）遗失作废。

●双流区良心米业店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122M
A6DHH535E）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海林冻品食品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13
5026510）、法人章（姓名：曾新，
编号：5101135026511） 均遗失
作废。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商业
局驻成都站李康汉法人章 （编
号:5101003013771）遗失作废。

●甘孜藏族自治州成都经济发
展总公司贾生国法人章（编号：
5101006026644）遗失作废。
●甘孜州商业局驻成都采供站
招待所罗全康法人章 （编号：
5101000150787）遗失作废。
●成都腾盟足球俱乐部有限公
司银行开户许可证 （开户行工行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支行, 核准号：
J6510053679002）遗失作废。

●成都中禹汇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公章 （编号：510100929719
6）遗失作废。
●成都港鑫建材有限公司发票
专用章 （编号：510100871306
8）遗失作废。
●成都天之一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财务章（编号：51011250340
30）遗失作废。
●成都猎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公章 （编号：5101000072336）
遗失作废。
●成都市武侯区金辉实验学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5101
0768181771X1）财务章（编号 ：
5101008469101）、 法人徐华东
私章 （编号：5101008470625）
遗失作废。
●四川优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752
97532）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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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向消费
者提出消费建议：

1、本次比较试验购买的智能门
锁样品对高强度磁场干扰已经有解决
策略，消费者无需担心“小黑盒”对于
智能门锁的安全性的影响。

2、生活在高纬度或火炉地区的消
费者需要特别注意选购应对极端气候
的智能门锁产品，建议厂家在产品外
包装和说明书上详细标注适用温度范
围，以方便消费者选购。

3、建议选购带有半导体指纹识
别技术的智能门锁产品，安全性高于
光电式指纹门锁；同时建议厂家适度
宣传，不要过度宣传活体指纹。

4、选择具有虚位密码的智能门锁

产品，使用过程中设置多位密码，并且在
首次安装智能门锁后，修改默认密码。

5、建议携带智能门锁IC卡时要谨
慎，不要挂到他人易触碰的位置。保险
起见，可以关闭智能门锁的IC卡解锁
功能，尽可能减少利用复制的IC卡解
锁的风险。

6、在使用指纹解锁功能时，需要
注意指纹模块上是否有异物，需要定
期进行擦拭，防止指纹残留，被不法分
子窃取。

7、如果不经过与智能门锁联网
即可生成临时密码，则应尽量避免使
用此功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应鹏
图据东方IC

网约车市场平静的日子似乎
总是不会长久。滴滴与快的、UBER
中国合并后，本以为一家独大的局
面将持续下去，但无论是细分领域
的曹操出行、嘀嗒拼车，还是同为
后起巨头的美团、携程等，都时刻
觊觎着这块规模巨大的市场。

前两年，美团与滴滴掀起了一
轮网约车大战，仍然是从价格维度
切入，在多个城市开打，但受制于
政策监管及支出过大，这轮价格战
很快偃旗息鼓。

如今，拥有AT两大互联网巨
头、东风、一汽、长安等传统车企再
加上苏宁，T3出行能够真正挑战滴
滴的霸主地位么？

虽然T3出行一出来就打价格
战，而且有可能短期内在其他城市
复制，但不可能形成长期化状态。

在现有政策管理体系下，有关
部门对于网约车价格战的管理口
径更加严格。当然，针对有关部门
的相关规定，网约车平台依然可以
采取间接补贴方式来吸引用户，比
如代金券、积分换取优惠券等，但
无论如何，一旦价格战长期进行，
竞争对手是可以通过向有关部门
投诉，从而遏制这一行为的。

所以，对于新兴网约车平台而
言，强化服务端供应链整合，对现
有网约车老大滴滴形成综合资源
争夺战才是根本。

无论是七部委联合发布的《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
行办法》，还是各地相继出台的地
方性细化管理规定，都在强化网约
车在车型、人员资质等方面的标准
化管理。由此而来的后果，就是网
约车平台之间首先比拼的是合规
车辆、司机规模。

从T3出行的背景来看，获得足
够的合规车辆不是难题，AT、苏宁
的财力加上三大车企的车辆供应，
完全能够应对这一硬件需求。

难点在于对合规司机的争夺，
以及对这一群体的数量拓展。目
前，网约车市场从业者包括部分合
规司机，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为数
不少的所谓兼职司机，他们因种种
因素，如户籍、资质考核不过关或
者本身有正职工作，无法成为合规
司机，从而游走于相关监管边缘，
也容易被查处。

T3出行要想从滴滴手中夺去
更多的司机资源，对司机采取补贴
是第一步，同时，还可以从司机购

买或者租用合规车辆入手，通过补
贴，低息贷款等方式解决司机对车
辆购置成本负担过重的问题，从而
帮助更多司机达到监管标准。在这
一点上，阿里巴巴和腾讯都有优
势，其互联网金融资源足以支撑。
相比之下，滴滴无论是相应资金及
资金运营能力都有明显差距。

从中可以看出，争夺合规司
机、拓展合规车辆，帮助更多之前
无法正规化的司机“转正”，是T3出
行能够对滴滴形成综合资源争夺
战的最有效利器。

无论如何，网约车竞争依旧激
烈，不断有新的巨头加入，可见这
一市场的前景被各方看好。

但网约车的现有形态距离“共
享出行”初衷正渐远，随着滴滴顺
风车业务下线，更是加剧了这一趋
势，也即用户支付费用（其费用标
准在高峰期很多时候比普通出租
车还高），获得司机（往往是全职司
机居多）的出行服务。

其实，哪怕是顺风车，依然无
法避免其逐步商业化所带来的悖
论——顺风车本应是车主因顺
路，而向他人提供共同搭乘便利
的帮助，从中收取一定的成本费。
但是，由于顺风车的规模化运营，
也就随之产生一系列问题，比如
用户对于安全性、便捷性的诉求
提高，而顺风车司机承担这些义
务，也就需要有对应的激励机制，
也即用户用更高的费用来换取增
值服务，这就让顺风车事实上变
成了商业契约关系，不如此则无
法让交易顺利完成，也就失去了
原来的“共享”意味。

或许，这也是网约车市场发展
的必然结果。网约车本质上还是市
场出行资源集约化，从而不断扩大
服务，提升效率，达到用户的需求标
准。这就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市场
规律——相对高费用换取对等高质
量服务，如专车业务，相对较低费用
则必须忍受更多的等待时间、相比
档次低一些的车辆甚至司机服务，
否则这一模式无法长久维持。

因此，我们当然可以期待T3出
行以及未来更多新巨头的加入，可
以推动网约车市场的竞争，但不能
幻想网约车重归当年几乎“免费的
午餐”形态，也必须承认，“共享出
行”的初衷虽然美好，但在现实运
行中，它不可能成为网约车主流，
甚至会逐渐退场。

【“共享出行”的初衷虽然美好，
但在现实运行中，它不可能成为网
约车主流，甚至会逐渐退场。】

越来越多的网约车
越来越远的共享出行

■毕舸

来势汹汹！
▼▼

2019年，T3出行将投放2万辆运营车辆，3年内达
到30万辆，6年后力争超过百万辆；2021年～2025年，
将拓展衍生业务；2025年开始，致力于成为智慧出行
的引领者和智慧城市的推动者。

——T3出行“三步走”战略

截至2019年5月，滴滴出行拥有7515万活跃用户
排名第一，首汽约车拥有340万活跃用户规模排名第
二，曹操出行、Uber、神舟专车、美团打车、易到分列3
至7位。有人质疑，在网约车行业“一家独大”的环境
下，T3出行并不具备“改变格局”的能力。

——《中国网约车市场分析2019》

被小黑盒破解被小黑盒破解？？假指纹能开锁假指纹能开锁？？

消协检测38款智能门锁
竟没有1款“完全合格”

近期，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三地消费者协会委托中国家电研
究院对网售智能门锁开展了比较试验。

据了解，此次比较试验主要针对安全和可靠性项目，包括电磁
兼容性试验、环境试验、IC卡解锁试验、指纹解锁试验、密码逻辑安
全试验、电路非正常等试验及APP解锁存在风险等7项。

此次比较试验样品，由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以消费者身份通过
京东商城、天猫商城、苏宁易购、1号店、三星官网等电商平台随机购
买，涉及28个品牌的38把样品，购买价格从790元到3700元不等。

1 电磁兼容性（EMC）测试

该项目测试智能门锁应对其他产
品的干扰能力。

实验显示，在3V/m强度下，38把
样品均没有异常情况发生；在10V/m
的强度下，38把样品中有忠恒（X5）、
玥 玛 （NBZNMSP002） 、 卡 贝
（CX8345-22）、TCL（A18-E6C）、普鑫
五金（ZW8508）、玥玛（FP-W501）、樱
木（A8）、卡迪龙（KE306A）8把发生异
常报警等现象，但均未出现意外解锁
情况，干扰停止后门锁恢复正常工作。

此外，通过对样品进行“小黑盒”
干扰试验，结果表明，“小黑盒”贴近门
锁样品后样品屏幕会被点亮，“小黑
盒”靠近的按键会识别被按下，但38把
样品均没有异常解锁现象。

“小黑盒”实质是一个特斯拉线
圈，场强达到95dBuv以上。俗称的“小
黑盒攻击”是指，当给智能门锁施加强
电磁场情况下，门锁可以出现故障报
警、系统锁定、电路损坏等现象。

2 环境测试

在-20℃低温和40℃高温的环境
下，所有门锁均可正常工作。而在-40℃
的环境下，有卡贝（CX8345-22）、名门
（EZ0707YR-ET-R） 、 鹿 客
（DSL-C07A）、意利原子（兰博基尼1
号）、樱木（A8）、英家皇室（8091）6个品
牌的样品出现问题。

3 IC卡解锁测试

现阶段的智能门锁一般都会配备
IC卡，在本次试验涉及的38把样品中，
有26把为IC卡解锁。测试结果显示，包
含忠恒（X5）、箭牌（628）、固特（1802）
等共24款样品的IC卡可被破解。

4 指纹解锁测试

38把样品中，有36把带有指纹模
块。经测试，包含固特（1082）、金点原
子（JD-Z1）、凯迪仕（5155Alock）在内

共14把门锁样品宣称是检测活体指
纹，对假指纹可以进行防护，但当使用
假指纹进行试验时，都可以被解锁。

只 有 多 灵 （9002X1） 、TCL
（A18-MR12）、普鑫五金（ZW8508）、
360（智能K1）4个样品使用制作指纹
测试无法解锁，安全性较好。

5 密码逻辑安全测试

通过虚位密码长度、密码有效长
度、允许输入错误密码次数和锁屏时
间4个方面对38把智能门锁样品进行
横 向 比 较 ，包 含 箭 牌（628）、顶 固
（SF3100）、顾乐（6802）等共16款门锁
样品表现优异。

38把智能门锁样品中，有27把可
通过室外操作进入管理员模式（消费
者可以在此模式下进行添加或删除指
纹、密码、IC卡等操作），在验证管理
员密码时，支持虚位密码的操作，使得
密码的安全性下降。其他11把样品，需
要在门内侧按下专门按键或通过APP
进行管理员操作，安全性相对较好。

6 电路非正常测试

电路非正常测试表明，30把智能
门锁样品在单重故障条件下出现解锁
异常或上锁异常的情况，其余鹿客
（DSL-C07）、鹿客（DSL-C07A）、意
利 原 子（兰 博 基 尼 1 号）、三 星
（SHP-DP728）、三 星（h505）、海 尔
（U5）、海 尔（HL-31PF3-U）、美 的
（M1）共8把样品在此条件下不受影
响，可靠性较好。

7 APP解锁测试

经测试，APP主要通过蓝牙、WiFi、
网关、微信小程序4种方式连接智能门
锁。部分门锁可以通过APP分享临时密
码。测试时发现有些门锁不通过联网即
可生成临时密码，这种情况常见于使
用微信小程序，将加密算法分别固化
在门锁和微信小程序里，在实际使用
过程中，临时密码被破解的风险较高。

智能门锁咋选
消协提出建议

当检测人员完成所有单项
检测，对数据进行汇总分析时，
发现了一个让人担忧的事实：没
有任何一款智能门锁通过所有
项目检测。

根据本次比较试验发现的
风险，结合智能门锁的其他特
点，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与中国家
电研究院等单位起草并发布了
团体标准T/CAS 352-2019《智
能锁智能水平评价技术规范》，
以规范企业生产行为，促进行业
质量水平有效提升。

难改格局？
▼▼

2019年7月22日，由中国第
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东风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三大国企联合
苏宁、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巨头
共同成立的T3出行在南京正式
上线。

面对国内网约车市场一家
独大但却问题不断的滴滴，国
资和互联网巨头加持的T3会成
为撼动滴滴的新势力吗？

T3出行
含着金钥匙出生

3月28日，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发布的名
为《长安、一汽、东风T3出行项
目正式启动》的文章称，3月22
日，兵器装备集团所属重庆长
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安汽车”）、中国第一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一汽”）、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风汽车”）三大央
企联合腾讯、阿里、苏宁等多方
知名企业，在南京正式签订合资
协议，共同成立T3出行公司。

企查查相关信息显示，南
京领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4
月22日成立，注册资本48000万
元人民币，公司法定代表人为
孙志洋，而他也是一汽集团党
委常委、副总经理。

公开资料显示，在共计97.6
亿元的出资中，三家国资背景
车企各自出资16亿元，各占比
16.39%。阿里、腾讯联合另外两
家公司合计出资22.5亿元，占比
23.06%。苏宁则出资17亿元，所
占比例为17.42%。

7月22日，在南京举行的T3
出行品牌发布会上，T3出行
CEO崔大勇在现场则是如此表

示的：“T3既有三大主机厂的资
源优势，同时又有互联网的基
因，还能进行市场化的运作。阿
里和腾讯在云服务、互联网流
量、地图、支付平台等资源上对
我们都有支持，在这些方面对
我们的助力作用是极其强的。”

薪酬诱人
四五百名司机跳槽

自7月22日上线以来，T3已
经运营超过三周时间。官方介绍
称，T3出行将从南京起步，2019
年将会进入南京、重庆、武汉、广
州、杭州、天津六个城市，2020年
将覆盖绝大多数省会城市。

记者下载T3出行APP之后
发现，目前只有南京可以预约
车辆出行，而对新注册用户，平
台则使用了互联网公司惯常使
用的补贴打法。

新注册T3的用户可以享受
首单立减20元的优惠并获得总
价80元的8张5折新人券。新用
户之外，平台还推出了动态折
扣，称“单单5折起，最高可减40
元”。

此外，T3对于平台司机的
招募也给出了相当优厚的条
件，其为司机给出的薪资体系
是“基础+提成+奖励+补贴”的
模式，还承诺提供五险福利。

其官网称，加入T3之后，司
机福利有保障，平台有更高的
基础底薪，务实的奖励机制，让
收入稳步增加。而据21世纪经济
报道，有其他平台的驾驶员一口
气就跳了四五百人到T3出行。

与当前的C2C撮合模式出
行平台相比，T3出行的最大不
同在于一方面车辆来自B端，另
一方面司机由平台自行招聘，
相当于平台员工。

目前的网约车出行市场，
依旧是滴滴一家独大的局面，
但先后两次的顺风车恶性事件
造成的严重社会影响和随之而
来的严监管下，滴滴的顺风车
业务直接下线。

但是，严监管似乎未能解
决滴滴等出行平台的不合规等
问题。

近日，上海市交通委、市通
信管理局的联合检查人员对

“滴滴”、“美团”、“享道”、“首
汽”等互联网出行平台进行了
上户执法检查。从近三天的“黑
名单预警”数据上看，“滴滴出
行”平台上的不合规网约车辆
占比均超过82%。

在T3出行品牌发布会上，
针对公众最关心，也是此前滴
滴最被人诟病的安全问题，T3
出行做了重点介绍。介绍称，T3
出行的V.D.R安全防护系统（即

Vehicle-Driver-Road），通过车
联网打通人、车、路三要素，可
对司机全时段安全管理，对车
辆实时安全管理，并对行驶状
况实时预警等，全方位保障出
行安全。

据了解，T3出行的司机全
程是不能用手机的，接单是在
车载大屏上点击接单。同时，在
平台上，车会和人脸做匹配，人
脸扫描也是在车上，不是用手
机，且全程每60秒扫一次。

虽然背后资金方实力雄
厚，而出行安全性目前看来也
要优于传统出行平台，但在网
约车市场目前“一家独大”的环
境下，不乏对T3出行“改变格
局”能力的质疑。对此，T3出行
CEO崔大勇的回应则是：“移动
出行没有上下半场之分，一场
长跑才刚刚开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白兆鹏

T3出行能否改变“一家独大”格局
行/ 业/ 观/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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