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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愿意大胆尝试和抱有投机

心理，在某些方面是可以画等号的。

罗 敏， 趣 店 集 团（NYSE:QD）（ 以

下简称：趣店）创始人兼 CEO，一位从

小便被视为喜欢探索、大胆尝试的“勇敢”

的人，而这样的精神，也被运用在了他

那些数不清的失败创业中。曾经创立三

年便在纽交所上市的趣店，如今也被“折

腾”得有些岌岌可危，在尝试过汽车零售、

奢侈品电商、医美、社交等多项业余业

务之后，这次罗敏再次将手伸向了 2020

年的风口行业——在线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罗敏这些年的尝试，

无论是大白汽车，还是万里目，都是当

时处于风口的行业，如今转战在线教育

也有些跳入风口的意味？

而且这些有都是烧钱的领域，而趣

店的钱似乎也被罗敏烧了不少，只是并

未见到成效。

12 月 14 日晚间，趣店发布了 2020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其中总营收 8.5

亿元，较 2019 年第三季度的 25.9 亿元

营收同比下滑 67.2%。本年三个季度趣

店 分 别 实 现 营 收 9.6 亿 元、11.7 亿 元、

8.5 亿 元， 环 比 增 速 分 别 为 -50.4%、

21.8%、-27.2%。

在营收断崖式下滑的情况下，再次

进军烧钱风口：在线教育，罗敏这次又

双叒来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我适合做外联”

从小不走寻常路的罗敏，注定是个

不安分分子。

从江西农村走出来的他，早在 2005

年 Facebook 在国外刚刚兴起时就看到

了校园社交的苗头，当时还在江西师大

校园的罗敏开始第一次创业，尝试做校

园 SNS，不过很快便以失败告终。这是

罗敏与风口行业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在屡战屡败的创业经历中，2014 年

创建的趣店终于尝到站在风口起飞的甜

头。而彼时，也正是校园贷刚开始兴起

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花呗、借呗，有的只

是大学校园地推传单上印有的苹果、

DW，以及各类学生买不起的化妆品图片，

以及可以下载的三期免息 APP，趣店便

是其中之一。罗敏用了三年便带领趣店

在纽交所上市。

罗敏在老师和同学的眼中从来不是

一个循规蹈矩的三好学生。

“风口王”罗敏这次要抢占在线教育风口了
趣店的钱还够烧吗

大学时的罗敏学习一般，但对两件

事特别感兴趣，一是足球，一是游戏。

现在江西移动工作的骆晓亮当时住在罗

敏隔壁宿舍，因为家庭条件比较好，在

班里第一个买了电脑，他的宿舍就成了

罗敏最爱去的地方。

去得多了，罗敏身边总会围着很多

人，坐在小板凳上看罗敏打游戏的人当

中，还有他的同班同学彭晓锋。彭晓锋

2014 年辞去江西移动公司的公职，追随

罗敏，现在趣店负责厦门呼叫中心的工

作。他说，趣店创业之后，罗敏一次又

一次的商业选择都像是十几年前在游戏

中所做的那样：广泛收集信息、注重经

济发展，多线作战、平衡资源。他知道，

“罗敏太擅长这个了”。

“收集信息、多线作战”这样的形

容背后不难看出罗敏对于风口行业是高

度敏感的，加之大胆作战的性格，跨界

风口行业是可以理解的逻辑。

在大学校园时的他被选入了大学记

者社团，而入团前罗敏便明确表示，自

己不适合搞文字工作，而适合做外联。

事实的确如此，当学校请来明星嘉宾，

别人都不敢靠前，而罗敏凭借一张来源

不明的记者证，成功地进行了采访。

准确抓住亮点并向往之，是罗敏一

贯的做事风格和商业选择。当然，在趣

店做起之前，这样的风格经历了多次失

败，但趣店的成功让罗敏对自己的商业

逻辑和判断深信不疑。

2018 年 7 月，罗敏带领趣店落户厦

门，他一度将趣店比作当时在杭州起家

的阿里巴巴。趣店 CFO 杨家康深受罗敏

和趣店企业文化的影响，曾经说道：“厦

门很像 10 年前的杭州，阿里巴巴在杭州

的成长，给杭州带来了巨大的红利并吸

引了大量优秀的人才。”

主体业务处于“下风口”

“出道即巅峰”这句话放在趣店

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比起上市初期

35.4 美元 / 股的价格来说，如今的市值

蒸发已经超过了 90%。极客网资料显

示，在第三季度趣店融资收入同比下降

38.9%；贷款便利化收入和其他收入同

比下降 69.6%；销售佣金收入同比下滑

74.1%；应收款项拨备和其他资产同比下

滑 87.1%。用户方面，截止到 2020 年 9

月 30 日为止，趣店累计服务用户数环比

下滑 18.2%，为 8125 万人。 

究其原因，是趣店信贷业务大幅下

滑。趣店方面表示，“第三季度，我们

对现金信贷业务的运营保持了审慎的态

度，因为有关网络借贷的监管正在迅速

发展。”当初钻了监管的空白，如今也

因为政策收紧而付出了代价。除此之外，

与蚂蚁金服的“分手”也是造成趣店业

务受到挫败的关键原因。

12 月 14 日，趣店发布 2020 年第三

季度财报。财报显示，趣店在该季度营

收 同 比 下 滑 67.2%， 为 8.49 亿 元， 净

利 润 同 比 下 降 43.2%， 为 5.92 亿 元，

经调整后的净利润同比下滑 45.7%，为

5.76 亿元，这已经是趣店连续三个季度

显露颓势。财报发布后，趣店股价下跌

6.02%，为 1.25 美元 / 股，市值仅为 3.17

亿美元。 

趣店的诞生便是在互联网金融的风

口下，也曾因为重金布局市场和做线下

地推而在校园里火爆一时，但是随着监

管政策的收紧，校园贷业务也随之搁浅，

断臂求生的趣店开始了成人消费贷业务，

并在支付宝的助力下迅速积累了大批用

户，短短三年的时间登上了纽约证券交

易所。

早在 2018 年 3 月 12 日，罗敏还曾

表示：“自今年 1 月 1 日起，在趣店集

团市值达到千亿美元前，将不再从公司

领取任何薪水和奖金。”

彼时昆仑万维的董事长周亚辉还曾

表示：“罗敏的目标是 500 亿美元的公

司。”如今三年过去，曾经的雄心壮志

非但未能实现，整个公司也呈现出一种

后续无力的状态。

在趣店的招股书中，曾有这么一段

话：“蚂蚁金服在各个方面为我们提供

经营服务，如果蚂蚁金服所提供的服务

由于任何原因受到限制、禁止、缩减、

效率低下、价格上涨，或是导致借款人

无法使用，我们的业务可能会受到重大

不利影响。”的确，在与蚂蚁彻底分手后，

趣店迎来了一季度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

此后便一直未曾重返高光时刻。 

风口行业多烧钱，趣店还扛烧吗？

在趣店主体业务显现疲态的时候，

罗敏曾经多次想要站在风口改变趣店的

命运。

一投机跨界。在趣店上市不久后的

2017 年年底，罗敏做起了大白汽车分期

业务，主攻新车市场。2018 年 1 月，趣

店旗下的大白汽车业务正式亮相，在罗

敏的计划中，大白汽车要在 2018 年卖出

10 万辆，成为全国汽车零售商的 TOP5，

再过几年，销量要达到 200 万辆，成为

全球最大的汽车零售商。

在罗敏看来，这是一个打破互联网

固化的流量格局的绝佳时机，通过大规

模的资产投入，收割汽车领域的流量。

为此，罗敏还大肆招募了 600 名校

管培生在市场上参战，但抱着投机心理

的罗敏低估了进军汽车行业的难度。

据奔驰车企人员向《企业观察报》

透露，汽车行业属于重资产，光一个装

焊车间的投入就要四五亿元起步，而一

个成熟的车企和一个完整的装焊生产线

最起码要有十几个亿的基本投入，这也

是为什么蔚来汽车折腾这么久，产量一

直上不去的关键因素。

而随着 2018 年 8 月与支付宝的协议

到期，大白汽车从流量到售后都出现了

一系列的问题，终于在 2019 年 5 月 20

日大白汽车业务宣告终止。而据钛媒体

报道，根据趣店 2018 年财报数据，主要

来自大白汽车的销售收入为 21.7 亿元，

但其成本高达 27.4 亿元。

二投机跨界。罗敏依旧选择了处在

风口但是却依旧烧钱的奢品电商领域。

2020 年 3 月，趣店推出奢侈品电商平台

万里目后，很快加入补贴大战，打出了“百

亿补贴”，直接对标天猫、京东、拼多

多等电商巨头。

在抖音上，赵薇、黄晓明这样的巨

星为万里目代言。在产品上，平均产品

价格低于官网的百分之三十，最高低于

百分之五十。据数据显示，趣店二季度

的销售及市场推广费用已因万里目业务

翻倍至 1.57 亿，本季度的销售及市场推

广费用为 6480 万。

然而这样大力度的补贴，烧掉趣店

金融业务的营收时，也未曾减少黑猫投

诉平台上关于万里目售假的投诉数量。

与此同时，2020 年 6 月，趣店对奢

侈品电商平台寺库（NASDAQ: SECO）

进行 1 亿美元战略投资。寺库尚未公布

三季报，但其上季度净利收窄。

而就在奢侈品电商“万里目”推出

10 个月后，趣店再次尝试新场景——少

儿教育。除在近日推出独立 App“万里

目少儿”外，还将开办培训乐园一体的

线下店。目前，位于趣店总部厦门的第

一家已在装修，即将开业。

如今，罗敏又看上了 2020 年疫情催

生下火爆了的在线教育行业，想要入局。

显然在线教育行业仍是一个非常烧钱的

领域，并且线上的趋势是否可持续也还

要在未来几年疫情逐渐结束以后，慢慢

沉淀下来再看。

俞敏洪近日曾对在线教育这一风口

做出了公开表态。他表示，之所以在线

教育那么兴旺，是靠资本输血。2020 年

资本向教育领域输入了接近 150 亿美元

左右，而整个在线教育的收入大概就是

几百亿人民币，也就是花掉 1000 多亿人

民币，收了几百亿人民币，这就是整个

在线教育的状态。 

深耕教育领域多年的俞敏洪并没有

在在线教育风口上过猛用力，其实是值

得细细品味的。

趣店还有多少资本足够罗敏在“风

口”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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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是特殊的一年，新冠疫情的暴

发导致众多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

挑战，也成为各大企业的关键年。12 月

1 日，2020 调味品产业领袖峰会暨中国

调味品协会成立 25 周年纪念大会在广

州召开，围绕“发掘新品种、塑造新品

牌、提升高品质”的工信部“三品战略”，

深入探讨行业发展趋势。两年前，以“高

品质、好滋味”为品牌形象的太太乐已

推出颠覆传统调味品的“原味鲜”系列。

太太乐原味鲜系列目前共有 3 款固

领“鲜”时代：
太太乐打造新式家庭厨房

国研科教工程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国研科教工程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302MA019JU266）经股东会决议决定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

本 10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70 万元人民币，由股东国研文化传媒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定向减资 30 万元人民币，减资后不再持有公司股权。债权

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国研科教工程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国亦智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国亦智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302MA01A32893）经股东会决议决定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

本 20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180 万元人民币，由股东国研文化传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减资 20 万元人民币，减资后不再持有公司股权。债

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国亦智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北京国研智慧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北京国研智慧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302MA00CWQH4B）经股东会决议决定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

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60 万元人民币，由股东国研文化传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减资 40 万元人民币，减资后不再持有公司股权。债

权人可自公告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北京国研智慧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态复合风味调味料，5 款液态增鲜调味

料。在中国调味品协会发布的“2019 年

度调味品网络人气单品”中，太太乐原

味鲜酱油摘得酱油类桂冠，太太乐原味

鲜鸡鲜调味料也榜上有名。太太乐全系

列产品组合，满足家庭厨房应用场景的

全部所需。

作为调味品行业的领军企业，太太

乐时刻掌握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在深耕

数字化营销的同时，紧跟主流消费群体

步伐，挖掘宅经济需求。例如电商专供

的太太乐酱大师系列，被“回家吃饭”

栏目推荐为宅家常备产品；而今年 10

月举办的“2020 太太乐鲜味科学聚力

未来研讨会”中，主打“一包搞定”的

菜谱式调料包、“新鲜”亮相的鸡粉调

味料以及首次面世的“鲍汁耗油”，也

在会场与广大消费者正式见面。

日前已荣获“2019 年度中国轻工业

百强企业”，“2019 年度中国轻工业食

品行业五十强企业”的太太乐，一直坚

持从消费者实际需求为出发点，重视鲜

味科学的研究，并借助高校科研实力联

合公关，夯实鲜味基础。在未来，太太

乐的新品研发会继续围绕“鲜味”，推

出工艺上更天然的调味品。

减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