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 百度外卖将卖身的
传言起于 2016 年年中，彼时百度
外卖的绯闻对象是美团点评。半
年之后，百度外卖再次和顺丰陷入
收购传闻。如今，百度外卖终于出
售，但买家是饿了么。

百度外卖到底还是卖给了饿了
么，估值约为5亿美元。

8 月 21 日，有接近饿了么的知情人
士向记者证实，饿了么收购百度外卖的
事情已经确定，“这次的估值打折也很
多，去年的报价还是20亿美元。最终的
成交金额是5亿美元左右，饿了么出了一

部分现金和股票，并不是全部现金收购。”
饿了么官方人士对记者的回应则是

不予置评。据悉，上述交易完成后，百度
外卖将独立运营一年左右。从去年开始，
百度外卖注册资本变更之后的半年之内，
接连不断传出出售的消息。最有可能的
是今年3月百度外卖被传将与顺丰战略
合作，双方按照1：1的比例成立合资公司，
但最终也不了了之。

如今，出售的消息尘埃落定，百度全
身而退更多精力投身至人工智能领域。
在刚刚发布的百度公司第二季度财报
中，百度公司定下了转型AI的新战略目
标。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李彦宏
表示，百度以人工智能为基础驱动力来
不断完善现有核心业务，尤其是手机百
度、搜索、资讯流等核心产品，并未提及
百度未来在 O2O 领域的布局和战略。

他认为，股票市场波动很难解释，但百度
一年前开始定位更加清晰，重视 AI，从
移动互联网时代进入了AI新的时代。

百度把更多的赌注押在了 B 端市
场，把 O2O 市场留给了腾讯和阿里巴
巴。在饿了么收购百度外卖后，O2O 行
业将会迎来更加激烈的肉搏。

第三方咨询机构艾瑞咨询预测，
2017 年，本地生活服务 O2O 市场规模
为 9780 亿元，接近 1 万亿元大关。其
中，到店业务以口碑、美团点评为主要代
表，市场规模预计为 7149 亿元，占比
73%，成为本地生活服务O2O的主要板
块。而外卖、上门按摩、配送等到家业务
以美团外卖、饿了么为代表，2017 年市
场规模预计为 2631 亿元，相比 2016 年
增速为 75.9%。虽然 O2O 市场空间巨
大，但是对用户的实际渗透率还不足

10%，对于各大平台来说还有很大的增
长空间。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是口碑、饿
了么还是美团点评，未来都需要持续加
大资本的投入，给予商家和用户更多的
赋能和补贴，短期盈利并不现实。

据《IT 时报》报道，2016 年年初，美
团点评完成33亿美元融资时。美团CEO
王兴与投资方签署的协议是2018年美团点
评完成上市，同时保证IPO估值不低于200
亿美元，若无法完成，美团点评将赔付近40
亿美元。今年年初，美团点评部分手中掌握
期权的员工已经开始行权，每股公允价在
2.6美元上下。在业内人士看来，行权的启
动是美团点评进入上市轨道的信号，最早今
年年内最晚明年，美团将完成赴美上市。

不过，现在看来，对于行业的变局，
美团点评需要拿出更多策略来应对。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

仅作价5亿美元

饿了么收购百度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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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曰:“大鹏展翅，扶摇而上九
万里。”中国的“彩虹”超高空太阳能无
人机就是一只名副其实的大鹏鸟！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彩虹”超
高空太阳能无人机圆满完成临近空间
飞行试验，成为我国首款能够在 2 万
米以上高空长时间持久飞行的超高空
太阳能无人机。

此次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已成为
继美、英之后第三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

最近，外媒炒作“彩虹”无人机在
反航母方面的重要作用，引起了舆论
的高度关注。那么，“彩虹”无人机究
竟为什么这么厉害？它又有什么更加
广泛的用途呢？

简单来说，超高空太阳能无人机
是指利用太阳光辐射能作为动力，可
以在高空（临近空间）进行持久飞行的
一种无人驾驶飞行器。

临近空间是指高于普通航空器飞
行高度，而低于太空轨道飞行器运行
空间的区域。一般来说，将距离地面
20—100 公里高度的空间称为临近空
间。人们熟悉的 U-2、SR-71 等美国
间谍飞机一般就是在这个高度飞行的。

如果不考虑部件的寿命，太阳能
飞行器理论上可以实现“永久飞行”。
在白天，无人机依靠机体表面铺设的
光电池阵列将太阳辐射能转化为电
能，维持飞行动力系统、航空电子设备
和有效载荷的正常工作，同时对机载
二次电源进行充电。在夜间，则利用
机载二次电源中储备的电能维持飞
行，如果白天储备的电能可以满足夜
间飞行需求，那么超高空太阳能无人
机理论上就具备了“持久”飞行能力。

1981 年，美国航空环境公司成功
研制了基于太阳能动力的“太阳能挑
战者”号飞行器，并且历经5小时从巴

黎飞行到伦敦（距离大约262.3公里），引
起了美国官方的关注，要求继续研发可
以在1.98万米高度的高空长时间飞行的
太阳能飞行器，由此拉开了人类发展超
高空太阳能无人机的序幕。

1994年，NASA和航空环境公司等
工业界伙伴联合开展“环境研究飞行器和
传感器技术”（ERAST）项目，启动了“太阳
神”系列超高空太阳能无人机的研制计
划，先后发展了“探路者”“百夫长”“探路
者+”“太阳神”高空型样机、“太阳神”长航
时型样机，分别创下了2.44万米、2.95万
米的太阳能无人机飞行高度纪录，持续飞
行最长时间达到了24小时。

2007年，美国DARPA启动了代号为
“秃鹰”的超高空太阳能无人机计划，计划
的目标是研制能够在1.8-2.7万米高度持
续飞行 5 年，可携带 450 公斤、额定功率
5kW有效载荷的超高空太阳能无人机。

目前，美国波音公司的“太阳鹰”方
案已经赢得了“秃鹰”计划的第二阶段发
展合同，正在验证电源系统和结构等关
键技术。此外，英国奎奈蒂克公司研制
的“西风”太阳能超高空长航时无人机也
在 2010 年 7 月成功试飞，设计持续飞行
时间为3个月，最大飞行高度为4万米。

早在二十世纪90年代，我国就开展
了太阳能无人机的研究工作。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十一研究院研
发的“彩虹”超高空太阳能无人机是“彩
虹”系列无人机家族的最新成员，这款大
翼展、大展弦比、超高空太阳能无人机的
飞行试验能够取得成功，充分说明我国
在超高空太阳能无人机实用化技术上得
到了极大突破，也证明我国在这一领域
实现了与传统航空强国的并驾齐驱，处
于国际一流水平，标志着我国在超高空
太阳能无人机领域的实质性进展。

由于我国国土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
太阳能辐照资源的丰富带和较丰富带，
为太阳能的利用提供了很好的自然条件
和资源优势，也理应重视超高空太阳能
无人机的发展。

由于超高空太阳能无人机可以不受
近地面气象条件的制约，具备在临近空
间进行长时间持续飞行的能力，因此其
具有相当广泛的应用前景。

其实相对于外媒炒作的指挥东风-
21D导弹攻击航母这种并不十分靠谱的
猜想，“彩虹”在民用领域的重大作用才
是社会经济建设真真实实需要的。

比如，“彩虹”可携带高分辨率的光
电载荷，对陆上长距离油气输送管线和
陆上长距离输电线路进行日常巡视巡
检、森林防火巡查、森林资源普查、农业
普查、农业病虫害防治的监测预报、防洪
防汛的监测预报、地震或者重大地质灾

害的实时评估与救援、渔场资源的监测
和保护、偏远地区的地图测绘和地质勘
查、鸟类迁徙追踪等。

还能够携带专门的科学探测仪器，
展开诸如高空闪电与大气研究、天气与
气象监测预报、台风监测、碳排放与环保
监测等任务。

此外，超高空太阳能无人机也能在
治安或者执法领域得到应用，比如协助
海关或者海岸警卫队进行近海或者专属
经济区的实时监视、执法巡查、取证识别
等，进行反走私、反海盗、反恐、打击非法
捕捞等活动，可以有效地维护海洋权益
和领海主权，避免传统有人舰机在恶劣
海洋条件下执行此类枯燥、乏味、长时间
巡航任务引发的风险和意外。

另外，超高空太阳能无人机还能够

作为通信中继节点，为某些偏远地区或
者海岛提供较为便捷、廉价和响应迅速
的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接入服务，从而避
免传统光纤或者微波传输线路的巨大建
设、使用和维护成本，大大降低了信息化
门槛，促进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更好
的交流和沟通。

我们相信，超高空太阳能无人机作
为一种新概念航空器，性能优势显著，发
展前景广阔，随着高强度轻质石墨烯结
构新材料、新型光电池、新型储能手段等
关键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成熟，以“彩虹”
超高空太阳能无人机为代表的超高空太
阳能无人机家族必将在未来承担起越来
越多的用途，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不断进
步发挥巨大的作用，必将迎来灿烂的明
天。 来源：苏科家园

彩虹超高空太阳能无人机临近空间飞行试验成功

Wi-Fi 作为一种允许电子设备连接
到无线局域网（WLAN）的技术，当今已经
在全球范围内普及。近日，德国慕尼黑工
业大学的科学家研发出全息图像处理技
术，可用 Wi-Fi 信号的微波辐射生成一个
区域及区域内的人和物的 3D 图像，使
Wi-Fi进行3D成像变成了现实。

Wi-Fi 信号就像是窥探用户住所的
一个窗口。研究人员表示，这一技术能生
成建筑物的扫描，并追踪到室内的人，但它
也能够协助雪崩或地震后的人员搜救。

弗雷德曼·雷哈德与菲利普·霍尔两位
博士研究称，光学全息图需要精湛的激光技

术，而用Wi-Fi发射器的微波辐射生成全息图
仅需要一个固定的天线和一个可移动的天
线。弗雷德曼·雷哈德博士是慕尼黑大学的埃
米诺特研究小组沃尔特肖特基学院量子传感
器部门的主任，他说：“有了这项技术，我们可

以生成Wi-Fi发射器周围空间的3D图像，就
好像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微波辐射一样。”

通过微波辐射生成图像需要大带宽的、
有特殊用途的发射器。频段为 2.4GHz 和
5GHz 的小带宽典型家用 WiFi 发射器足以

让研究人员来使用全息数据处理技术，甚至
蓝牙和手机信号也行得通。这些设备的波长
对应于几厘米的空间分辨率。

菲利普·霍尔说：“人们不再使用一个可
移动的天线点对点地测量图像，而是使用更
多的天线来获取像视频一样的图像频率。未
来的 Wi-Fi 频率可能会达到 60GHz IEEE
802.11标准，这将使分辨率精确到毫米。”

来源：新浪科技

Wi-Fi新用途：3D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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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旅游科普旅游

想学习急救知识和了解各个
时期、来自不同国家的油灯藏品
吗？市科协9月份带你走进常州市
医疗急救中心和油灯博物馆。

常州市医疗急救中心，是常州
市唯一从事院前急救的医疗机构，
负责本地区市民的日常院前急救
以及突发性的、重特大灾害事故的
抢救工作。该机构不仅承担了常
州市卫生局部署的全市从事院前
急救工作人员的岗前、岗位培训以

及我市急救学术交流的任务，还承
担了常州市高危岗位人员急救知
识技能培训、常州市市民急救知识
的普及工作。油灯博物馆坐落于
西太湖畔雅集园内，展厅面积1000
多平方米，拥有世界各国的油灯
1500余件，观众可通过手机扫描二
维码就能全面了解每一盏油灯的
相关知识。

9 月份共组织4次科普游，时间
分别为 3 日、9 日、17 日、23 日。有
兴趣参加科普游的市民可到青旅各
门店现场报名，每次旅游限定人数
为 100 名。每位市民收取 30 元午
餐费，其余费用均由市科协承担。

市科协将推出9月份科普游线路

只知烧钱不知如何赚钱的特斯拉
要被投资者抛弃了？

特斯拉二季度财报出炉不久，就
爆出有两大主力机构大规模减持手中
近一半的特斯拉股票。

尽管这两家机构事后依然强调其
对特斯拉的信心，但仍然难掩一些投
资者对特斯拉估值过高的担心。

财报优异，大股东却减持
本月初，特斯拉的财报出炉，其收

入和亏损表现均优于于华尔街预期，
展示了实现 Model 3 生产目标的信
心。财报公布后股价大涨。

但是，根据最近的股权结构，特斯
拉 的 两 家 主 力 投 资 机 构 ，Fidelity
Investments 和 T. Rowe Price 却
分别减持其持有的 162 万股和 133 万
股，分别占其持有特斯拉股票总数的
43%和 48%。尽管如此，这两家机构
依然位列特斯拉前十大投资者行列。

除这两家之外，摩根士丹利也减

持了特斯拉的股份。
总体来看，截至6月底，机构投资者持

有9520万股，相比于3月底，一共减少了
1070万股。

对此，特斯拉并没有立即回应。
坐拥600亿美元的估值，特斯拉位列

美国汽车公司首位。尽管特斯拉CEO马
斯克曾表示今年下半年特斯拉将面临“生
产上的极大挑战”，但其财报显示，该公司
依然拥有30亿美元的现金，足以支撑起
未来两个季度大约20亿美元的开销，这
给投资者吃了一颗定心丸。

既然特斯拉表现优异，为什么两大主
力机构争相减持呢？

你太优秀，所以我不能要你
Fidelity Investments 在 其 网 站

上发布的消息称，特斯拉是“市场的宠
儿”，依然为其投资贡献不少。但是，该
公司也因为更加平民化的 Model 3 指
出了一些担心：

一些投资者认为，Model 3 电动车

是不是“太好了”，好到有可能会影响特斯
拉定价更高的产品。基于这种担心，我们
至少目前会减持一部分特斯拉的股份。

另 一 家 减 持 的 主 力 机 构 Rowe
Price的发言人在声明中说：对于在正确
的地方投入正确的资金，我们对此深信
不疑。对我们来说，特斯拉依然是一个
赚 钱 的 主 力 投 资 对 象 ，我 们 继 续 对
Model 3的前景感到振奋。

而同样减持的摩根士丹利则没有表态。
主力机构减持特斯拉的消息爆出

后，18 日，特斯拉股价下跌 0.4%，报收
346.06美元。

特斯拉估值过高？
特斯拉规模持续扩大，但是长期亏

损，这也让不少投资者认为，特斯拉的估
值可能过高。相比于传统汽车制造商福
特，虽然估值低于特斯拉，但是其营业收
入是特斯拉的22倍。

本月初公布财报显示，第二季度特
斯拉亏损低于华尔街预期，营业收入高

于预期。当季调整后每股亏损 1.33 美
元，市场预期亏损 1.88 美元；当季营收
27.9 亿美元，市场预期 25.1 亿美元；当
季美国公认会计原则（GAAP）下汽车毛
利率27.9%，非GAAP下25%。

尽管如此，华尔街对特斯拉依然持
保留态度。

“我们对特斯拉发布二季度财报后股
价上涨感到意外，并且继续对特斯拉持谨
慎态度，尤其是Model 3开始量产之后，
其亏损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出现就像马斯
克提到的‘生产上的极大挑战’这样的情
况。我们认为，特斯拉的股价被高估了。”
Cowen的分析师Jeffery Osborne称。

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投资者不能
用评价传统公司的视角来评价特斯拉。
特斯拉并不是传统的汽车制造商，而是一
个高科技企业。和其他高科技企业一样，
特斯拉正在把曾经只能出现在科幻小说
里的场景变成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投
资者对特斯拉的青睐，其实反映了他们对
电动汽车革命的长远眼光。 本报综合

这次，投资者终于要抛弃特斯拉了？

本周首个交易日，A股延续上涨
势头，其中深证成指走出“六连阳”。

当日上证综指以 3286.91 点报
收，较前一交易日涨 18.19 点，涨幅
为 0.56％ 。 深 证 成 指 收 报
10689.77 点 ，涨 75.69 点 ，涨 幅 为

0.71％。这已是深证成指连续第六个
交易日以阳线报收。创业板指数收报
1829.22 点，涨幅为 0.41％。中小板
指数涨0.70％至7213.47点。

两市成交合计超过4500亿元，较
前一交易日略有萎缩。 据新华社

A股延续上涨势头

上证综指 3286.91 +18.19 +0.56％
深证成指 10689.77 +75.69 +0.71％

传化集团与吉利集团21日宣布
达成战略合作意向，双方将依托各自
产业及市场资源优势，在新能源物流
车领域开展合作，打开绿色物流市
场。同时，两家企业旗下子公司传化
慧联和吉利商用车成立合资公司，将
共同布局新能源车运营领域。

据统计，目前国内整个物流行
业存量有超过 2000 万辆燃油物流
车，新能源物流车市场渗透率仅
2％，市场潜力巨大。

传化控股常务副总裁肖勇政介
绍，在传化和吉利的合作设想中，将

依托传化网—智能物流系统，以传化
慧联为“绿色入口”，联合传化网内众
多优势资源，如遍布全国的公路港城
市物流中心，配合传化支付、保险等增
值业务的开展，双方共同搭建城市绿
色运力池，打造未来城市绿色物流基
础设施平台，并通过智能终端硬件辅
以物联网硬件开发，为传化网提供可
控运力。

根据规划，未来 5 年传化慧联将
在传化城市物流中心布局的全国 170
个城市，为每个城市配备1000辆纯电
动城市配送物流车。 据新华社

传化吉利携手

布局千亿级新能源物流车市场

环球 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