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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不得不说的秘密

“电商导购第一股”值得买在11月

12日公布了上市后第一份“11.11”战

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网站订单量

较平日增长24倍。

不管是相比去年同期的11倍的数

字，还是相对外部充满挑战的大环境，

这都属于亮眼的成绩单。但更难得的

是：这个导购平台上的消费者，一直以

理性、懂行和严格著称，24倍地撬动他

们的购物需求，可想而知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

而什么值得买究竟做了什么，让

他们心甘情愿地掏钱买货？

理性消费者首选：
考试前先看“黄冈题库”

“11.11”开始前不到2小时，林布罗

打开什么值得买，抓紧最后的时间开

始抄作业。

相比她身边很多热衷剁手的同事，

林布罗属于相对理性的消费者。身为某

大型互联网公司基干，她很少将时间用

在某类产品的挑选比较上，往往直接选

择同种商品类型中的高配甚至顶配，同

时，她的消费需求基本都从自己的实际

需要出发，比较少受外界影响。

此前她看过一次主播直播导购，

没多久就退出了，一方面是工作群里

不断有新消息弹出，另一方面是没有

第一时间看到感兴趣的商品。她觉得

是自己没有好好准备的关系，第二次

看直播前特地搜索了预告，确定了某

产品的播出时间，结果开抢时手速一

慢，商品秒没，“一生气就走了”。

对于一年一度的“11.11”，她一开始

懒得准备，打算“裸考”，但11月10日下班

后，她感到陷入了某种“赶不上车”的恐

慌：同事晒出的购物车满满当当，有人22

点就重启好了路由器，还有人左平板右

手机地坐在了电脑前。而她即便问人要

了几个List也没有找到兴趣点。到最后，

抱着“万一有作业可抄呢”的心情，她上

什么值得买尝试搜了一下“猫砂”———随

后她马上发了一个朋友圈：“手握黄冈题

库，临时抱佛脚的我有望上二本了。”

终于，林布罗以不到3小时的冲刺

完成了自己“11.11”的购物KPI。她一键

领取了各平台的专享红包与优惠券，

如愿为家里的两只猫囤了半年的进口

猫砂和猫罐头，甚至还“跨专业”地关

注了某护肤品，“虽然这个系我本来不

想考，但看到的作业实在太优秀，忍不

住欣赏一番”。她调侃自己。

在什么值得买站内，林布罗属于

某种具有明显消费特征的用户：对购

物具有强意愿和实力；相对价格，对进

行购物决策的时间成本更为敏感；更

有主体意识，更愿意自己主动搜集、甄

别信息、作出消费决策。就站内数据显

示，11月10日23点，什么值得买迎来用

户访问的高峰，并在11月11日0-1点形

成了订单量的井喷。在某个角度，

“11.11”什么值得买当日订单量较平日

增长24倍，林布罗们功不可没。

消费选择参差多态：
自己觉得值才是真的值

只买不评的林布罗并非最典型的

什么值得买用户。相比“11.11”期间不

断攀升的火热数字，什么值得买上的

气氛仍然以理性冷静为主。对典型用

户来说，大促也好，打折也好，都没有

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商品能不能

让他们内心的天平保持平衡———某件

商品值什么价，在他们的内心数据库

有一一对应的数字。

在这个导购平台上，很少出现能

令所有人都认为值的商品———除非是

类似今年“11.11”战报中呈现的售价50

万元的黄金狗碗之类的“奇葩物”，大

家才会“懂规矩”地一律点值，毕竟，转

出去给更有需要的值友看到，是平台

特别重要的分享精神。

而大多数时候，每个人对值的判

断都不一致，从用户提交爆料，到编辑

审核发布，至少有两个维度的人已经

认为“值”，但毕竟用户需求程度不同，

同样的商品和服务，每个人愿意接受

的价格也不同。

于是什么值得买的评论区成为最

热闹的场合。正文只是关于原价49元

的笔记本支架如何做到领券后24元包

邮，不少人都对这个价格点了“值”，但

在用户评论里仍然会被不断拓展想象

的边界：有人建议直接用两个瓶盖替

代，有人提供更实惠的购买路径，有人

炫耀自己之前神价般的操作，也有人

真实分享自己购买后的感受……

在什么值得买创始人隋国栋那

里，这正是他倡导的社区氛围：每个人

都有权利发表对于值的看法：“内容创

作的过程并不以用户提交、编辑通过

为结束。发布之后，大量用户还会在底

下各抒己见，浏览的每个人都可以看

到全部信息，综合得出自己的判断。”

有趣的是，即便某个商品下面不

时可以看到值友的灵魂拷问：“张大妈

怎么了，这也推？”但同样频繁可见的，

是“×××价时已上车”、“刚需已入”

的真实“打卡”。以林布罗的经验，她认

为但凡点值超过50%的商品，基本已经

是可入的好价，毕竟，以她的“购物考

试观”，“我从来没有想考Top2，我上

个二本就很满意了”。

在隋国栋看来，什么值得买的内

容生产模式，让不同消费需求的用户

都对其产生很高的信赖感，多重声音

多元视角的存在，带来用户多元化的

选择，更带来“用户留存率高、消费意

愿强烈”的利好，使平台运转一直处于

良性循环。

在什么值得买的搜索关键词里就

可以看到这种多元，11月1日-11日，值

得买搜索量居前的关键词中，既有洗

衣机、冰箱、电视等家庭大件，也有洗

衣液、卷纸、大米等日用消耗，甚至比

例上洗衣液还比洗衣机高上了0.01%。

airpods pro的搜索次数和优衣库相

当，纸尿裤以0.02%的优势压过了

switch，在这个平台搜苹果三件套的

土豪们，很有可能同时搜索了“京豆”、

“运费券”等蚊子肉。尽管“手机”以

1.51%的搜索比例雄踞榜首，但上榜的

不同型号的iPhone搜索量加在一起，

最后比分庶几近之。

这些五花八门的关键词，几乎可以

拼凑起一个中国城镇居民关乎日常生

活的消费全貌：他们有足够的实力去统

配日常生活与个人爱好的开销，也有足

够的智慧让每一块钱都花得恰到好处，

更有足够的判断力，从自身需求出发，

去决定自己认为“值”的范围。

最重要的是，他们应了罗素的那

句话：“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

从撬动内容到精准分发：
严标准赢得消费者信任

什么值得买“11.11”24倍的成绩得

来，依靠高黏性高互动、积极生产内容

的活跃分子，也依靠林布罗这样的考

试前上来抄个作业的浅度用户。但在

两者背后，无论前者每天被激励开掘

的精选好价，或后者一上线就能被推

送到面前的选购指南，都离不开什么

值得买的提前布局与准备。

今年7月，什么值得买“11.11”项目

启动。8月完成主题确认，商务、运营部

门开始与品牌、电商平台深度对接，逐

项推进工作。技术部门开始扩容服务

器，进行压测，对数万个性能指标逐个

进行排查分析，确保在巨大压力下运

行稳定，也因此，平稳度过了大促当天

0-1点的井喷期。

对于深度用户，什么值得买积极撬

动UGC内容生产，9月21日起，各类站内

活动逐步开展，仅以其中“带货101”为

例，完整覆盖了“11.11”从预热到爆发的

全过程，用户的参与积极性被极大激

励，而积极性又反过来提升了平台的日

活和转化率。在社区运营上，什么值得

买打出了“达人帮你选，作业借你抄”的

口号，各个“科目”的“课代表”齐出动，

把边种草边剁手的氛围带向高潮。

对于精心生产的优质内容，平台

最应该做的，就是让它被更多需要的

人看到。在技术层面，值得买在精准推

送与智能分发上进行升级，内容信息

流通过AI等技术加持，根据用户个性

化标签订阅，实现千人千面内容分发。

不光深度用户的成就感得以满足、积

极性得以提升，也满足了林布罗这样

的用户对于将什么值得买作为消费决

策工具的最基本使用需求。

“我希望什么值得买做到的不仅

是导购，还是陪伴中国消费者一同成

长，帮助他们作出合乎自身需要的消

费决策，要赢得中国消费者的信赖，就

必须用内容建立起这种信赖感。”上市

后受访时，隋国栋如是说。在上市后的

第一个“11.11”，值得买用漂亮的答卷

再次证明了专业消费决策内容对于消

费者的价值，也证明了内容导购类电

商未来巨大的成长空间。

“11.11”订单量较平日增长24倍：
什么值得买怎么服务好这一届严格的消费者

关键“贵人”：刘锡材

“聪明，嘴甜。”这是獐子岛镇村民对吴

厚刚普遍的印象。

根据獐子岛公告，吴厚刚系獐子岛镇

沙包社区人，出生于1964年，大学学历，但

在公开资料中并没有关于吴厚刚就读大学

的信息。獐子岛多名村民证实，中学毕业之

后，吴厚刚并没有继续求学，而是当起了船

厂的一名铆工。

对于吴厚刚的学历，一位吴厚刚的大学

同学介绍，吴厚刚一再对外提及的大学学历

系上世纪80年代读的东北财经大学函授班。

进了船厂的吴厚刚，之后当过出纳员、

獐子岛团支部书记、会计兼獐子岛团委副

书记、獐子岛渔业集团财务部经理，据时任

獐子岛的员工介绍，在这里，吴厚刚遇到对

自己有知遇之恩的领导———刘锡材。

公开信息显示，刘锡材曾担任过獐子

岛镇镇长，之后任长海县（獐子岛属于长海

县）县委书记一职。“在刘锡材任獐子岛镇

长时，吴厚刚任獐子岛渔业集团财务部经

理、总经理，刘锡材任长海县县委书记时，

吴厚刚颇得赏识，一路被提拔至獐子岛镇

镇长、党委书记。”数位当时同吴厚刚共过

事的獐子岛工作人员如此介绍。

关键时间：1998年改制

如果说从船厂铆工到一镇之长，吴厚

刚要感谢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老领导，那

么在獐子岛镇村民看来，吴厚刚最后真正

成为一家上市公司的一把手，得益于1998

年改制。

獐子岛2006年招股书显示，公司的前身

为獐子岛渔业集团，为集体企业，于1992年

成立；之后在1998年从獐子岛渔业集团依法

改制为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有限公司。2001

年4月，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变

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之后在2002年獐子岛向

吴厚刚进行定向增资848万股，作价共计

1075.26万元，由此吴厚刚持有了獐子岛10%

的股份，成为了獐子岛第三大股东。

对于这一次定增，多位亲历者证实公

司和镇里给的公开理由是“担任董事长需

要有10%的股份”。村民之间还流传着另外

一种说法：这10%的定增款，吴厚刚实际只

出了500多万元，且是从银行贷的款，另外

的5%为村里奖励。对于这样一种说法，北

京商报记者试图联系獐子岛方面进行证

实，截至发稿，未能收到回复。

獐子岛财报显示，截至2019年三季度

末，吴厚刚持股比例仅4.12%，为第五大股

东，此前进行了多次减持，套现超4亿元。

关键关系：吴氏家族

在完成改制、成为獐子岛董事长后，吴

厚刚的多位亲属也开始陆续进入公司，这也

引起了獐子岛村民的不满。这一不满在随后

爆发的多次扇贝事件中被村民屡屡提及，更

被认为是导致獐子岛一路下滑的主要原因。

多位村民证实，招股书上的吴厚敬、吴

厚国、吴厚岩、吴厚元（现已去世）均系吴厚

刚的亲属。但在獐子岛招股书中，并未说明

上述人员和吴厚刚具体的亲属关系。

知情人士透露，其中的吴厚敬系吴厚

刚胞兄。招股书显示，吴厚敬彼时任獐子岛

长岛分公司负责人，该公司经营海参、鲍鱼

底播、虾夷扇贝等浮筏养殖；吴厚国则系鱼

类养殖分公司负责人，该公司主要经营黄

条鱼师鱼、六线鱼、黑鱼君鱼等鱼类养殖，

海螺采捕；吴厚岩则担任过獐子岛育苗三

厂副经理，海珍品育苗二厂经理、职工代表

监事；吴厚元则任獐子岛副总经理。

“对于吴厚元的任职，村民异议不大，当

时吴厚元是大耗岛（系獐子岛的一个附属岛

屿）的一把手。”獐子岛镇村民对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

但吴厚刚的胞弟吴厚记却并不得人

心。据共事过的村民回忆，在2012年之前，

吴厚记掌管着虾夷扇贝的收苗工作，之后

由于举报，吴厚记于2012年不再负责獐子

岛的收苗工作。“由于民愤太大，2012年之

后董事长吴厚刚的多个亲属也开始陆续从

公司离职。”獐子岛多位村民说。

若按照村民所言，吴厚记为獐子岛收

苗的一把手，但北京商报记者却并未在獐

子岛招股书以及2012年之前的年报中发现

吴厚记的名字。

“虽然2012年从獐子岛离职，但之后吴

厚记便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其公司业务就

与獐子岛有联系。獐子岛用的东西就从吴

厚记的公司上，人家光明正大地采用。”多

位獐子岛村民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天眼查显示，2012年11月，即村民口中

吴厚记离开獐子岛当年，吴厚记成立了大

连盈瑞养殖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其持股

60%，自然人邵万杰持股40%。

据天眼查信息显示，大连盈瑞养殖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水产养殖技术咨

询及服务、经济信息咨询，经营情况未有公

开披露。而对于邵万杰，曾与其共事的村民

称，邵万杰与吴厚记为多年好友，也曾在獐

子岛任职，之后调职山东，不过在2010年前

后因个人问题被开除。而对于邵万杰在獐

子岛任职一事，招股书中也有所体现。

招股书显示，邵万杰系獐子岛控股子

公司长海县獐子岛永盛水产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总经理。另据接近吴厚记、邵万杰

人士透露，“大连盈瑞养殖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实际上只是吴厚记个人企业”。

关键调查：民心向背

从曾经的“富裕户”，到如今的事件频出，

獐子岛镇的村民坦言“进城都抬不起头”。

在对獐子岛镇的走访中，部分情绪激

动的村民更是直言：“獐子岛是大家祖祖辈

辈打下的江山，现在却成了吴厚刚的家族

企业，这里的未来毁在他们手里了。”

11月12日，久不现身的吴厚刚接受媒

体电话采访称，“正好过两天就有专家来

了，我建议你们通过专家从专业的角度上

来了解扇贝到底怎么死的”。

11月16日，由大连市农业农村局组织

的相关机构和科研院所的专家调查组对獐

子岛进行了实地考察。

天眼查显示，除了担任獐子岛董事长、

总裁之外，吴厚刚目前还兼任大连市人大

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大连市工

商联副会长、中国水产学会副理事长、中国

渔业协会副会长。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

记者多次致电吴厚刚进行采访，但均未有

人接听，之后记者以短信方式发去采访函，

也并未得到回复。记者将继续关注这一事

件的进展。 北京商报上市公司调查小组

“扇贝黑天鹅”事件持续发酵，獐子岛（002069）董事长吴厚

刚更是成为了投资者问责的对象。 从船厂的一名铆工，“变身”獐

子岛董事长，谁是吴厚刚一路升迁背后的贵人？从集体企业到上

市公司，谁造就了獐子岛的起起落落？而背后的吴氏家族与獐子

岛之间，又有哪些不得不说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