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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外卖业务真的这么好赚？

向琳

据报道，2017 年第二季度，Uber

外卖业务 UberEats 全球交易额在 7

亿至 8.7 亿美元， 占据公司全球交易

额的近十分之一， 这一数据也意味着

UberEats 有望达到 30 亿美元的年销

售总额。 虽然 Uber 目前的营收仍主

要来自于交通服务板块，但外卖业务

的增长速度已超过核心的打车服务。

Uber 首次涉足外卖业务是在

2014 年 8 月，在美国洛杉矶推出 U-

berFresh 送餐服务， 并在华盛顿、纽

约和芝加哥等 12 座城市试点。 当时

的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理想， 司机

送餐通常要将食物摆放在汽车行李

箱的安全储藏柜里， 这难免会造成

食物变凉等问题，引发顾客的不满。

2016 年 4 月，UberFresh 将餐饮的范

围扩大， 并且正式更名为 UberEats，

并推出独立 App。 UberEats 在今年 6

月刚刚登陆伦敦的时候， 承诺在 30

分钟内送餐， 并取消最低起送量和

配送费，相比其他对手的 30 分钟至

1 个小时的送餐和配送时间，U-

berEats 得以迅速提升市场占有率。

截至今年 7 月，UberEats 在其所覆盖

的 108 个城市中有 27 个城市取得了

收支平衡，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其司机所完成的行程数量也增长

24 倍之多。

Uber 高管认为，Uber 进入外卖

市场有三大优势： 第一，Uber 拥有

200 万驾驶员，这些驾驶员也可以配

送外卖；第二，Uber 在城市地图绘制

和最高效率路线方面所做的功课能

够帮助减少配送时间， 提升客户体

验；第三，公司还通过与麦当劳等公

司的合作方式来加快 UberEats 的发

展。 除此之外，送外卖的司机也不一

定需要拥有汽车，UberBike 自行车配

送也是一种可行的配送方式。

全球外卖市场不断扩大， 根据欧

睿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数据，2015年 ~

2020 年，全球餐饮外卖市场预计增长

10%， 达到 934 亿美元。 上周五 ，

Facebook 公司也宣布推出新功能，用

户可通过 Facebook 订购外卖美食，

首阶段合作的餐厅包括比萨连锁品

牌棒约翰、Five� Guys 汉堡店和墨西

哥烧烤快餐店等餐馆。 Facebook 此次

不仅与餐厅和快餐连锁运营商合作，

同时还会整合 ChowNow、EatStreet、

Delivery.com、Olo 和 DoorDash 等外

卖服务供应商服务，这意味着用户无

需再单独访问各个应用或者网站即

可享受“一站式” 订餐和外卖服务。

暂时来看，虽然 Uber 的外卖业

务为公司的交易额做出不少贡献，但

餐饮外卖市场的钱也不是这么好赚

的。 送餐服务平台 Deliveroo 估值已

超过 20 亿美元， 且是欧洲融资情况

最好的企业之一， 现已获得总额

8.577 亿美元的融资。 但根据其提供

的文件显示，2016 年营收增长 611%

至 1.286 亿英镑， 公司却仍然处于亏

损状态。百度外卖也由于常年亏损，被

百度作价 5 亿美元卖给饿了么， 而饿

了么和美团其实也一直处于亏损状

态。 饿了么的 CEO 张旭豪曾公开透

露， 目前平均一单外卖要亏损 1~2 元

不等。 目前送餐服务平台都面临着随

着规模越来越大， 烧钱速度也越来越

快的问题。 Uber 是一家专注打车服务

的优秀公司， 但是在餐饮外卖市场将

面临的竞争又会完全不同。

上月，UberEats 在印度的一则广

告也惹来非议。 广告口号是告诉老公

使用 UberEats， 老婆就能够不用做饭

歇一下。该广告被指涉嫌性别歧视，最

后公司不得不为此进行公开道歉。 想

要靠外卖市场来进行突破的 Uber，看

看深陷水火的其他外卖公司， 就知道

并非易事。

（作者系天元金融高级投资顾问）

Column

专栏

A3

“赶时髦” 式并购转型不可取

桂浩明

不久前， 某上市公司公告停止定

向增发， 理由是原计划通过定增募资

收购标的公司， 由于上市公司股价下

跌太多，拒绝以此作为对价基础。在这

之前， 该上市公司还终止过另外一次

定增计划。再往前追溯，该上市公司还

有过多项收购动议，最后都半途而废。

有人感叹， 这家公司命运为何如

此多舛。 每次试图转型，都功亏一篑。

但也有人说， 仔细看看该公司想进行

的那些收购，都是在自身主业之外，以

资本运作为手段， 去进入那些自己完

全陌生的领域。这样的收购，充满极大

的不确定性，成功的概率明显偏低。

这里不妨具体说一下上述这家上

市公司最近的两次收购。 作为一家玩

具企业， 该公司去年提出准备通过收

购核电设备部件生产企业， 进军核电

行业。 这个跨越很大，如果做好的话，

应该说也是公司的一次成功转型。 但

问题是，公司业绩每况愈下，资产规模

很小， 要完成收购就必须向社会筹集

资金。而且因为受到政策等的限制，还

不能收购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 于是

就有了定增及收购部分股权的安排。

然而， 由于公司在核电领域完全

是门外汉， 缺乏足够的理由让投资者

相信， 完成收购后公司原有的主业和

新的主业能够协调发展。 而更大的问

题在于， 被收购方内部未必一致同意

这样的收购， 他们对把部分资产装入

该上市公司以后的前景并不那么乐

观。于是几经反复，最后因为被收购方

的拒绝，该项收购不了了之。

但这次失败似乎没有让公司放弃

通过收购转型的想法， 不久以后它就

再次作出定增议案， 这次收购对象是

新能源资产。 虽然此刻证券市场上新

能源热方兴未艾， 但这项收购却并不

为广大投资者所看好， 消息公布后公

司的股价与新能源板块基本上是逆向

运行，不断创出阶段性新低，很快跌破

了增发价。 到后来，被收购方就以价格

存在分歧为理由否定了这个收购。此时

的这家上市公司，业绩已经从微利变为

亏损，着手进行重大资产的出售了。

一家以玩具为主业的上市公司，

先是要做核电机组部件， 后又转型新

能源，其目标都是当时最热门的产业。

从表面看， 这是公司紧紧抓住市场热

点的表现，但是再深入地分析一下，看

到的却是公司一种投机式的赶时髦行

为。 且不说玩具产业是否到了发展不

下去的状况， 或者说公司在这个领域

已经没有施展的空间，即便是要转型，

通常也应该是与原先的主业存在某些

关联，或者是相近相邻的。

在本身没有相应的人才、 技术、项

目、资金等准备的情况下，简单地通过

出资购买的方式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冒险行为。这里

要用的资金，还要从社会上募集，这就

又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无疑，这种收

购行为， 在一个日渐成熟的市场上，是

难以得到投资者真正认同的。问题还在

于，已经在核电项目上摔跟斗了，公司

又想去干新能源项目。 有人说，这实在

是视十多亿的收购重组为儿戏，这虽然

有点夸张，但人们据此怀疑公司在重大

资产重组上不够严肃、慎重，不是没有

一点道理的。 而现在，新能源项目又黄

了，公司下一步是什么呢？

若干年前， 上海有一家房地产上

市公司，好好的房地产开放不去做，一

会想搞生命科学， 一会又想搞科技投

资，同样是什么时髦搞什么。 结果，原

先令人羡慕的土地储备在为这些转型

所进行的交易中出让了， 公司也错失

了房地产大发展的好时机， 一度陷入

了低谷。后来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回归

房地产主业，才算恢复了元气。

这个案例说明， 上市公司应该是

要努力坚持主业，“不忘初心” ， 尤其

不能轻率地赶时髦， 完全脱离实际去

干那些自己根本就不了解， 也没有把

握做好的所谓新业务。 若干年前的这

家房地产上市公司， 还有现在这家玩

具上市公司，它们为此付出了代价。 这

样的教训，值得上市公司牢牢记取。投

资者也千万不要因为上市公司的赶时

髦行为，而盲目追捧其股价，这里风险

显然大于收益。

（作者系申万宏源证券首席分析师）

主曰无战 必战可也

陈嘉禾

“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

也。 ”这句话出自《孙子兵法·地形》，

意思是说， 如果对一场战斗有必然的

把握， 那么即使国家的君主说不可以

打，好的将领也应该去选择主动作战。

“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

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这样不求名

誉、不怕讥毁、一心为了国家最终利益

的人，是一个国家真正的珍宝。

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 我们一再

看到，前线带兵打仗的将领们，为了保

护自己的名誉，不敢违抗上级的命令，

去选择抗命的战与不战， 最后导致良

机丧失，甚至国破家亡。 其中最有名的

莫过于长平之战， 赵王嫌廉颇坚守不

出，换赵括带兵，结果不该打而打，“前

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

千百年过去，人心仍然没有改变。

现在，对这一类现象的学术总称，叫做

“代理人问题”（Agency� Problem），

指的就是受委托人为了自身的利益，

因而做出一些与委托人最终利益不相

符合的事情。 当然， 代理人问题有很

多，不敢违抗上级命令，因而做出遵守

指令的错误行动，只是其中一种。

2015 年美国两位著名的投资大

师霍华德·马克思 （Howard� Marks）

和乔尔·格林布拉特 （Joel� Green-

blatt）的一次访谈中，霍华德提到，他

认为沃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为什么能那么成功， 其中有一点很重

要的因素就是：巴菲特没有老板，所以

他不怕被炒鱿鱼。

因此， 巴菲特可以一直在市场做

出特立独行的决定，并且坚持下去。老

先生曾经在 1995 年就看空科技股泡

沫。众所周知，此类资产在之后的几年

里都大涨特涨。而在 2008 年美国股市

大跌、估值骤降时，他也能写下那篇著

名的短文《我正在购买美国》。

可惜，霍华德说，有巴菲特这个优

势的人太少了。即使是霍华德自己，虽

然他没有老板 （他自己就是公司老

板），但是他仍然管理着客户的钱，而

客户的眼光是有限的（否则还要霍华

德管钱干嘛）。 也就是说，在市场遭遇

到逆风的时候， 客户会给投资管理者

巨大的压力， 而扛不住这种压力的投

资管理者，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即使

他知道这是错误的。

由此引出一个经典的问题，为什么

大部分机构投资者喜欢抱团取暖？为什

么能够独树一帜、取得超额收益的机构

投资者如此之少？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

素，就来自“主曰必战，不敢不战” 。

在市场癫狂的时候，比如 2015 年

的第二季度， 如果一个机构投资者觉

得市场风险太大，因而降低仓位，结果

在 4、5 月和 6 月上旬， 他的业绩都会

大幅跑输同行。 在这时候，他的 AUM

（资产管理规模，Asset� Under� Man-

agement）会下降多少？ 基于资产管理

规模的管理费会少多少？ 放弃这么一

个大牛市带来的迅速扩张资产管理规

模的机会， 他又会受到多大的来自于

股东、管理层、销售部门、同行排名的

压力？这时候，我们又能指望有多少投

资者，能够扛住巨大的压力，从而做出

完全独立的、正确的判断？

反之，市场特别惨淡的时候，也是

一样的道理。在 2016 年年初香港股市

最低点的时候， 香港市场上大批海外

机构随之减持内地公司的股票， 其中

不乏西方最著名的投资银行、 商业银

行。 当时新加坡淡马锡投资屡屡增持

的新闻，也就显得格外醒目。 后来，港

股市场大涨，2016 年年初被证明是一

个极好的买入时点， 淡马锡也再次被

证明不负盛名。

那么， 为什么淡马锡能够如此特

立独行？ 其中一个原因， 来自于其独

立、不受干扰的决策机制。

在 2016 年港股最低点，我曾经问

几个新加坡朋友， 怎么看待淡马锡屡

屡增持港股？ 他们大多不解：“这么差

的市场怎么能买，跌得好惨的，你看欧

美大行好多都在卖啊， 输了钱新加坡

还要变穷。 ” 可想而知，如果淡马锡的

投资决策，不能做到不受市场舆论、大

众情绪的干扰，而一味要做到“每时每

刻都让所有人满意” ，那么它恐怕不可

能取得如此优秀的长期投资业绩。

所以说，当投资不顺利的时候，投

资者们是否曾经审视四周， 是不是受

到了太多来自市场以外的干扰？ 当购

买基金业绩表现不佳时， 投资者是否

曾经检查， 给了资产管理者太大的压

力？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时候聪明

人之间的智商差别并没有多大， 而优

秀、 能让最聪明的人发挥最大潜能的

制度，才是长期制胜的关键。

（作者系信达证券首席策略分析

师、研发中心执行总监）

大象起舞却悄无声息

杨苏

接连报告业绩迅速增长的大象

们，继续维持着歌舞升平的大好形势。

近日， 美国知名企业微软公司总市值

达到 6000 亿美元， 一举突破 2000 年

网络泡沫以来的最高点。

大市值公司的任性， 甚至让诺奖

得主的投资业绩光环首度变暗。 美国

学者、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理

查德·塞勒，因为在行为经济学研究方

面的贡献获得了 2017 年的诺贝尔经

济学奖。 塞勒同时担任一家基金公司

的负责人，该公司为 JP 摩根提供咨询

的基金业绩非常卓越，长期回报 19 年

盈利水平达到 832%，据称超过美国股

神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投资

回报。然而，该基金今年暂时业绩比过

往逊色不少， 这由基金的投资哲学决

定。根据行为经济学理论，该基金利用

市场对消息产生的行为偏差进行投

资，主要侧重小市值股票。

行为经济学提出，市场对旧的、负

面消息反应会比较过度，但对新的、正

面消息却常常反应不够。 放在小市值

公司身上，投资者会容易理解。 但是，

对于大市值的公司， 我们总会想到

“船小好调头”的古谚，常规思维考虑

体量大的劣势， 缩小和忽视大市值公

司的弹性和发展机会。

所以，当一些大市值公司悄无声息

地涨起来时，投资者无不惊讶。 放在每

一个交易日去看，我们很难看到大市值

公司暴涨的现象，又对温水煮青蛙式的

缓慢增长难以察觉。 市值不断攀升，刷

新投资者对于规模认知的上限，愈发不

敢参与此类公司的投资机遇。

笔者认为，小市值公司各有千秋，

但大市值公司是时代造就的。 早有数

据统计显示， 以往全球前十大公司由

石油化工和金融机构组成， 当前则由

科技互联网等巨头企业霸占。然而，追

溯到几年前， 这些企业业绩和规模开

始悄然攀升、 攫取属于自己的荣耀和

地位时，并没有多少投资者关注。

常规而言， 小市值公司容易高速

增长， 但现在大市值公司动辄就可以

达到净利润 50%的增长率。 以微软为

例， 公司总市值仅次于苹果和谷歌公

司。 业绩方面， 微软最值得注目的是

Azure 云端运算平台与服务增长接近

一倍，生产及业务部分增长两成到 84

亿美元， 至于云端计算仅仅落后业内

龙头亚马逊。

除了大市值公司， 有些市值排名

中等的行业龙头，甚至可以造就 100%

的净利润增长率。 这些公司存在成长

为大市值公司的可能， 是投资者可以

重点关注的投资机遇。显而易见，在当

前时代趋势背景下， 科技和创新是最

核心的驱动因素， 技术优势可以确保

公司现有业务更大规模的收入， 并将

收入来源衍生至更多的相关领域。

每个人都不得不依附于所处的时

代。 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姆经历了美

国经济最黑暗的时期， 所以才会将重

视资产清算价值的 “烟蒂投资法” 奉

为圭臬。随后，巴菲特吸收采纳更加重

视成长的投资理念， 也是随后几十年

美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经历 2000

年科网泡沫， 从不投资科技股的巴菲

特被奉为了股神， 然而近年巴菲特已

然重仓科技股标杆苹果公司。

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 无论

是业绩高速增长的大市值公司， 还是

集中度不断提高的行业龙头公司，都

值得换一个视野重新思考判断。 又有

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尝试判断十年二十年的时代趋势，

即便错了又何妨。

� � � � � �【琳听财经】

虽然

Uber

的外卖业

务为公司交易额做出

不少贡献

，

但餐饮市

场的钱也不是这么好

赚的

。

� � � � � �【股市笙歌】

小市值公司各有千

秋

，

但大市值公司是

时代造就的

。

� � � � � �【明眼看市】

表面看

，

公司紧紧抓

住市场热点进行转

型

。

但深入分析

，

所

谓的转型实际上是

一种投机式的赶时

髦行为

。

【明远之道】

淡马锡为什么能够如

此特立独行

？

其中一

个原因

，

是源自其独

立

、

不受干扰的决策

机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