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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共享电动自行车品牌小彬、

GoAny进入广州市白云区、荔湾区。 一

些市民留意到后尝鲜，并对这些中短途

出行选择的到来表示欢迎。 分析认为，

相比主要满足1公里、可覆盖3公里出行

需求的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可满足3~

5公里，甚至更远的出行需求，再加上骑

行时不用出力，注定会备受欢迎，尤其

是成为郊区居民的“标配”。

白云、荔湾市民迎来出行新选择

日前，广州中心城区白云区、荔湾

区的市民，迎来新的出行选择。 在白云

区金沙洲街道，出现一款深蓝色的共享

电动车品牌GoAny； 在荔湾区滘口一

带，也有这一品牌的车辆可以使用。

无独有偶，记者还在白云区嘉禾望

岗地铁口旁边的空港大道，看到20多台

同为深蓝色的小彬共享电动车。 根据小

彬页面的信息，该品牌的广州运营区域包

括夏茅、石井、新市、大朗、同德等地。

据小彬出行官网介绍，小彬出行成

立于2019年7月， 背后企业为广东小彬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该企业“投资数亿

元资金架构共享出行产业链，迎合市场

与用户需求开发了‘小彬出行’共享电

单车平台”，该品牌在广东、浙江、安徽、

山西等地都有运营。而GoAny官网信息

显示，背后企业为东莞雨洲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的GoAny又名随意出行，“是由

一批国内最早创建电单车出行市场的

团队共同创立而成”，“目前累计为用户

提供数亿次的出行服务”，从官网来看，

除了深蓝色，还有黄色款式的车辆。

10分钟2元，限制速度但不费力

记者体验发现，上述两款品牌有多

个共同的特征： 使用定点还车模式；注

册时都需输入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相比很多家用电动车，这两款共享电动

车速度低， 时速都在新国标限定的

25km/h内，但骑行无需费力，骑行体验

优于共享单车；为规范用户行为，骑行

车辆超出运营范围自动断电，超区还车

还会扣费。这也是当下很多共享电动车

品牌的共同特性。 另外，都可通过微信

扫码使用，分别对应小程序“小彬电单

车”和“GoAny”。

不过两家企业的使用规则有所不

同。 小彬电动车可免押金使用，使用前

10分钟2元，超出后按照5分钟1元计费。

骑行需充值，最少为10元。 GoAny采用

会员制， 用户可通过交9.9元购买30天

卡成为会员， 也可交29.9元购买365天

卡后使用车辆。 会员卡费不可抵扣骑

行费，且不可退。 用户同样需通过充值

用于骑行支付。GoAny起步价为2元

（前

10

分钟 ）

，时长费为1元/5分钟，与小彬

一致。

这两个品牌的不同点还包括：小彬

电动车提供头盔，GoAny则没有。当前，

在绝大多数城市，并不强制要求骑行电

动车需要佩戴头盔

（骑行摩托车需佩戴

头盔）

， 但部分共享电动车企业已逐渐

配置头盔，安放在车篮等位置。

可满足中途出行，受市民欢迎

据记者了解，2017年， 继共享单车

走俏之后， 共享电动车引起广泛关注，

并逐步获得发展。近期，“三四线城市共

享电单车火了”的话题，还登上了微博

热搜。 相关报道显示，因为可骑行距离

更远、更省力，共享电动车在三四线城

市的使用人数明显较多。

在广州的上述地段，有很多市民经

过时端详这些车辆，不少随后选择了注

册并骑行。在白云区使用过多次小彬共

享电动车的梁先生说，很多在白云区工

作或生活的人都经常骑着电动车出门，

因此共享电动车的到来是一种挺好的

补充。“其实要是共享电动车多起来了，

分布得合理、密集点，那我可以不买电

动车。 ”梁先生说。

在临近广州的一些城市，用户可使

用共享电动车出行。有在外地用过共享电

动车的广州市民表示，之前回到广州没得

用还挺不习惯的，希望能够多加推广。

为求发展，车企注重安全管理

有业内专家表示，为了能够在不同

城市里获得运营并服务用户的机会，共

享电动车企业基本严格遵照国家标准

及地方要求。据介绍，《电动自行车安全

技术规范》 从2019年4月15日起正式实

施，新国标将安全性放在首位，对电动

车整车重量、最高时速、电动功率、蓄电

池电压、防篡改、防火阻燃性能、充电器

保护等方面做出了具体的技术要求。

从实际情况来看， 很多共享电动车

企业成为了坚定执行者。以时速为例，除了

如上述企业会设定速度在新国标要求的

25km/h内， 还可根据实际需求将速度

进一步限制在20km/h内， 并可灵活调

配。 在GoAny的官网，也强调其整车重

量小于55kg等符合新国标的性能。

数月之前，数据分析机构艾媒咨询

发布的《2020中国共享电单车安全管理

专题研究报告》显示，安全管理建设成

为市场拓展的关键点。共享电单车运营

商主要从硬件技术、电池安全、场站建

设运营以及用户安全建设四个核心要

点，逐步完善行业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发展空间大，成郊区市民标配

相关报告还显示，共享电动车市场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消费者对共享电

单车的价值认可度逐渐提高，约六成的

受访用户对共享电单车的发展持积极

态度，显示出行业发展仍有较大的提升

空间。

去年下旬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峰

会发布的《2020年共享电单车出行观察

报告》还显示，超四成用户日均出行超

过2次，行程2.5公里。 这说明了如有机

会使用， 很多市民会倾向于选择将

共享电动车作为常规出行工具。 一

位使用了GoAny的市民陈先生就表

示，体验了共享电动车之后感觉非常舒

适，很有骑着游览广州风景的冲动，接下

来会继续使用。

艾媒咨询CEO张毅对记者表示，

在广州市中心六区中，白云区、黄埔区、

荔湾区的部分地段，交通基础设施与其

他几区稍有差距，路面上随处可见家用

电动车；稍偏远的花都区、增城区、从化

区、番禺区、南沙区更是如此。“电动车

对很多广州普通市民而言是‘刚需’。 ”

有广州市民表示， 尽管家里有四轮汽

车， 但日常使用最多的却是两轮电动

车。对于外卖、快递小哥而言，没了电动

车就如同没了“两条腿”。

广州电动车政策会调整吗？

今年广州两会上，解禁电动车成为

热门话题。 有广州市人大代表、市政协

委员认为， 市民的刚需不该被忽略，更

应考虑的是如何管好。

其中， 广州市人大代表陈桂针提

出，可考虑在广州通过试运营共享电动

车；将对电动自行车行业的管理思路，从

管市民部分逐渐变为管企业，实现相对集

中的管理。她建议，可在花都区、增城区、从

化区、番禺区、南沙区等郊区合适地段，有

需求且相对封闭的园区、校园、社区等，

试运营互联网电动租赁自行车。

她还提出可效仿云南昆明在内的

城市，对车辆进行投放配额管理，并由相

关部门录入上牌。 公开报道显示， 广西贺

州、湖北十堰、西藏拉萨等全国多地，都在

引入共享电动车后进行上牌管理。

相关资料还显示，“规范电动自行

车管理，提升城市交通运行安全”还将

成为2021年广州市政协“有事好商量”

民生实事协商五大议题之一，持续进行

研讨。

除了相关议题引发热议，近日还有

消息称，今年广州电动自行车相关政策

很可能会有调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由商

务部主办的第21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

（下称“投洽会”）

将于9月8日~

11日在福建厦门举办。 4月29日下午，

投洽会组委会在广州举办专场推介活

动，向海内外嘉宾客商发出热情邀约。

据组委会介绍，大会期间，将举办

2021国际投资论坛、 外资企业座谈会等

系列高端论坛， 发布权威的投资政策、信

息、报告，为境内外投资机构和广大客

商搭建持续、稳定的交流合作平台。

今年投洽会主题鲜明、内涵丰富。

大会将突出投资服务实效， 专设投资

服务展区， 汇聚高端的投资服务机构

和金融机构，展现招商引资新理念、投

资促进新模式。 同时， 还围绕数字经

济、人工智能、绿色环保、生物科技等

新兴产业，设置不同产业专区。 另外，

组委会高度重视数字化赋能展会工

作，全面升级“云上投洽会”，提供更加

优质、便利化的服务，打造“永不落幕”

的投资促进平台。

广州市区迎来共享电动自行车品牌

近日共享电动自行车小彬、GoAny进入白云区、荔湾区

第

21

届投洽会在广

州举办专场推介会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云龙）

近日，

达达集团与九号公司正式达成战略合

作， 携手共创科技品牌即时零售新模

式。 京东到家时尚3C业务部总经理牟

广森与九号公司中国业务大区总经理

李宏伟共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根

据协议， 京东到家将以精准触达留住

“人”气、全生命周期盘活“货”品、线上

流量灌入实体门店构建新“场”等三方

面构筑核心竞争力。

达达集团与九号公

司达成战略合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4月9

日上午， 电信诈骗受害人家属田某带

着两个孩子， 将一面写着“以法维正

护花护苗 温暖高效 快手快心”字样的

锦旗送到快手总部， 对快手工作人员

协助警方为他们追回全部被骗资金表

示感谢。

据悉，3月16日， 北京顺义市民田

某的10岁女儿在家中玩快手时， 被人

私信以送泥工艺品为噱头， 诱骗扫描

微信二维码加入一个福利微信群。 在

微信群中嫌疑人虚构先发红包再退还

给女孩， 随后发送警察制服工作证照

片， 多次威胁恐吓、 诱骗女孩发送红

包，先后诈骗女孩7288元。

接获线索后， 快手相关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展开回查， 发现嫌疑人账号

经常登录地点在湖南省桂阳县。 4月1

日，快手派出专人赶往桂阳县，协助桂

阳警方调查取证，最终抓获何某、曾某

胜等2名犯罪嫌疑人，并推动嫌疑人立

即退赔受害人家属被骗资金7288元。

目前， 曾某胜已被桂阳警方依法刑事

拘留。

为电诈受害人挽回

损失，快手获赠锦旗

共享电

动 车 品 牌

GoAny

的

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