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累计注册用
户400多万、收取
押金超过8亿元，
上线一年完成两
轮融资。然而不
过两年时间，风
风火火的小鸣单
车便宣布破产。
这是全国首个共
享单车破产案。

负 债 高 达
5000 多万元，其
中包括11万用户
的押金；公司资
产仅剩35万元现
金和散落各地的
单车。近日，相
关公告披露，中
国再生资源开发
有限公司同意对
小鸣单车按每辆
12元进行回收。

从爆发式成
长到迅速破产，
首例共享单车破
产案折射出哪些
行业困局？

自 2016 年 7 月 诞 生 以
来，小鸣单车主打南方及二
三线城市。据介绍，悦骑公
司注册资本约 621 万元，累
计用户约 400 万人次，累计
收取用户押金总额8亿多元，
上线一年便完成两轮融资。

发展初期形势大好的小
鸣单车为何迅速破产？

—— 动 用 押 金 扩 大 规
模。有共享单车企业声称，
单车制造成本远远高于押
金，如果公司倒闭了，大不了
让消费者一人一辆骑回家。
但事实上，“传统意义上的实
物与押金是一对一的，但共
享单车的押金是一对多，一
辆单车可能对应着几十个注

册用户，这样一来便形成了
押金资金池。”广州交通管理
研究专家苏奎说。

庞大的资金池和激烈的
市场竞争，诱使一些企业动
用押金来扩大发展规模。倪
烨中告诉记者，悦骑公司采
购单车的资金来源主要靠用
户押金。2017 年，悦骑公司
主要资金开支是预付货款
5000万元，用于购买单车，比
例占全年开支的77.82％。

——管理不善导致车辆
失踪或“早亡”。小鸣单车在
全国 10 多个城市进行了投
放，但一些城市仅有一到两
个线下管理人管着上万辆单
车。人员不足导致管理不

善 ，也 是 其 陷 入 困 境 的 原
因。“很多共享单车没有定位
停放，日晒雨淋之下老化很
快。有的单车定位电池没电
了，车便找不到了。”苏奎说。

—— 关 联 交 易 或 存 猫
腻。破产案件管理人在调查
中发现，悦骑公司还存在以
明显不合理价格与其他公司
进行交易的行为。

倪烨中说，资料显示，小
鸣单车的采购价格是 719.55
元一辆，但委托外运时，与运
输公司签订的合约规定，损坏
一辆车“按原价赔偿500元”，
与采购价相差 200多元。这
就意味着，悦骑公司的采购其
实可能是“亏本”生意。

动用押金扩大规模 管理不善留下烂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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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印发《意见》
加强核电标准化工作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加强核电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部署
进一步加强我国核电标准化工作。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立足我国核电长远发展，
坚持标准自主化与国际化相结合，凝聚共识，自主
创新，加快建设一套自主、统一、协调、先进、与我
国核电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核电标准体系，充分发
挥标准的规范、引领和支撑作用，推动核电技术和
装备进步，促进我国核电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意见》明确，到 2019年，形成自主统一的、与
我国核电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核电标准体系；到
2022年，国内自主核电项目采用自主核电标准的
比例大幅提高，我国核电标准的国际影响力和认
可度显著提升；到 2027 年，跻身核电标准化强国
前列，在国际核电标准化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意见》着眼于解决当前核电标准化工作中面
临的标准体系不完善、实施应用不理想、国际认可
度和影响力不够等突出问题，提出了五类共 11项
重点任务：一是优化完善核电标准体系。加快推
进核岛机械设备标准技术路线统一，加强标准制
修订工作，建立能源行业核电标准动态管理机制，
提高标准质量。二是推动核电标准广泛应用。完
善与核安全相关标准的认可制度，优化实施反馈
机制，实现标准实施—反馈—提升的良性循环。
三是扩大核电标准国际影响。推动与核电贸易国
建立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加强与核电强国的标准
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标准互认、标准共建及技术
交流等合作。四是强化核电标准能力建设。建立
核电标准信息化工作平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支
撑核电标准长远发展。五是提升标准自主创新水
平。全面开展标准化科研，加强科研成果转化，适
时将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标准。同时，《意见》明
确了建立机制、政府引导、企业配套、资金支持等
组织落实措施。

经过轰轰烈烈的市场扩
张，自 2017 年以来，共享单
车市场步入发展“下半场”，
目前已有多家共享单车企业
倒闭、关停。记者在广州市
天河区软件路附近看到一处

“共享单车坟场”，足球场大
小的荒地上，凌乱堆放着不
同品牌的各色共享单车。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
策与经济研究所和摩拜单车
联合发布的《中国共享单车
行业发展报告（2018）》显示，
共享单车已从爆发式增长转
入行业洗牌阶段。

苏奎认为，小鸣单车破
产案折射出共享单车行业的
普遍困局。过去，企业动用
押金扩大规模，获取资本市
场 的 青 睐 ，这 种 运 营 模 式
的 核 心 是 追 求 眼 前 利 益 ，
以 规 模 取 胜 。 未 来 ，共 享
单车的发展重点不是规模
而是管理。

首 先 要 完 善 押 金 的 使

用、监管规则。有业内人士
认为，在没有法律、法规明确
禁止的情况下，企业利用押
金扩大规模的利益冲动十分
强烈。

2017 年 8 月，交通运输
部等 10部门出台《关于鼓励
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
展的指导意见》，要求严格区
分企业自有资金和用户押金
预付资金，实行专款专用。
但广东省消委会向华夏银行
广州分行发函了解到，悦骑
公司开设的资金账户为一般
账户，并非第三方监管的银
行专用账户，其收取的消费
者押金没有实施银行托管。

据悉，目前，ofo、摩拜等
在国内一些城市开启了信用
免押金服务。专家表示，电
子商务法草案明确规范了押
金的退还，强化了对消费者
的保护，期待法律作出进一
步明确，比如押金的风险怎
么控制、专门的第三方监管

账号如何落实等。
其次，专家表示，共享单

车是占用城市公共资源的交
通服务，不仅停放占道，而且
过度投放和管理不善产生大
量“僵尸车”，多地出现大规
模“单车坟场”，造成资源浪
费和巨量固废污染。未来应
加强对共享单车的及时回
收、再利用，避免造成资源浪
费和环境污染。

“应加强立法，城市管理
者要积极主动介入管理和服
务，企业要通过优化服务建
立可持续盈利模式，消费者
要提升公德意识，不要乱停
乱放。”苏奎说。

目前，上海、深圳等地正
着手通过地方立法管理共享
单车，北京等城市开始控制
共享单车投放量，根据交通
出行大数据分析，按规划和
需求定点、定量投放单车，并
规范共享单车的停放管理。
据新华社广州8月9日电

农业农村部：

采取更严管控措施
加快淘汰高毒农药
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9日电（记者 董峻 胡璐）

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总农艺师季颖9日表示，将
按照“循序渐进、分步实施、多措并举”的原则，力
争 5年内淘汰高毒农药，并力推实现登记超过 15
年的老旧农药周期性评价全覆盖。

季颖是在当日中国农药发展与应用协会于内
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举办的三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上
作出上述表示的。

季颖说，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淘汰
了六六六、滴滴涕等43种高毒高风险农药，目前农
业上使用的在登记有效状态的高毒农药有 10种。
农业农村部对高毒农药将采取更严厉的管控措
施，目前涕灭威、水胺硫磷、甲拌磷完成了可行性
论证，拟境内禁用，并启动甲基异柳磷、灭线磷、氧
乐果、磷化铝淘汰方案。

与此同时，重点对已登记 15年以上的品种开
展周期性评价。据初步统计，目前我国登记超过
15 年的农药品种有 478 种。农业农村部初步选
定草甘膦、多菌灵等 10种农药开展再评价，并力
推其他登记超过 15年的农药品种实现周期性评
价全覆盖。

贵州煤矿事故13人遇难
应急管理部挂牌督办

据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记者 叶昊鸣）记者
9日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急管理部将对贵州省
六盘水市盘州市梓木戛煤矿“8·6”煤与瓦斯突出
事故进行挂牌督办，坚决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8月 6日 21时 10分左右，梓木戛煤矿发生一
起煤与瓦斯突出事故，致4人死亡 9人失联。事故
发生后，当地各有关部门迅速赶往现场开展应急
抢险工作。经过救援人员近50个小时连续奋战，8
日 23时许，9名失联人员全部找到，但均已无生命
体征。

据了解，贵州省“8·6”煤与瓦斯突出事故发生
后，应急管理部高度重视，立即派出工作组赶赴事
故现场，全力指导协助地方政府做好事故救援，督
导事故调查处理相关工作。

新华社成都8月9日电（记者 吴光
于）明明只在网贷平台贷款7000元，最
后却产生了 36万元债务，四川乐山的
在校学生毛某因无力偿还债务频频收
到“催收人”的恐吓电话。今年 5月 21
日，她无奈之下向警方求助。

今年 5月以来，乐山市公安局先后
接到两起在校学生“套路贷”报案。民
警侦查发现，案件线索共同指向“52购
物”“100分购物”“365钱包”“任你花”

等多个网络平台。平台还涉及河南、浙
江、江西、湖北、广东、江苏和四川的多
起网络诈骗案，涉案金额巨大。

这些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均以虚假
购物平台为幌子，诱骗在校学生借贷，
以不利于受害人的合同虚增债务，当受
害人无力支付时，便介绍其他贷款公司
给受害人“以贷养贷”，同时还收取“违
约金”“保证金”“中介费”等费用。贷款
公司再采用转账平单等手段，恶意垒高

借款金额。
警方侦查发现，多个涉案网贷平台

实际上均由江西南昌赤之顿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控制。一个以汤某、汪某、邓
某为首的犯罪团伙组织架构逐渐清晰。

7月 23日，乐山警方派出的 5个收
网小组在江西、山西、浙江、重庆、四川
五省市统一行动，抓获涉案人员 147
人，其中刑事拘留 125人。目前，该案
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明天傍晚时分
会有“日偏食”

据新华社天津8月9日电（记者 周润健）8月 11日傍晚时分
天宇将上演“日偏食”天象，这是今年我国能观测到的唯一一次
日食，引发公众极大关注。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介绍说，
日食有日全食、日偏食和日环食三种。日偏食的过程和日全食
过程大致相同，由于它只发生偏食，因此就只有初亏（日食过程
开始时刻）、食甚（月轮中心和日面中心相距最近时刻）和复圆
（日食结束时刻），而没有食既（日全食开始时刻）和生光（日全
食结束时刻）这两个阶段。

记者了解到，就全地球而言，每年发生食的次数最多为 7
次。在这 7次食中，有 4次日食和 3次月食，或者 5次日食和 2
次月食。在有些年份可能少到只发生2次食。尽管就整个地球
而言，日食发生的次数比月食多，但实际上人们看到月食的机
会要比日食多。这是因为日食带范围不大，仅在月影扫过地面
的局部地区才能看到日食。特别是由于日全食带更窄，就某一
固定地点来说，两次发生日全食的时间间隔一般在300年左右，
所以更为罕见，人的一生难得一遇。但月食则是半个地球都能
看到。

陈奇：革命道路可断然走通
据新华社长沙8月9日电（记者 谭畅）在解放军“第一

军规”颁布地湖南省桂东县，以革命先烈、革命节点命名的
道路和地标比比皆是，昭示着这个县的红色传统。其中，
陈奇路连接着桂东县一中、桂东县中医院等多个人流集中
单位，是县城主干道之一。

陈奇，1904 年生，湖南桂东人。1921 年入衡阳省立
第三师范学校读书，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4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陈奇和学联的
几个领导人一起，发动衡阳市的学生举行罢课，游行示威，
并向各县、市学生发出宣言，声援上海人民的正义斗争。

1927年他以省委特派员身份，领导桂东农民运动，组
织农民自卫军，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 1团的连党代表。1928年，陈奇
任中共桂东县委书记兼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湘赣边区游击
队大队长，参与开辟湘赣边游击根据地。在艰苦的战争环
境中，陈奇不忘通过家信安慰父母——“革命的道路可以
断然走通”“一旦革命成功，双亲和村邻群众，定是永世幸
福的”。

1931年 1月起，陈奇任红4军第 10师政治委员、第13
师政治委员、第12师 34团团长、第10师师长。其间，他坚
决抵制张国焘的“左倾”错误，不计较职位高低，英勇驰骋
沙场，率部参加鄂豫皖苏区第二、第三次反“围剿”。

1932年 3月陈奇以身殉职，时年 28岁。1945年，中
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到海洋牧场平台游玩
这些安全事项得注意
山东要求严格建立游客登离台账

新华社济南8月9日电（记者 席敏）眼下正值
海上旅游旺季，不少人登临海洋牧场平台游玩。
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公室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
将加强海洋牧场平台安全管理，并提醒游客选择
正规合法船舶登临平台，按规定穿着救生衣。

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副厅长宋继宝在新闻发
布会上介绍，山东省目前已建成自升式、半潜式、
漂浮式、移动式等不同类型的海洋牧场多功能平
台 32处，其中投入运营的海洋牧场多功能平台 12
处，在建和拟建 17处。海洋牧场平台在承载海洋
牧场管护的基础上，衍生出海洋牧场生态环境监
测、牧渔体验、生态观光、安全救助等工作。

山东省近期开展的执法检查发现，一些海洋
牧场平台存在安全隐患，包括建造程序不完备，未
经海事部门或渔业部门检验的船舶运送游客，并
有超载的现象，一些游客登临平台未穿救生衣等，
给平台安全运营带来挑战。

宋继宝说，山东省将全面加强海洋牧场平台安
全监管，责成各地海洋与渔业主管部门督促整改平
台安全隐患。山东省还要求平台建造单位和运营
管理单位严格落实责任，严格建立游客登离台账，
强化游客全过程安全监控等，做好安全管理。

每辆车仅卖12元 11万人等退押金
——首例共享单车破产案折射哪些行业困局？

四川破获特大“套路贷”网络诈骗案

贷款七千得还36万 这伙人专坑在校学生

下载了许多共享单车App的广州市民刘先生突
然发现，在小鸣单车支付的 199元押金退不回来了。

“官方说1到 7个工作日返还押金，但过去了大半年也
没有动静。”刘先生抱怨道。

由于押金不能及时退还，部分用户向法院提出对
小鸣单车经营方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

2018年 3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裁定，广
州悦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进入破产程序并启动
债权申报。

看到消息后，刘先生在微信小程序上进行了债权
申报。“现在算是排上了号，不管最后拿不拿得到这笔
钱，但至少走了法律程序，也算是一种心理安慰。”刘
先生说。

截至6月 27日债权申报期满，小鸣单车用户有效
申报的债权超过11万笔、约2000万元，另外还有供应
商申报的债权 28笔，职工债权 115笔，债权总金额高
达5000多万元。

近日，记者来到悦骑公司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尚德
大厦的办公场所，发现办公室已搬空上锁。该破产案
主审法官苏喜平介绍，目前管理人接管的悦骑公司账
户资金仅35万多元。

破产案件管理负责人倪烨中律师介绍，悦骑公司
的主要财产是散落于各城市街头的小鸣单车，但由于
过于分散，回收成本高，难以处置变现。

7月 24日发布的公告显示，破产案件管理人拟委
托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对小鸣单车进行回收
处置。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在扣除回收、运输
及电子垃圾处理等费用后，同意按每辆车12元进行回

收。悦骑公司曾宣称
小鸣单车投放总量为
43万辆，但目前真正能

回收多少尚
待调查。

11万用户等退押金
公司账户仅剩35万元

这是8月9日无人
机航拍的北盘江大桥。
当日，杭瑞高速贵州省
毕节至都格（黔滇界）公
路北盘江大桥上云雾缭
绕，美景如画。北盘江
大桥主桥跨径720米，
桥面到谷底垂直高度
565米。

新华社发

桥面到谷底
落差五百米

多家企业倒闭关停 共享单车如何发展

8 月 9 日，一个重达
140多公斤的巨型南瓜从
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玫
瑰营镇“京蒙瓜果产业园
区”运抵北京车客家园社
区连锁店，内蒙古乌兰察
布扶贫农产品走进北京的
销售活动启动，20多万斤
扶贫西瓜和南瓜将陆续进
入北京市场销售。

新华社发

这个大南瓜
将近三百斤

新
华
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