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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事件：悟空共享单车倒闭事件

 监测周期：一周（6 月 13 日-6 月 19 日）

 监测范围：新闻网站、微博、微信、资讯客户端、问答平台、论坛

 关键词：悟空单车 倒闭 重庆战国科技 共享单车 资本暴力

一、 事件回顾

2017 年 6 月 13 日，重庆战国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官方微博宣布正式退出共享单车市场，

正式结束旗下“悟空单车”服务。声明透露，悟空方面 6 月初已成立善后工作小组，在与

投资人进行充分沟通后，全额退还一切投资款。对市场上留存的单车，已派出工作人员进行

回收。同时，在声明发布之日起的 30 天内，为 APP 账户内存有余额（含押金）的用户办

理退款。

事件经社交媒体传播，引发网络舆论。据艾媒舆情数据显示，自 2017 年 6 月 18 日 至

2017 年 6 月 19 日 ，共监测到相关舆情信息 2596 条。 在传播媒体中，新闻网站舆情最

多，总计 972 条；其次是资讯客户端，发布 704 条；再次是微信发布 692 条、论坛和视频

平台分别发布 200 条和 28 条。 整体来看， 中立舆情信息最多，占比 60.51%； 正面舆

情信息占比 24.47%。

二、 舆情传播分析

2.1 舆情发酵过程

据艾媒舆情数据显示，自 2017 年 6 月 13 日“悟空单车”在官方微博发表退出共享单

车市场声明，14 日开始报道量平缓增加，尤其 16 日事件传播达到小高峰，17 日开始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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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有所回落，但在 18 日之后的报道量迅速增加，于 6 月 19 日达到高峰。

2.2 舆情传播渠道

据艾媒舆情数据显示，舆情传播渠道中以新闻网站的传播量最大，占比 39.47%；其次

为资讯客户端，占比 31.71%；再次为微信占比 21.29%；论坛和视频平台分别占比 7.32%

和 0.22%，也有一定的传播量。

其中需要警惕的是，尽管新浪微博和问答平台的传播数量不多，但两个平台，尤是其

新浪微博的转发和评论量极大，影响不容小觑。例如，微博大 V 新浪科技在 6 月 18 日的报



4

道就有 679 条转发，2188 条评论，以及 3567 次点赞；而相关评论，同样获得近百条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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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键词解析

近日舆情监测显示，除悟空共享单车本身含有的“悟空共享单车”、“倒闭”、“重庆

战国科技”之外，其他较多的是“悟空”退市以及创始人反思的相关舆论，例如，“盲目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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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教训”、“搭进去 300 万”、“黯然”、“痛诉”等关键字。

 相关报道

艾媒网：上线 5 月后“悟空单车”退出市场 30 天内需办退款

ZAKER：悟空单车宣布推出市场 九成车找不回来

投资界：搭进去 300 万，权当做公益！倒闭共享单车创始人痛诉创业血泪史：不要去

追风口，小公司追不到！

同时，通过舆情监测追踪，与悟空共享单车相关的关键词中，还有合伙人模式、ofo 拒

绝收购、出局、行业洗牌等。需要警示的是，尽管悟空单车倒闭属于国内首家共享单车企业

案例，但事件的出现对整个共享单车市场的影响较大，外界讨论热烈。

 相关报道

中华网：悟空共享单车宣布“合伙人计划”，创造投资理财新契机

今日头条：首家倒闭共享单车出现，曾找 ofo 小黄车希望被收购，却被拒绝

凤凰新闻客户端-企创网：共享单车这场危险的资本游戏，第一个出局者已经诞生！

http://www.iimedia.cn/52506.html
http://www.myzaker.com/article/5947698c1bc8e09b3a000003/
http://news.pedaily.cn/201706/20170619415579.shtml
http://news.pedaily.cn/201706/20170619415579.shtml
http://finance.china.com/jykx/news/11179727/20161225/23970850.html
http://www.toutiao.com/a6432999530937729281/
http://share.iclient.ifeng.com/vampire/sharenews.f?fromType=vampire&forward=1&aid=19233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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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情感分析

综合而言，对事件的评论以中性为主，占比 60.63%；其次为正面，占比 24.44%；

负面占比 14.93%，主要集中在悟空单车倒闭的原因以及其 90%的单车找寻无果等损失上。

三、 各方关注焦点

3.1 媒体关注

自“悟空共享单车宣布倒闭”发生后，众多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对于事件的报道主

要集中在事件涉及的原因、创始人的回应以及共享单车市场的格局。

 相关报道

东方网：共享单车市场冰火两重天:摩拜完成 E 轮融资 悟空退出市场

海峡网：首家倒闭共享单车创始人雷厚义个人资料 悟空单车为什么倒闭了

http://sh.eastday.com/m/20170617/u1a13052409.html
http://www.hxnews.com/news/gn/gnxw/201706/19/123961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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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网民关注

网民关注点较之媒体关注更为发散，部分个人微信公众号以及头条号通过“悟空单车倒

闭”发散到整个共享单车市场的格局分析，有人通过这个事件对共享单车市场进行末位淘汰

者排位，同时也有对私占“共享单车”行为表达个人愤怒情绪。

 相关报道

微信-杂文与悦读：运营不足半年后就死去,共享单车不是谁都能搞成的!

天天快报：泡沫破了，除了 ofo 摩拜等公司，90％的共享单车都将倒闭

3.3 行业关注

业内对此事的关注点有在事情本身的，也有发散至整个共享单车行业的格局判断。

 相关报道

金融之家：共享单车有的倒闭、有的风光，但结局是都没有未来？

凤凰财经：野蛮发展后，共享单车该如何洗牌？

四、 舆情警示

4.1 共享单车行业点评

不出意外，共享单车这个行业的两极，出现判若云泥的情势。
比如试图重演「农村包围城市」的卡拉单车和悟空单车——它们分别立足于莆田和重

庆——相继倒闭，使得这个市场呈现出照抄答案也未必可以得分的残酷事实。
而据外媒报道，ofo 和摩拜则将进行又一轮融资——摩拜已经宣布完成 E 轮 6 亿美元

的融资——这种级别的规模压力，也使得后来居上的可能性愈来愈小。
所以才有迫于无奈的剑走偏锋：借着「共享单车颜色不够用了」的调侃，七彩单车、黄

金单车这种策划倒是能够获得一时注意，也为紧张激烈的竞争关系注入了某种可供喘息的松
弛感。

不过弦外之音终究无法独奏乐谱，如果不是那么在意局部战况的话，理性的判断结果一
定是在黄橙两种颜色之间做出选择。

而在进入低迷的经济周期之后，共享单车几乎承包了中国互联网的「大新闻」——甚
至还带动了以变相租赁为本质的其他共享模式成为资本宠儿——对于头部玩家而言，这是

http://yq.iimedia.cn/home/view?hashCode=4475410097132177224
https://kuaibao.qq.com/s/20170616A07R8J00
http://news.jrzj.com/188638.html
http://finance.ifeng.com/a/20170617/15462434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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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输不起的战争。
有趣的是，还有别出心裁的借势创业产品，在各大主流共享单车平台成批量的注册数以

千计的帐号，集成到一个聚合应用里，「借」给用户一键开锁，从而省掉下载 App 的程序。
......
无论如何，互联网仍然是重塑价值的最佳工具，中国的共享单车项目已经在短短几年时

间内成为了自行车产业链里的最大经济体，所以当捷安特要被 ofo 收购的误读出现时，人
们并不会去怀疑它在实操层面的合理性。

围棋里有着「官子」的说法，意指中盘结束之后，大的空地都被抢完，剩下的只有确定
疆域的着手，而共享单车这盘棋局下到现在，有资格开始收官的，也只有头部的那两家公司。

的确，在制造麻烦和问题的方面——比如不受控制的停放秩序和难以言说的破坏行为
等——共享单车行业同样表现出了极高的能力，只是就像在汽车发明之前世界上从来没有
那么多会死于车祸的不幸者那样，进步的代价永远需要被逐渐克服。

有媒体曾经感慨时代更替会为相似的答卷打上不同的分数，比如在几年前，一些公共单
车租赁公司通过政府签单作为运营方案，结果是每进入一个地铁站，就要缴纳 150 万准入
费，每进入一所高校，就要「捐赠」50 多万赞助费，高昂的成本杀死了这个行业能够壮大
的任何可能性。

我倒是很赞同美国城市规划大师简·雅各布斯的观点：「让东西生长。别让当前的强势
政府扼杀了新事业，或者在它们将要大获成功时立即并吞之。能照顾我们的超人不够（他们
只存在我们的神话中），所以别再往不够多的篮子里塞太多鸡蛋。」

 节选自著名自媒体人阑夕（逐鹿网创始人 & 今日头条签约作者& 虎嗅年度作者）

4.2 艾媒舆情分析师

悟空单车的淘汰，有人戏称这是重庆本地企业天然在共享单车这行缺乏地利的因素。对

比相关行业动态，发生在此事的前几日，摩拜完成 E 轮融资，而 ofo 新的融资案也在有条

不紊的进行中，媒体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共享单车市场配合资本的作用下的“清牌结果”。

与其说悟空单车溺毙于资金不够，不如说是盲目的跟风入局并没有从根本上完成解决用户需

求这一问题。没有技术支撑的数据基础，难以实现真正精准投放。而粗暴资本也无法根本消

除行业壁垒。截至目前，许多单车就像垃圾一样堆积，无法发挥效能。自然地，为投放而投

放的共享单车会顺应式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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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媒舆情全媒体监测系统
艾媒数聚是国内首家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利用新媒体手段实现变现的高新科技

企业，艾媒旗下拥有全球著名的新经济行业数据挖掘和分析品牌“艾媒咨询（iiMedia

Research）”，以及“北极星”移动应用数据分析平台、“ADiiMedia”新媒体数据监测

系统、“草莓派”网民行为分析系统、鲜闻新媒体智能推荐引擎、基于大数据与网民情感分

析的舆情全媒体监测系统等几大核心技术产品。每年公开或定制发布移动互联产业链前沿报

告和分析成果超过 500 份；被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CCTV、美国财富杂志、华尔街日报、

英国金融时报等在内的全球知名综合性及财经媒体广泛应用，日均引用约 160 篇次以上；

单次报告发布包括艾媒咨询官方网站、用户订阅、微信等自媒体渠道受众超数百万，主要为

投资人、媒体人、企业家等高端人群。

艾媒舆情全媒体监测系统，经过丰富的企业级大数据技术和应用实践沉淀，是艾媒数聚

最新推出的业务板块。数据挖掘方面，系统依托“北极星”应用统计分析平台、“ADiimedia”

数据监测系统等自主核心技术，依托新媒体和人工智能方式挖掘 PC 端和移动端的全媒体大

数据，满足市场对海量异构数据的融合与应用需求。该系统联袂中山大学大数据传播实验室

专业团队共同建构理论模型，并通过艾媒核心技术团队进行自主研发，实现全媒体渠道覆盖

的网民情绪监测与舆情预警分析处理。

目前，艾媒舆情全媒体监测系统提供全网监测分析、个性定制数据和专业舆情报告等增

值服务，服务客户涵盖政府部门、运营商、IPO 上市公司等。

如需了解或试用艾媒舆情系统，请马上联系我们

E-mail：meyo@iimedia.cn

增值服务

mailto:meyo@iimedi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