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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技术对教育的变革刚刚开始
作为“AI+教育”赛道第一

家完成上市的公司，流利说以
英语教育为突破口，开创性地
采用了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技
术，为用户提供定制化、高效率
的学习体验。根据招股书显
示，这种创新的模式被称为在
线教育行业的“教育3.0模式”。

由于一直坚持强调用AI加
持教育方式，这也意味着流利
说未来要深耕AI和教育两个领
域。对于任重前路，王翌表示，
技术对于教育的变革才刚刚开
始，“我们有太多的东西未知，
太多的个性化AI老师通过大脑
来打造，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
站在全世界的舞台上，让更多
的人们知道这一个新的学习的
方式已经到来了。”目前，流利
说旗下已拥有包括“英语流利
说”、“雅思流利说”在内的英语
教育类 APP，以及“懂你英语”、

“流利阅读”、“地道发音课”等
多款英语学习产品。

新颖的题材让流利说在路
演阶段便受到了海外投资人的
认可。通过此次IPO，流利说计

划发行575万股美国存托股票
（ADS），每股ADS股份代表1股A
类普通股。按发行后总股本
47，952，231股计算，累计募集
资金达到7190万美元，目前，流
利说市值超过6亿美元。

解锁人生无限可能
在此次上市过程中，流利说

通过招股书和股票代码间接宣布
了其集团化品牌升级的新名称：
LAIX，中文名称暂未确定。“LAIX
意 为 Life empowered by AI
to reach （X） infinite possi-
bilities。即‘以人工智能赋能生
活，解锁人生的无限可能’。”

王翌透露，集团化运作后
的LAIX，将继续依靠自主研发的
语音识别、深度学习、适应性学
习等人工智能技术，背靠多年
积累的“中国人英语语音数据
库”，打造一个更加智能的AI老
师，通过移动终端为全球用户
提供成熟的教育服务。

投资方之一心元资本创始
人郑博仁2013年第一次见到王
翌，他记忆中那个滔滔不绝地叙
述语音辨识未来的工程师，在短
短4年后已经带领流利说成长到

8000万用户，“团队今天可以飞
快地来到这个阶段，我百分之一
百相信，这都来自他当初告诉我
的坚定愿景——让众人做世界
的公民。”郑博仁表示。

另一投资方双湖资本CEO
张艳则表示“持续看好公司的
长期发展”。张艳坦言，流利说
创立6年，1年多前才开始货币
化，付费用户增速和营收在过
去1年都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令
人惊叹地实现了“80%的客户都
是第一次在线为语言学习付
费”的成果。

截至2018年6月30日，流
利说已在全球积累超过8380万
注册用户。付费用户超过百
万，仅2018年上半年，流利说的
付费用户数就已达到101.61万
人。此外，流利说的月活跃访
问用户从2016年的200万升至
2017年的440万，并于2018年
上半年升至720万。

关于“赚钱”
“积蓄初速度”

“亏损”是每一个上市公司
都要面临的问题。不过，虽然
目前整个在线教育领域没有摆

脱亏损的现状，王翌对流利说
的前景依旧保持乐观。

“首先我觉得，任何一个伟
大的公司，在发展初期都会有
一段时间需要很大的投入。没
有一个伟大的、带来变革的产
品是唾手可得的，所以我们要
着眼长远，该做的战略投入一
定要做。”

按 照 流 利 说 当 前 的 模
式，教师的成本几乎等于零，
因 为“ 不 需 要 给 老 师 付 工
资”。其毛利在 76%左右，并
且会一直上升，这跟行业普
遍毛利不高的现状形成了巨
大的差别。

“今天开始接触人工智能
的方式学习，这只是在热身，我
们希望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意识
到，这是一种非常有效而且平
易近人的学习方式。”

来自财务专家的分析表
示，由于教育行业特性，流利说
的营收受美国会计准则影响，
对于收入进行了“摊销”，大部
分年费或半年费用户带来的收
入会被均摊到尚未开始的时
间。因此，流利说的实际收入
会比报表数字高。

青年报 姜卓

在旅游中品尝地道的当地
特色美食，成为越来越多人出
游的新爱好。

据大众点评节后发布的
“必吃榜”数据显示，主打本地
特色的“必吃餐厅”在国庆黄金
周期间表现尤为亮眼，国内游
客最爱去上海、北京、无锡、杭
州、成都“打卡”当地特色美食。

统计显示，大闸蟹几乎成
功取代了传统的本帮菜，成为
黄金周期间上海地区游客和本
地食客的“必吃美食”。必吃餐
厅“蟹尊苑”的线上游客浏览量
同比激增378%，通过线上买单
的订单量环比增长了408%；北

京美食中，烤鸭和涮羊肉火锅
依旧是游客的“必打卡点”。其
中，连续两年入选必吃榜的四
季民福烤鸭店一直保持超高人
气，每3位食客里就有两名是特
意前来一品其味的游客。

有趣的是，同样是老北京
特色涮肉火锅，北京本地食客
更爱去的必吃餐厅是满恒记火
锅，而游客们则更偏爱满福楼。

“相较去年，外地游客浏览
满福楼的流量同比暴增4166%，
这同满福楼今年首次入选必吃
榜产生的引流作用息息相关。”
必吃榜相关负责人透露。

此外，今年国庆黄金周游
客最爱去的城市中，以无锡、杭
州、成都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

表现突出，仅次于北上两城；而
相较于北上广深等热门城市，
汕头、扬州、长沙、福州、佛山等
美食之城成为国庆期间杀出的

“黑马”。
不过，随着消费形式和需求

的多样化，游客们也不再执着于
到店就餐，通过外卖品尝当地美
食亦逐渐成为一种新潮流。

据10月8日美团外卖对外
发布的《十一外卖消费大数据》
显示，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外卖
市场显现出两大明显特征：旅
游外卖订单高幅增长，整体相
较去年同期大涨60%；生活“急
需求”物品订单迅猛增长。

“通过数据可以发现，基于
旅游市场的特点，国庆期间的

旅游外卖订单中，双人餐或者
多人餐订单占比相对较多，餐
品数量和客单价也远高于平日
订单。在下单时间上，旅游外
卖订单以晚餐和夜宵为主。”报
告进一步指出。

餐饮以外的生活“急需求”
增速也十分明显。据美团闪购
数据显示，长假期间，在热门旅
游城市，要求在30分钟左右配
送到位的生活用品数量猛增，
其中，数据线、充电宝、袜子、内
衣、雨伞、毛巾、护肤品、防晒霜
等成为订单增长大户，相比平
日增幅超过100%，部分品类增
长甚至超过200%。这类商品的
收货地址多为酒店、客栈等，表
明旅游用户购买居多。

巴城旅游
推介会举办

近日，为进一步加强与上海
对接，不断提升巴城阳澄湖大闸
蟹、昆曲等特色文化品牌影响
力，昆山巴城镇人民政府在上海
举办“昆曲源头·‘蟹’逅巴城”
2018昆山巴城创新发展上海推
介会，在金秋蟹肥时节，主动寻
找发展机遇，全力做好对接融入
上海大文章。

据了解，近年来巴城紧紧围
绕蟹文化、昆曲等特色文化产业
做文章，特别是以文化活动为载
体、以经贸洽谈为主题的昆山阳
澄湖蟹文化旅游节，经过多年发
展，活动规模和层次不断提升，
已成为展示以大闸蟹为代表的
昆山饮食文化的重要平台，成为
昆山打造休闲旅游品牌的闪亮
名片，成为昆山展示发展成果的
重要窗口。巴城以深厚的文化
底蕴、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
鲜美的阳澄湖大闸蟹，每年不仅
吸引了数百万游客前来旅游观
光，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在
这里投资兴业。在此次推介会
上，共有15个与上海合作的项
目签约，总投资超20亿元人民
币，涉及项目投资、科创平台、文
化交流和旅游等领域。

青年报 王娟

闵行举办
旅游购物节

2018年闵行旅游购物节自
9月16日开幕以来，系列活动接
连推出、精彩纷呈。“虹桥天地国
际音乐美食文化月”、“2018IKMC
国际少儿模特大赛”、“老外街德
国乡村餐厅第十二届德国啤酒
节”、“阿拉啤酒节”等多项活动集
中呈现了闵行的国际时尚风情；

“乐享中秋 月满马桥”、“召稼楼
中秋文艺汇演”等活动精彩演绎
闵行的传统人文风貌；“匠人造物
节”、“万象城LEGO全球任务”、“锦
江乐园夜市·奇幻星亮小镇”等特
色活动塑造了闵行富于创新、包
容万象的活力与魅力。

据了解，金秋九月，虹桥天
地正式开启国际音乐美食文化
月，此次活动邀请到35组国内
外知名艺术家和团体带来共72
场演出，不仅包含“2018天地世
界音乐节”、世界“疯”音乐周的
精彩演出，更联手上海艺术商
圈，给予消费者涵盖众多音乐风
格及元素的听觉新体验。突破
传统与现代，民族与流行的跨界
融合，尽现音乐魅力。“2018天
地世界音乐节”是中国新天地旗
下全新品牌“新天地XINTIANDI”
携手上海世界音乐季倾力打造
的年度音乐盛典，让观众与世界
音乐大师近距离接触，充分感受
当代表演艺术的人文活力。中
秋节小长假期间（9月22日-9月
24日），演出首日就有格莱美奖
获得者Sugar Blue登台献演。

青年报 王娟

流利说登陆纽交所 募集近6亿美元

AI再度助推在线教育“进阶”
巨大的市场空间正

在给予在线教育企业越
来越多“进阶”的机会。

近日，流利说（代码
LAIX）在美国纽约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成为
国内强敌环绕的在线教
育中“AI＋教育”第一
股。“我们会更加积极、
更加大力地投入在用户
增长和产品研发当中，
通过上市契机打开国际
化大门。”流利说创始人
兼CEO王翌在纽交所
现场接受采访时表示。

青年报 姜卓

美团点评发布黄金周餐饮大数据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