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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北京

时间 6 月 11 日， 滴滴正式向 SEC 递交

了 IPO 招股书，股票代码为“DIDI”，高

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华兴资本担

任承销商。 招股书显示，截至 2021 年 3

月， 滴滴在包括中国在内的 15 个国家

约 4000 多个城镇开展业务， 提供网约

车、出租车、顺风车、共享单车、共享电

单车、代驾、车服、货运、金融和自动驾

驶等服务。

“双飞轮”效应：司机乘客和平

台均获益

对于众多业务背后的商业生态，滴

滴在招股书中归纳为“四个核心战略版

块”“三大业务”和“双飞轮”。

其中，被滴滴定义为构建出行未来

的“四个核心战略版块”分别是共享出

行平台、车服网络、电动车以及自动驾

驶。 而“三大业务”代表了滴滴的收入构

成，分别是中国出行业务

（中国网约车、

出租车、代驾和顺风车等业务）

、国际业

务

（国际出行和外卖等业务 ）

和其他业

务

（共享单车和电单车 、车服 、货运 、自

动驾驶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

相比之下，“双飞轮”更聚焦商业模

型， 随着整体共享出行市场的持续增

长，滴滴的共享出行、车服以及电动汽

车网络创造了双飞轮效应， 使司机、乘

客和平台均获益。

招股书可见， 在截至2021年3月31

日的12个月里，滴滴全球年活跃用户为

4.93亿，全球年活跃司机1500万。 其中，

2020年3月31日至2021年3月31日， 滴滴

在中国拥有3.77亿年活跃用户和1300万

年活跃司机。 2021年第一季度，滴滴中

国出行拥有1.56亿月活用户， 中国出行

业务日均交易量为2500万次。

从单量和交易额来看，在截至2021

年3月31日的12个月里， 滴滴全球平均

日交易量为4100万单，全平台总交易额

为3410亿元人民币。 2018年1月1日至

2021年3月31日的3年时间内，平台司机

总收入约6000亿元人民币。

招股书也公布了滴滴具体业务的

收入情况。 2020年，滴滴三大业务———

中国出行业务、国际业务和其他业务收

入分别是1336亿元、23亿元和58亿元人

民币。

募资用途： 拓展海外市场和科

技研发

对于此次募资的用途，滴滴在招股

书中披露，计划将约 30%的募资金额用

于扩大中国以外国际市场的业务；约

30%的募资金额用于提升包括共享出

行、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在内的技术能

力；约 20%用于推出新产品和拓展现有

产品品类以持续提升用户体验；剩余部

分可能用于营运资金需求和潜在的战

略投资等。

在发展方向上，滴滴坚持“安全第

一”承诺，持续投入安全，将安全放在首

位。 目前滴滴拥有一套完整的安全保障

体系，安全策略覆盖乘车前、乘车中和

乘车后。

此外， 滴滴致力于与各地主管部

门、出租车行业、汽车产业等伙伴及社

群积极协作，用本地化的人工智能技术

推动智慧交通创新， 共同解决全球交

通、环保和就业挑战。 滴滴将持续致力

于提升用户体验，创造社会价值，建设

安全、开放、可持续的未来移动出行和

本地生活服务新生态。

最大股东软银将退出董事会

招股书显示，IPO 之前， 滴滴创始

人兼 CEO 程维持股 7%，滴滴总裁柳青

持股 1.7%。 优步持股比例为 12.8%，腾

讯持股比例为 6.8%。 软银持股比例为

21.5%，为滴滴最大股东。 此外，据招股

书披露，滴滴最大股东软银委派的董事

会成员 Kentaro Matsui 将在滴滴上市时

辞任董事，这也意味着软银将退出滴滴

董事会。

值得注意的是，IPO 之前， 滴滴创

始人、CEO 程维持股 7%， 联合创始人、

总裁柳青持股 1.7%。根据中概股常规的

同股不同权的安排，程维和柳青合计拥

有超过 48%的投票权，包括程维和柳青

在内的滴滴管理层拥有超过 50%的投

票权。

公开资料显示， 目前国内京东、小

米、 拼多多等多家互联网公司都采用

AB 股即同股不同权的模式。 业内分析

认为，该模式让没有绝对控股的管理层

有更多的公司管理参与权。

滴滴出行正式递交上市申请：

管理层投票权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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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6月9日，

天河区人民政府官网发布《广州市天河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再次延长天河

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财政补助经费申

领时间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 据

悉，经天河区政府同意，天河区既有住

宅加装电梯财政补助经费申领时间将

延长至2024年4月30日。

为激发老旧小区业主加装电梯热

情，2018年， 广州各区相继出台关于旧

楼加装电梯补贴方案。 其中，天河区对

完成加装电梯并取得特种设备登记证

的，按一个梯口补助10万元的原则“应

补尽补”。 为进一步推动老旧小区电梯

加装工作，2020年天河区共核发既有住

宅增设电梯工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374宗，并制定《天河区推行既有住

宅加装电梯委托管理工作方案》以及托

管合同范本。

在天河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财政

补助经费申领规定于今年1月31日到期

之前，天河区政府将天河既有住宅加装

电梯财政补助经费申领时间延长3个

月，至2021年4月30日。

今年6月9日，天河区再次发出《通

知》：根据有关规定，天河区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财政补助经费申领规定已于

2021年4月30日到期。 经区政府同意，现

将天河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财政补助

经费申领时间再次延长至2024年4月30

日。 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可向天河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分局反映。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蔡晓素 通讯

员 海教宣）

6月10日上午，2021年海珠

区民办小学一年级招生电脑派位仪式

在海珠区教育局进行， 广州公证处公

证员、海珠区教育局纪检监察员、市人

大代表、 区政协委员以及学校代表等

相关人员监督并见证了全过程。

根据《2021年广州市海珠区民办

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实施方案》规

定， 报名人数小于或等于招生计划数

的民办学校，实行直接录取；报名人数

大于招生计划数的民办学校， 实行电

脑派位录取。

据悉，海珠区共有6所民办学校网

上报名人数大于招生计划， 分别是华

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海珠双语学校、

中山大学附属小学、华怡小学、广州市

为明学校、春晖学校、海珠小学。

经统计， 共有3914名适龄儿童参

加6所学校的电脑派位。 其中，竞争最

激烈的学校为中山大学附属小学，录

取比例逾22:1。

根据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

作日程安排， 对于已被录取的适龄儿

童，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须于6月

21日~23日登录广州市民办小学报名

系统上进行录取结果确认； 未被录取

的适龄儿童， 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

人可分别于7月19日~23日、8月23日~

27日参加民办小学一年级补录。

天河旧楼加装电梯补助申领延长3年

每梯补助10万元，申领时间延至2024年4月30日

海珠6所民办小学实行电脑派位

中大附小最热 录取比例逾22:1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记

者从广州市气象局获悉，受热带低压

外围环流影响，端午假期广州将有一

次中雷雨、 南部大到暴雨的降水过

程。 气象部门提醒，端午假期阳光和

雷雨相伴，需注意防御局地短时强降

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在过去十年，端午节期间的广州

有 67%概率会下雨， 最高温为 30~

35℃。 今年端午广州的天气会怎样

呢？答案是既有阳光又有雷雨。据悉，

昨日 14 时， 位于南海中部海面上的

扰动云团已发展为热带低压

（

6

级，

13

米

/

秒）

， 预计该热带低压将以 20~25

公里的时速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具体来看， 受热带低压影响，11

日夜间起广州港风力将加大至 6~8

级；12~13 日广州多云可见阳光，日间

较为炎热，午后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

大；14 日

（端午节当天）

降水趋于明

显，南部番禺、南沙区有大到暴雨，最

高气温略降至 30℃左右。

端午假期阳光和雷雨相伴

具体天气预报

今日

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33℃

明日

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32℃

14

日

中雷雨，南部有大到暴雨，2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