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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携程旅行网等在线
旅游平台，捆绑销售附加保险和
服务，致很多人毫无察觉地被

“打闷包”，一度引发社会争论。
近日监管层亮明了态度，携程搭
售保险确实存在违规行为。12
月1日，上海保监局向携程保险
代理有限公司和法人、总经理开
出总计 40 万元的罚单，称其
2016年度通过携程旅行网销售
保险产品过程中存在“未明确披
露承保公司、代理销售主体，未
明确披露产品条款信息及批备
编号”等违法行为。

上海保监局相关人士表
示，2016年度携程保险代理有
限公司通过携程旅行网销售保

险产品过程中存在两项违法违
规行为：一是未明确披露承保公
司、代理销售主体。在通过携程
旅行网销售保险产品过程中，未
明确列明承保主体和代理销售
主体，未具体告知消费者承保公
司、代理销售公司名称。

二是未明确披露产品条款
信息及批备编号。携程保代在
保险订单确认环节，罗列了全
部合作的多家保险公司产品条
款链接和备案号，未具体披露
消费者所投保的保险产品适用
哪家公司条款及相应备案号。

针对携程保代相关违规行
为，上海保监局责令该公司改
正，处罚款30万元，法人、总经
理则李小平给予警告，并处罚
款10万元。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今年以来，随着众
多小共享单车公司的纷纷倒
闭，行业格局一度即将确定，只
剩下摩拜和ofo形成寡头竞争
了。可是，永安行上市后的一
系列举动，却使这个行业的格
局又产生了诸多变数。近日，
哈罗单车宣布完成3.5亿美元的
D1轮融资，投资方为蚂蚁金服、
威马汽车、成为资本、富士达
等。同时，上市公司永安行日前
公告称，永安行参股公司低碳科
技与上市公司、上海云鑫、上海
龄稷及其他投资人签署了《增资
协议》，约定上海云鑫、上海龄稷
及其他除上市公司外的投资人
共同对低碳科技增资人民币
23.0414亿元。低碳科技即为哈
罗单车与永安低碳科技有限公
司合并后的存续公司。

资本影响力不断推动
哈罗单车在2016年末开始

投放共享单车，起初在杭州、宁
波、福州、厦门、天津等大城市
进行投放，目前专注在三、四线
城市共享单车的运营。哈罗单
车注重开锁过程流畅、骑行体
验舒适轻便。今年10月，低碳
科技正式并购了哈罗单车。合
并后的新公司共享出行业务快
速发展，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2017年11月末，注册用户达到
8000万。

哈罗单车的成立时间并不
长，其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快
速成长的背后，则凸显了资本
对于共享单车行业的影响力。
2016年11月，哈罗单车宣布完
成A轮融资，投资机构包括纪源
资本等。今年1月，哈罗单车宣
布完成A+轮融资，由纪源资本
领投，磐谷创投跟投。公司没
有透露A轮和A+轮两轮融资的
具体金额。今年4月，哈罗单车
宣布完成数亿元B轮融资，由成
为资本领投，老股东跟投。7
月，哈罗单车获得了威马汽车
数亿元战略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阿里巴巴
旗下的蚂蚁金服在哈罗单车与
低碳科技合并中所发挥的作
用。据永安行发布的公告，上
海云鑫是蚂蚁金服的全资控股
公司。目前，上海云鑫持有永
安行5%以上的股份，系上市公
司的关联法人。公告中称，若
本次增资完成且上市公司放弃
增资权，上市公司永安行持有
低碳科技的股权比例将下降至
11.9267%。届时，上海云鑫将
持有低碳科技 32.0467%的股
权。这意味着，蚂蚁金服旗下
的上海云鑫将成为低碳科技的
第一大股东，同时成为永安行
单车和哈罗单车两大共享单车
品牌的实际持有者。

补贴大战仍在进行中
资本仍然是共享单车行业

的主导力量与资源。一边是
哈罗单车不断融资，希望以
三、四线城市为突破口，夺取
市场份额；另一边则是两大行
业龙头摩拜与ofo补贴大战延
续不断，甚至传出了资金紧张
的传闻。

近日，摩拜和ofo两大共享
单车行业巨头，就被传闻因为

资金告急挪用60亿元押金。虽
然摩拜和ofo事后均否认上述
传言，称严格保障押金安全，并
且随时可退，但这两家公司在
回应中并未直接回应是否存在
挪用用户押金的行为。

共享单车的竞争目前仍在
延续补贴用户的“烧钱”打法，
特别是摩拜与ofo，时不时推出
免费骑行、一元钱骑行一个月
等吸引用户的营销策略。在这
种竞争形势下，只有不断流出
的运营费用，如果没有新的融
资进入，最终的结果，对于双方
的结局，似乎也只能是现金流
告急了。

竞争的结果似乎只能是合
并。近期，就有多次传言摩拜
与ofo即将合并，此前，ofo的投
资人金沙江创投合伙人朱啸虎
就频频发声表示，摩拜和 ofo

“两家合并才是最好的选择”，
而今年6月，他还在朋友圈跟马
化腾互怼。不过，双方最后都
对合并传言进行了否认。

现在，当市场有了一股新
力量蚂蚁金服支持下的哈罗单
车出现。不知，摩拜与ofo双方
是否会令市场出其不意的最终
合并呢？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仍在停牌的中国
铝业4日晚披露了旗下多家子
公司混改进展，公司拟引入华
融瑞通、中国人寿、招平投资、
中国信达、太保寿险、中银金
融、工银金融及农银金融等 8
家投资者，通过“债权直接转为
股权”和“现金增资偿还债务”
两种方式，对公司旗下的中铝
山东、中州铝业、包头铝业及中
铝矿业4家全资子公司合计增
资 126 亿元，实施市场化债转
股。

据悉，相关子公司分别为中
国铝业旗下氧化铝、电解铝及铝
土矿重要生产企业，标的企业目
前较高的资产负债率不利于其
运营能力和盈利能力的进一步
提升。在此背景下，中国铝业筹
划混改。中国铝业披露了4家
子公司的估值信息。公告显示，
中铝山东、中州铝业、包头铝业、
中铝矿业净资产评估价值分别
为40.23亿元、41.03亿元、76.45
亿元、13.42亿元，增值率分别为
38.87%、21.16%、83.66%、66.28%。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两年
前，还是“亏损王”，此后伴随着

有色金属市场的回暖、以及内
部的一系列改革，截至2016年
末，中国铝业已连续两年盈
利。统计显示，2016年，中铝公
司共治理僵尸企业10户，实现
减亏增利10亿元；压缩法人单
位50户，并通过专门成立的中
铝资产公司盘活和清理了一批
低效资产和产能，逐步解决了
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历史包袱
问题。

由披露可知，标的公司的
资产负债率将因此次增资显著
下降。其中，中铝山东的资产
负 债 率 可 从 56.1% 降 低 至 约
29.01%、中州铝业可从56.54%降
低至约 25.99%、包头铝业可从
70.05%降低至约53.92%，中铝矿
业的资产负债率可从90.95%降
低至约25.9%。

根据公告，本次增资完成
后，标的公司通过“债权直接转
为股权”和“现金增资偿还债
务”可减少负债金额126亿元，
财务状况获得显著改善。本次
增资是公司实施市场化债转
股、积极稳妥降低杠杆率的重
要举措。本次增资后，公司仍
然拥有对标的公司的实质控制
权。

共享单车行业格局“风云未定”
哈罗单车再获23亿元融资成“第三者”

中国铝业子公司
拟实施市场化债转股

捆绑销售附加保险和服务

携程保代公司收罚单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储户告银行擅自划
扣了自己借记卡账户中的存款，
用于偿还其信用卡欠款，要求返
还日前被北京海淀法院判驳，北
京海淀法院表示，储户在申领信
用卡时，与信用卡中心签订了领
用合约，合约明确约定，储户未依
约还款等行为给信用卡中心造成
经济损失时，信用卡中心有权扣
划其他账户的存款，因此不能认
定信用卡中心的行为违反合约。

据悉，陈女士曾在某银行
申领信用卡及借记卡各一张。
在使用信用卡过程中，该银行
划扣了陈女士在借记卡账户中
的存款4000余元，用于偿还其
信用卡欠款。陈女士称，其借记

卡与信用卡并未关联，虽然信用
卡账户有欠款，但是银行无权在
不经其允许情况下私自划扣其
借记卡账户中的存款。于是，陈
女士诉至北京海淀法院，请求判
令该银行信用卡中心归还划扣
的4000余元，并赔偿损失4000
元。日前，北京海淀法院审结了
此案，判决驳回了陈女士的诉
请。

诉讼中，该银行信用卡中
心提交了有陈女士签名的《信
用卡领用合约》。该合约中明
确约定陈女士作为信用卡申领
人同意该信用卡中心扣划其在
该银行其他账户的存款、理财
产品以及其他抵押物用于清偿
其因使用信用卡而产生的欠
款，如需扣划未到期的定期存

款或理财产品，则申领人陈女
士同意放弃未到期的定期存款
或理财产品产生的全部孳息，
扣划后的定期存款或理财产品
余额一并转入其活期账户。

北京海淀法院经审理后认
为，陈女士在借记卡中的存款
非经其本人同意，任何人不得
擅自支配使用，其信用卡透支
使用的资金能否以其在该银行
的存款偿还，亦应当以陈女士
的意思表示为准。陈女士在申
领信用卡时，与信用卡中心签订
了领用合约，该合约合法有效，双
方均应严格遵行。合约明确约
定，陈女士未依约还款等行为给
信用卡中心造成经济损失时，信
用卡中心有权扣划其在本行其他
账户的存款。

银行划扣存款偿还信用卡欠款
储户要求返还被判驳

共享单车是否会“三分天下”？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施培琦 摄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
日首次发布中国快递物流指
数。11月份中国快递物流指数
为112.1%，比上月回升4.6个百
分点。在8个分项指数中，除成
本指数小幅回落外，其他指数
环比回升。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副主任

何辉介绍，该指数主要围绕商
务快件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
经营商务快件的大型物流企
业。商务快件是目前物流中反
映经济形势最快、最精准的部
分，选取商务活动作为新视角，
能体现经济运行中企业商务活
动的活跃情况。 据新华社电

中物联首次发布
商务快递专项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