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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偶然

尽管互联网巨头有不止一款产品，也

不断试探多种可能，但在短短一个半月时

间，BAT先后被曝新应用的情况并不多。

11月6日，北京商报记者发现，腾讯在苹

果应用商店上线了一款名为“猫呼”的社交

App。猫呼主打视频社交，具有美颜、面具等

功能，上线3个月来已经进行了9次升级。

根据天眼查信息，猫呼的开发商是深

圳市网视界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由魏颖

和谢晴华各持50%股份，魏颖任董事、总经

理，周颂任监事。据悉，谢晴华是腾讯副总

裁，周颂是腾讯IEG（互动娱乐）财务管理

副总经理。周颂、谢晴华还是腾讯旗下多家

公司监事。不过，截至发稿，对于猫呼隶属

于哪个团队，腾讯方面尚未回应。

猫呼曝光前一天，百度短视频产品“番

乐”即将上线的消息传出。报道称，番乐面

向18-24岁年轻人，主打竖版连续剧集短

视频内容，剧集时长30秒-5分钟，通过3-5

集连载型微剧的形式传播。

目前，番乐尚未在苹果和安卓应用商

店上线，百度方面对番乐的消息一概不予

置评。如果上述消息属实，番乐将是百度继

Nani小视频、全民小视频、好看视频之后推

出的第四款短视频应用。

从发布时间看，9月下旬被曝光的

“Real如我”发布得最早，它的开发商法定

代表人是阿里系钉钉CEO陈航。苹果应用

商店信息显示，Real如我上线近一年，已

经升级24次，具有美颜相机、场景识别、刷

脸识别等功能，目前正在内测中。

在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中经数字经

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端看来，BAT在近

期密集推出新产品并非偶然。

她以电影类比，“就像暑期档和春节档

是电影的黄金档期一样，互联网C端产品也

有发布的黄金档期，尤其是阿里‘双11’后，

有圣诞、元旦、春节等排浪式接力，可以为

产品借势及造势，提供外围人气支撑，选择

在这个时段推出新品不足为奇”。

扬长避短

从竞争的角度看，推新都是为了流量补

充。对比数据，BAT的流量渴望更加直观。

根据QuestMobile发布的《2019中国

移动互联网秋季大报告》，2019年9月BAT

系App使用时长占比同比首次出现集体下

滑。其中腾讯下滑得最多，从2018年9月的

46.2%降到2019年9月的42%，阿里系App

从10.4%降到10.3%，百度系从8.8%减至

7.8%。腰部及更多中长尾企业对用户时间

的争夺力正在逐渐增强。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

授钱婧认为，因为产品性质的原因，使用时

长占比持续增长的字节跳动系App对用

户的时间争夺力更强。在存量市场，字节跳

动系App必然会占据其他App的留存时

间，这种状况能否延续，取决于BAT对短

视频和新闻客户端赛道的争夺力如何。

社交、视频是BAT这批新产品主要的侧

重点，也是其他互联网企业想卡位的赛道。

之所以是上述两个领域，陈端认为，

“互联网上半场既有模式和格局下的流量

见顶，C端产品要用新模式、新产品为行

业注入新动能。在5G商用即将掀起的场

景时代，与场景贴合度更高，更能激发沉

浸感、代入感和交互感的视频类产品及社

交类产品会成为产品创新比较集中的领

域，未来立足多重场景的共振与叠加，视

频类产品与社交类产品的融合创新或许

也是趋势之一。

但她也表示，“就目前几款产品的功能

属性和基本定位来看，还算不上战略级别

的产品创新，只是在原有战略体系架构上

扬长或避短而已”。

以腾讯为例，社交是腾讯的基因，微信

月活高达9.4亿。不过2018年至今，从校园、

陌生人、兴趣等细分市场切入的新产品骤

增。由于整个移动互联网流量基本见顶，微

信的月活天花板已现，加之腾讯尚未攻下

短视频市场，微信需要做好社交防守。

阿里做社交则是为了进攻，Real如我

的校园、美颜特点都是年轻流量的来源，与

腾讯相比，阿里核心产品的交易属性对流

量的获取能力较差，做社交是为了建立更

多的流量通道。

“百度做短视频倒不是为了社交，它是

为了扩大内容池，用更长更优质的内容来

获取流量，提高用户黏性，去支撑百度

App。”比达分析师李锦清说。

发展存疑

虽然三家的侧重点不同，但是目前面

临的挑战和机遇大体相同。

陈端概括为两个转变：“从流量时代向

场景时代转变，从消费互联向产业互联转

变，如何把前期积累的资源和能力顺利迁

移至新时期，结合新的时代机遇和产业机

遇点提供新的产品与服务，是三家目前都

要考虑的问题。”

在资源迁移上，腾讯和阿里比较谨慎。

以猫呼为例，尽管腾讯旗下的微信拥有国

内最强大的用户关系链，但猫呼用户并不

能直接导入微信和QQ好友，只为用户提供

了微信、QQ登录，分享至朋友圈、微信好

友、QQ空间、QQ好友的功能。

相比之下，其他互联网企业的资源联

动更加积极，微博就是代表。

9月上旬，微博内测社区产品“绿洲”，

北京商报记者体验发现，用户在绿洲发布

的动态可以同步到微博，大批驻扎在微博

的明星已经开始同步两个平台的内容。

上述资源加持，让绿洲短期内就打出

了品牌知名度，而Real如我和猫呼就明显

不如绿洲。加上BAT对新产品三缄其口，第

三方报告也均未披露过产品具体数据，业

内人士对比BAT新产品的渠道更是少之

又少。

七麦数据显示，未被曝光前，猫呼在苹

果应用商店的免费社交榜单中，大部分时

间都在1200位以下。被报道后，猫呼的排

名一度蹿至21名，但截至北京商报记者发

稿，已回落到100位以下。Real如我也呈现

出类似的趋势，热度只在9月下旬大幅增

加。

陈端认为，“在微信一家独大、其他垂

直社交产品已经充分垂直细分的大背景

下，一款新品能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尚存疑

问。未来即使会有新的现象级社交产品问

世，也一定是基于后端其他的强功能或强

联结支撑的”。

李锦清站在用户端角度表示，“新产品

是否符合中国网民的习惯也很重要。目前

视频社交在国外的接受度更高，YY完成对

视频社交BIGO的全资收购，证明了这个模

式有可行性，但是BIGO是面向海外的应

用，猫呼的用户在国内。腾讯推出猫呼的目

的，可能更多是试探，就像当年早早上线了

微视一样”。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右追视频左击社交 BAT掀起创新攻防战

张小军

华为区块链项目总监

·微观点·

（以上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马云

阿里巴巴创始人

■ 我们与腾讯比的是未来的
战略、人才体系、对组织的思考和对
未来世界的判断。 没有微信这样的
逼迫，蚂蚁的人就会睡懒觉。由于有
微信这样的公司，我就可以退休。他
们天天训练我们的人， 突然有一个
八段、九段天天跟你下棋，你就不会
睡懒觉。

赖立高

虎牙首席技术官

■ 直播时使用的虚拟形象
可以满足二次元品类主播的需
求。同时，还能解决部分主播不愿
露脸直播的问题（如语音直播、游
戏直播），降低开播门槛，扩大主
播的受众范围。 通过打破这些限
制， 直播数字人实际上为未来虚
实结合的直播内容生产方式创造
了无限多的可能性。

张磊

浪潮信息董事长

■ AI的计算力已经成为衡量
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指标。十年前500
强企业市值排名Top�10和今天的
Top�10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
年前以传统经济为主，只有一个微
软是数字经济的代表。如今市值前
十名的公司几乎全是互联网企业
和AI企业。

■ 区块链天生具有联盟的
属性， 多方参与以完成统一的
贸易为目标； 区块链以数据安
全为中心，以简化流程为目标，
节省交易成本是其关键价值，
而不是创收； 区块链不以技术
为重心， 而以合适的场景为其
价值的根本。

全域流量竞争的大背景下，BAT需要

新动能。11月6日，也就是传出“百度新款

短视频App‘番乐’即将上线”的第二天，

视频社交应用“猫呼”背后的腾讯痕迹被

曝光。阿里内测社交App“Real�如我”的

消息，则在一个半月前传得沸沸扬扬。

北京商报记者体验发现， 这三款产

品的侧重各不相同， 但无外乎补短板或

守优势。QuestMobile数据显示，2019年9

月BAT系App使用时长占比同比均出现

下滑。巨头需要补充流量，还需要把流量

时代积累的资源通过新产品迁移到场景

竞争中。

为用户时长操碎了心
张绪旺

中国互联网规模经济的两个基础指
标———用户数量和用户时长， 在最近一
两年相继放缓了增速， 甚至可以说触及
了想象力的天花板。

按照调研机构QuestMobile的最新数
据，2019年至今，中国移动互联网月度活
跃用户仅增长了200万，人均单日时长仅
增加了18分钟。要知道，这两项数据的基
数已经分别达到11亿和6个小时，更高速
度的增长变得不再可能。

互联网活跃用户数量不可能超过
人口总量，网民也不可能也不应该每天
不吃不喝不睡觉地上网。因此，对于互
联网而言，新常态已成定局：人口红利
消失、时长红利渐微，互联网竞争走向
存量市场。

存量市场，往往意味着零和博弈，也
就容易出现妖魔鬼怪。

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有很多噱
头大于实际的策略，起到了一定的历史
意义。比如将“免费”延伸出五花八门的
补贴大战、优惠大战：战火还在燃烧的
“双11五折狂欢节”如是，滴滴、摩拜战
斗过的十几亿出行补贴如是， 腾讯、阿

里、百度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春节红包亦
如是。

这些行为有“疯狂”的一面，但总体
可控，对于企业、产业的发展以正向促进
作用为主。归根到底，这些行为存在于互
联网规模经济的上升期， 参与方有可追
求的用户数量和用户时长， 有足够的市
场空间去消化和反馈。

但今天，为用户数量和用户时长操
碎了心，也未必换来好结果。甚至一些
创业者的行为，已经趋向于无效用户和
无效时长，比如看新闻领红包、走路领
现金……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清晰地明白，无
论电商5折促销， 还是打车软件重金补
贴，瞄准的核心还是经济行为本身，即让
用户去消费、去打车，进而推动整条产业
链的车轮前行。

但无论是看新闻领红包还是走路
领现金，除了企业发福利本身，完全看
不到用户这种行为对某类产业本身的
促进作用，如果有用也只是企业与竞品
PK的手段。

在笔者看来， 瞄准下沉市场和五环

外的生意，“走路赚钱” 在制造一种虚假
用户增量和用户时长， 更何况所谓的每
天收入几十块根本不存在。 以至于有些
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类似于“趣步” 的产
品，已经背上了拉人头传销的罪名。

可以预见， 在持续的存量市场竞争
中，为了捕获用户数量和时长，走路赚钱
这类“假补贴”会越来越多。但如果没有
扎实的业务基础，这类创新就是“拆东墙
补西墙”的广告骗局。

互联网的一次点击， 广告主出价5
元，其中4元直接给用户发红包。看起来
模式完美， 但如果这个点击只是为了领
红包，而不是点击本身的内容价值，不仅
不可持续， 而且交易的参与方没有一个
满意。

如果这种伪流量伪时长生意成立，
视频网站又何苦死磕内容制作，BAT又
何苦拼命技术创新。

对于用户而言， 可以坚信， 自己的
“人头”和时长会越来越值钱。尤其是在
个人隐私信息授权的背景下， 一天几块
钱红包作为唯一价值的产品， 一定不是
好产品。

数据来源：Quest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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