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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视点 2020年11⽉24⽇ 星期⼆

· 华晨破产！宝⻢新合资公司浮出⽔⾯

· ⻩仁勋：和PC相提并论 PS5根本不配

· 迄今最便宜MacBook亮相 搭载M1处理器

· 交通卡、⻋钥匙都省了！超级SIM卡上线

· 英国⻩⽜屯3500台PS5 机器⼈抢100%保底⼀台

· 后继⽆⻋ ⼤众帕萨特将在美国市场停产停售

· iOS 15⽀持机型曝光：iPhone 6S终于要⾛了

· 居⺠家中⾃来⽔可“点燃” ：官⽅回应

· AMD RX 6700系列惊喜曝光：功耗神了！

· 央视曝存话费送⼿机骗局：全额返还只是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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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房 # 蛋壳公寓

⽂章价值打分

有价值 ⼀般般 没价值

当前⽂章打分 0  分，共有 0 ⼈打分

⽂章观点⽀持

最热⽂章 最热 最新

261 31 105

RTX 3080出⽣两个⽉卒！Radeon RX 6800/6800 XT⾸发评测

⼀、前⾔：出乎所有⼈预料的RDNA2构架 2020年9⽉4⽇，当NVIDIA基于新⼀代Ampere安培架构的

GeForce RTX 30系列显卡发布之时，⼏乎在所有玩家的内⼼都默默的宣判了AMD的死刑。 此前在

流处理器

14 0 4

历时⼀年打造！vivo全新系统OriginOS发布会直播

今天下午3:30，vivo全新系统OriginOS将正式发布。本次发布会快科技全程视频+图⽂报道，敬请

关注。 从⽬前曝光的信息来看，vivo新系统OriginOS拥有着巨⼤的变化，甚⾄有可能改变当前⼿

机系统的体

114 25 73

⽹游碾压性优势！锐⻰7 5800X/锐⻰5 5600X评测：现在轮到AMD越级虐对⼿
了

⼀、前⾔：15年的轮回 Zen3终成最强游戏处理器 在游戏玩家眼中，AMD的上⼀次辉煌应该是

2005年Athlon 64 FX-57。彼时的Intel正痴迷于冲击4GHz频率⼤关，但“⾼贵”的FX-57仅凭2.8GH

62 17 35

全球⾸款⾃由曲⾯镜头⼿机告别畸变！华为Mate40 Pro+超⼤杯评测

⼀、前⾔：华为Mate系列与超⼴⻆镜头纠缠到底 早在上⼀代超⼤杯影像旗舰P40 Pro+的身上，

华为想要打造的⼿机影像体系⾛向就已经⼗分明确——紧紧在围绕时间、空间这两个准绳尺度

上

36 13 52

AMD发布全新架构计算卡Instinct MI100：AI性能暴涨7倍

负债90亿：蛋壳公寓是怎么把⾃⼰玩死的？

租房被骗，可能是社畜们最后的一道防线了。

受疫情影响，今年以来，有关蛋壳公寓出现问题的各种消息越来越多。

2月初，蛋壳公寓由于“强制”房东们免租，却不给租户免租的消息，引发舆论质疑。随后，深圳市发生蛋壳公寓

业主讨要租金聚众维权事件。

6月18日，蛋壳公寓发布公告，称CEO高靖正在接受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调查，并宣布任命联合创始人、董事

和总裁崔岩担任代理CEO。

蛋壳公寓解释称，高靖所涉调查与之前其参与的个人商业投资有关，与蛋壳公寓无关，但南方周末在8月发布报

道称，高靖被调查一事疑似涉及到国有资产问题。

10月14日，蛋壳公寓“破产跑路”的消息登上了微博热搜榜。当日晚些时候，蛋壳官方回应称，此乃部分合作方

因纠纷而采取过激行为，散布虚假言论。

11月6日，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蛋壳公寓关联公司紫梧桐（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又添2条被执行人

信息，执行标的超520万元。

11月9日，蛋壳公寓被央视曝光深陷流动性危机。

11月16日下午，蛋壳公寓在微博发文称：没有破产，也不会跑路，请不要信谣传谣。

但上市不到一年，蛋壳公寓已经一地鸡毛了。

风口上的蛋壳公寓

那么，蛋壳公寓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2015年起，蛋壳公寓打着“互联网+金融+房地产”的旗号亮相，迅速得到了资本的青睐。

蛋壳公寓的创始人兼CEO高靖可谓是互联网行业中的老手。

2005年从北京交通大学毕业之后，他先后任职于百姓网、百度、好乐买、糯米网等多家互联网公司。或许是这

些过往的经历，让蛋壳公寓的融资也相对来说更为容易。

2015年，高靖获得他在糯米网的老领导沈博阳的一笔天使投资，紧接着蛋壳公寓成功融资数千万人民币。

2017年，蛋壳公寓A+轮融资过亿；

2019年，蛋壳公寓更是获得老虎基金、蚂蚁金服等5亿美元加持；

仅仅4年，蛋壳覆盖了13个城市，手中的房源已达40.7万个，足足翻了166倍。

资本青睐，扩张速度快，让蛋壳公寓尝到了长租公寓的甜头。2020年1月17日，蛋壳公寓登陆纽交所，成为202

0年纽交所第一中概股。

但事实上，蛋壳公寓的发展看起来顺风顺水，实则一直在烧钱。

根据蛋壳公寓发布的财报显示，2017年，蛋壳公寓营收6.57亿元，净亏损2.72亿元；2018年，蛋壳公寓营收26.

75亿元，亏损13.7亿元；2019年营收71.29亿元，亏损34.47亿元；2020年第一季度亏损12.31亿元。

累计亏损63.2亿元。截至2020年一季度，蛋壳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8.26亿元，但总负债达90.27亿元，资产负债

率高达97.06%。

造成亏损一个原因是蛋壳疯狂的扩张规模。

数据显示，2017年到2019年，蛋壳公寓运营房间数暴涨了近30倍。

为了争夺市场份额，蛋壳疯狂补贴用户，做广告营销，推进后续服务……

据蛋壳招股书，平均下来每一套新增房源的成本，需要12-20个月后才能收回。

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下，整个市场租金普降，蛋壳的客单价也继续下滑。蛋壳招股书中风险提示章写到，因

为对未来房租上涨持乐观态度，公司与房东们普遍签了4-6年长约，锁定了成本价格，如果未来市场价格下滑，

存在租金差为负的风险。

同时，租金贷的模式也为蛋壳公寓的长期亏损填了一把火。

所谓租金贷，即租客通过贷款租房。合同签订后，金融平台就会一次性将租客合同期内的所有租金支付给公寓

方。反过来，租客则可以按月或者按季度把租金支付给金融平台进行还款。

在这个过程中，公寓方一方面提前拿到了租客合同期内的所有房租，另一方面又仍然按月给房东结款。而这中

间由于时间差出现的资金沉淀，也就成了公寓可以自由支配现金。

通过这样的方式，长租公寓获得了更低成本的资金来源用于市场扩张，但同时，风险也随之而至。

一方面，长租公寓通过租金贷获得的资金实际上是长租公寓在未来需要支付给房东的租金，所以当公寓将这笔

钱用作市场扩张时，公寓就必须保证新开发房源的入住率。因为只有这样，公寓方才能用新租客预付的租金来

支付之前应当付给房东的房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市场出现波动，例如扩张不顺利，入住率不及预期、或者有突然有大量租客退房等情

况出现，长租公寓就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某自如项目负责人曾提出，分散式长租公寓只有做到95%入住率，才能实现稳定的现

金流。

而观察蛋壳公寓2019年第一季度到2020年第一季度入住率的情况，均未超过95%，可见亏损也是意料之中了。

而另一方面，由于资金缺乏监管，还会有一些长租公寓并不会将资金用作市场扩张，反而是为了追求更高投资

回报率将资金投入到股市或者其他资本市场，而这样做，也进一步增加了资金亏损的风险。

为了抢占市场，蛋壳这波把风险转嫁给租客和房东的操作，也真是有点不讲武德了。

另外，自今年8月以来，北京、广州、深圳等多地的蛋壳公寓出现了断网情况，租户联系管家保修，却被取消了

维修订单。蛋壳公寓因为出现退款过慢、无故断网等原因，遭到了大量租户投诉。

这个自称最懂年轻人、“给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一个温暖的家”的蛋壳公寓，在年轻人群体中，逐渐失去了口碑。

与此同时，蛋壳的暴雷除了长期的扩张烧钱以及租金贷的模式弊端外，蛋壳自身也在预示着危机。

今年6月，高靖被带走调查后，蛋壳公寓主要负责供应链采购的副总裁江强在7月离职。

此前，蛋壳公寓曾宣布，纪纲因个人原因，已于2020年6月14日辞去蛋壳公寓董事一职。纪纲为蚂蚁金服集团

副总裁、战略投资部负责人，也是蚂蚁金服投资蛋壳公寓的关键人物。

10月20日，蛋壳公寓首席运营官（COO）顾国栋被曝离职。

CEO被调查，董事会换血，这些都让本不稳定的蛋壳公寓“雪上加霜”。

但说到底，“盈利难”并非商业模式上的漏洞。最根本的症结，在于非理性的商业态度。

为了扩张而扩张，等待他们的，就只有被用户、投资者抛弃的结局。

长租公寓是一门“坏生意”吗？

但蛋壳公寓不是第一个暴雷的长租公寓，也不是最后一个。

根据《财经》杂志的统计发现，仅今年下半年，暴雷的长租公寓企业就多达24家。

暴雷的原因也和蛋壳公寓如出一辙，资金压力、房源成本、盈利问题始终是困扰这个行业的根本问题。

但长租公寓作为刚需，存在着广阔的前景。

据Fastdata极数《2019年中国长租公寓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末，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41亿，截至20

19年底，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住房租赁市场规模达一万亿元。随着租房消费升级，长租公寓App渗透率不断上升

，截至2019年10月，长租公寓App整体活跃用户规模超220万。与庞大的市场需求相比，当前长租公寓行业仍

处于在“爬坡期”，前景依然广阔。

另外，政策也在给予长租公寓以扶持，《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出，应给予住房租赁企业一定的金

融政策支持，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金融、税收、土地等方面的优惠。

可以预见，未来长租公寓依旧是一个刚需市场，只是，涌入长租公寓市场的玩家们依然要思考如何在盈利和市

场占有率之间做平衡。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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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好了，提交

⽂明发⾔，理性讨论，涉政引战等不当⾔论请勿发起，谢谢。

添加表情

⽹站评论、账号管理说明

[17楼] alisj ⼴东省⼿机⽤户 发表时间：2020/11/16 22:04:49

游客1wct：

举报 反对[35]⽀持[40]回复

脑⼦是个好东⻄，可惜你没有。

⽐起华晨汽⻋负债１２００亿，９０亿就是个零头。

        ⽐起铁路总公司负债逾５万亿，９０亿连零头都不算了。

[16楼] 游客1wct 索尼XperiaXZ2 ⼴⻄ 发表时间：2020/11/16 21:58:49

举报 反对[20]⽀持[46]回复

⽐起华晨汽⻋负债１２００亿，９０亿就是个零头。

        ⽐起铁路总公司负债逾５万亿，９０亿连零头都不算了。

[15楼] qq_lwc 北京市 发表时间：2020/11/16 22:10:49

举报 反对[2]⽀持[56]回复

⻓租公寓这种模式不可能挣钱的，⾼价收房，低价出租，就是⼀个赔本买卖，想垄断房源后，再提价，想太美，市场上房源太

多了，况且现在房租已经很⾼，指望房租持续上涨是很难的，好好的做中介不好吗？⾮要做⼆房东割⾲菜。注定是要失败的，

现在房东都不敢跟他们合作了，收房价⾼，却挪⽤房租，房东收不到钱，坑租户 坑房东。

[14楼] NLNLNLN ⼴东省中⼭市 发表时间：2020/11/16 22:34:05

举报 反对[2]⽀持[32]回复

钱早进⼤佬的⼝袋了，你们记得按时交租。

[13楼] jiyc2008 河北省衡⽔市 发表时间：2020/11/16 23:19:57

举报 反对[0]⽀持[23]回复

已经上市了，钱已经到⼿了，倒闭了也值了。

[12楼] MK48 ⼴东省⼿机⽤户 发表时间：2020/11/16 22:00:32

举报 反对[0]⽀持[15]回复

俗话说得好啊！⻛吹鸡蛋壳，财散⼈安乐。就继续作吧！

[11楼] QQ卖⻥猪 iPhone 7 Plus ⼴东省⼴州市 发表时间：2020/11/16 22:50:54

举报 反对[0]⽀持[10]回复

真好啊，⽼板们吃好睡好，亏损也照发⼤奖⾦⾼⼯资，最后就资产转移去⽶国公⼲回不来

[10楼] xhkid 重庆市 发表时间：2020/11/16 23:28:56

游客1wct：

举报 反对[1]⽀持[4]回复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般企业要是能保证贷款没⼈提前催还，那怎么都好说。⺠企只要是被催帐，那基本代表有⼈要收拾你了

。

⽐起华晨汽⻋负债１２００亿，９０亿就是个零头。

        ⽐起铁路总公司负债逾５万亿，９０亿连零头都不算了。

[9楼] Ranne 上海市宝⼭区 发表时间：2020/11/16 22:55:35

举报 反对[0]⽀持[4]回复

只有⾃⼰房⼦⼜散⼜多的才會去交給別⼈打理.... 否則直接⾃⼰打理不是更好麼.

[8楼] QQ23870862找我的 ⼴东省佛⼭市 发表时间：2020/11/16 22:50:32

举报 反对[0]⽀持[2]回复

没⽤过就倒闭了

损坏的硬盘或u盘数据恢复，98%可恢复（⼀辈⼦收藏）

u盘数据恢复

1.1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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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作者

发⽂累计获赞8087，⽂章被154570⼈收藏

魏VV7被撞 翻数圈掉下20⽶⾼桥！⻋上5⼈均幸
存 官⽅回应

重庆“空中驾校”⾛红⽹络！负责⼈被约谈 竟然..

中国⾃⾏⻋遭海外哄抢：凤凰⾃⾏⻋订单排到

明年7⽉

2.8K⾼刷屏能⽤20多个⼩时 笔记本为何突然这么
强？

2020年的笔记本怎么选？真⾹组合要看这两点

成了！M1处理器Mac运⾏Windows程序及游戏⽆
压⼒

直径6⽶！中国冷极再现神秘圆形冰盘：转圈圈

iPhone 12绿屏竟然是屏幕混⽤的锅？看看你是啥
屏

完全免费！⼀秒钟让你的宽带提速500M

Zen3实在太⾹！⼤神破解AMD限制 性价⽐⽆敌
了

原⽂：AMD RX6000显卡正式发布：竟然掀翻RTX3090 还便

宜4000！

⽀持[1152] | 反对[23]

原⽂：AMD锐⻰5000国内价格公布！不能更良⼼

⽀持[154] | 反对[677]

原⽂：AMD RX6000显卡正式发布：竟然掀翻RTX3090 还便

宜4000！

⽀持[762] | 反对[13]

原⽂：AMD RX6000显卡正式发布：竟然掀翻RTX3090 还便

宜4000！

⽀持[767] | 反对[8]

原⽂：AMD锐⻰5000国内价格公布！不能更良⼼

⽀持[720] | 反对[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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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只要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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