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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向华

爱奇艺会员及海外业务群总裁

■ 爱奇艺是一鱼多吃的商业模
式。第一阶段是广告，第二阶段是会员。
现在是广告、会员体量都很大，还有其
他商业化比如游戏直播、衍生品，也许
会有线上虚拟乐园。爱奇艺像迪士尼的
商业模式，媒体平台是1/3，乐园是1/3，
衍生的商业收入也是1/3， 是一个比较
完善的结构。

张强

蜻蜓FM创始人

■ 万物互联时代， 音频面临着
巨大的机会， 现在音频整体渗透率
比视频、 文字低了不少， 大概是在
30%左右。未来，更加精细的场景划
分推动音频的渗透和发展， 而如何
做好音频内容与场景的匹配， 也是
一项挑战。

张朝阳

搜狐董事长

■ 日渐流行的信息流对搜
索构成威胁， 虽然许多人放弃搜
索而浏览信息流， 但仍有一部分
人继续使用搜索功能， 因此搜索
的战场会继续存在， 相信搜狗团
队能够迎战并且发展， 尤其在AI
技术方面有独创的进步。

■ 对创业者和投资人来
说，穿越周期有三个原则，一是
定位原则， 利用自身特点寻找
定位，建立比较优势；二是长期
性原则，在大领域研究深挖，在
细分领域布局延伸； 三是真实
沟通原则。

直播电商与流量变现焦虑

火爆战局

有赞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电商公司，

也算不上是面向大众用户的平台公司，它

的业务专业术语是SaaS服务，通俗一点就

是为商家提供开店工具，尤其面向电商场

景，帮助商家网上开店、网上营销、管理客

户、获取订单。

这种角色让有赞近距离和纵深化地理

解流量变迁。有赞CEO白鸦感慨，直播电

商在过去半年跨越发展的太快，而且分层

快，这种分层不是所谓的高中低购买力分

层，是有6亿多用户开始用他们熟悉的方式

网购，而在过去这个数字只有2亿。

“6亿网购群体，有的爱拼团，有的爱看

直播，改变了以前图文营销的方式，这就是

新的购买力”，白鸦认为，2020年5G技术将

开始大规模商用，直播可以通过5G看细

节，体验将更好，“直播电商的爆发仅仅只

是开始”。

有赞COO浣■表示，2019年上半年，

有赞直播电商交易额达10亿元。

据知情人士透露，上述10亿元交易额，

绝大部分来自快手。据悉，2018年6月，有

赞与快手合作“短视频导购电商解决方

案”，快手的主播可直接接入有赞店铺，实

现短视频和直播流量变现。

毫无疑问，快手也是直播电商当下最

大的受益者之一，甚至开始有了影响战局

的能力。

就在数天前，有市场传闻称，尽管今年

5月快手与拼多多达成战略合作，但在快手

电商服务“快手小店”的“已支持电商平台”

列表中，只有淘宝、有赞和魔筷TV，并没有

拼多多。甚至有声音指出，“在快手的电商

布局中，可能希望以放弃拼多多，从阿里方

面获得更多筹码”。

这一颇具“站队”痕迹的说辞，很快遭

到快手否认，该公司强调：“均为不实消息，

淘宝、天猫、拼多多、京东、有赞、魔筷均是

快手电商的合作伙伴，并不存在与其中一

家深度绑定合作。”

传闻总是和利益纠缠在一起，也成为

直播电商和广告导流纷繁复杂战局的最好

写照。快手与几乎所有的主流电商平台保

持关系，有赞也在快手之外多处布局。

2019年，基于有赞云平台第三方开发者上

线的“爱逛直播”小程序，在内测期间完成

了7000多场购物直播。

而“爱逛”正是基于微信生态链的直播

插件，与微信战略性业务小程序、直播、电

商、云等多方面要素“会师”。

流量生意

直播电商参与者众多，让电商流量又

一次大规模走在阿里（淘宝）体系之外。

在20年的中国电商发展史上，淘宝不

是先锋，却是集大成的收割者，尽管腾讯、

百度等企业通过花样策略予以阻击，但多

以失败而告终，从用户端到商家端，阿里都

拥有了电商垄断性的优势。

数据看，即便排除交易额抽佣，仅阿里

来自电商的广告收益，也在整个互联网广

告行业傲视群雄。2019年三季度财报显

示，阿里广告营销收入413亿元，百度广告

营销收入204亿元，腾讯广告营销收入184

亿元。

由于与电商业务的紧密相关，阿里的

广告营销收入（大多数来自淘宝）几乎等同

于电商广告收入。相比之下，百度、腾讯有

大量广告收入是非电商广告，也就意味着

在“带货营销”这个维度，百度、腾讯要赶的

路还有很长。

同业对比，京东、拼多多是阿里两大直

接业务对手，两者三季度来自广告营销的

收入分别为100亿元和67亿元，与阿里差

距依旧遥远。

不过，机会也正是来自于差距之中。直

播电商、拼团等模式的爆发，无疑改变了过

去电商流量高度集中化的走向。

有赞直播电商运营负责人即心预测，

直播（短视频）电商至少拥有3000亿元市

场机遇，其中50%份额仍然是淘宝体系（基

于原有电商大盘），剩下的一半份额由抖

音、快手、蘑菇街、陌陌等平台抢食。

市场已经呈现开放竞争姿态。来自快

手的数据显示，快手电商作者规模已经超

过100万个，拥有10万+粉丝的电商作者月

收入可达5万元，每月电商作者增速超过

10%，电商内容覆盖的消费者规模每日超

过1亿人次。

与有赞相仿，快手采取了“都是朋友”

的策略，这也是诸多中立性非纯粹电商公

司的选择。

11月28日，小红书创作号负责人杰斯

宣布，小红书将于近期推出互动直播平台。

按照小红书方面的说法，这款直播产品不

仅鼓励红人采用直播+笔记、连线和红包

等传统的直播玩法，也将支持达人做电商

直播，届时平台也将出现电商直播、直播货

架以及直播商品页。

小红书做直播早有苗头。今年6月，小

红书曾做出初期的直播测试，部分热门达

人收到了测试邀请。仅一个月后，小红书进

一步扩大内测范围，以拥有“精选”及

“vlog”标签的达人为主。

由于小红书已经同时获得腾讯、阿里

的投资，业内人士预计，在直播电商这个战

场，小红书也会“雨露均沾”。

巨头博弈

正在孵化直播业务的拼多多，与阿里

在电商市场势同水火，则需要尽可能地寻

找外部支援。

有消息称，拼多多已经内测微信小程

序“好货内购”。拼多多首先向品牌商家开

放店铺直播业务，在直播小程序内测完成

后，拼多多将在站内开通店铺直播，然后再

进行首页展现。据称，拼多多直播业务目前

不会单独上线App，而是内嵌在拼多多

App内。

挑战者阵营，站在最后面的还是巨头，

由于不再自建电商体系，微信对电商数据

讳莫如深，但还是在各种节点“宣战阿里”。

微信发布的《2019小程序“买买买”报

告》显示，2019年“双11”（11月1日-11日）期

间，品牌自营类小程序数量同比增长1倍以

上，访问人次超过1亿，56%的品牌自营小程

序交易金额同比增长50%以上，8%的品牌自

营类小程序交易金额同比增长超过100倍。

面对强势竞争，阿里不能只是防守。淘

宝数据显示，2018年淘宝直播带货金额高

达1000亿元，同比增长400%；2019年“双

11”淘宝直播成交额近200亿元。

在进攻策略上，阿里内外兼修，外部层

面，比如与快手加深合作。内部层面，目前占

据直播电商C位的淘宝直播将启动百亿扶

持计划，主要用于扩大直播受众、支持5G技

术迭代、扶持更多明星以及淘外主播等。

尽管直播电商群潮涌动且竞争激烈，

但在淘宝内容电商事业部总经理玄德看来

需要冷静：它比秀场直播的专业性更强，因

为要看供应链、选品能力、用户消费心理打

磨，这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薇娅直播看

起来只有一两个人，但周围十几个人在帮

她看货、做营销、观测平台情况。不了解的

人以为很容易，其实不容易。”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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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全民拼车日来了 26城拼成打1折 倡导绿色出行
2019年11月29日，在滴滴拼车上线四

周年之际，滴滴发布新拼车产品，基于发

挥“共乘”价值最大化，新拼车致力让乘客

拼成价格更实惠，让司机收益感更强。同

时，滴滴宣布12月3日在26个城市推出拼

成打1折，最高减100元的活动，打造首个

“全民拼车日”。

滴滴出行网约车执行总裁陈熙表示：

“今天滴滴网约车的发展会力求用户价值

与社会责任并重，与城市的发展愿景相向

而行。我们努力完善技术、迭代产品，希望

让用户打车更实惠、更容易。同时加大投

入力度打造全民拼车日，积极推广绿色高

效的网约车出行方式。”

滴滴拼车是在快车基础上的衍生产

品，由快车司机和车辆提供服务，系统将

路线相近的乘客进行匹配，共享车上的每

一个座位，从而分担车费、降低出行成本。

拼车能够有效减少车辆空驶率，提高交通

效率，让有限的网约车供给和城市道路资

源得到最大化利用。

滴滴平台数据显示，自拼车上线以来

累计有29亿人次使用过拼车，最近一年累

计行驶45亿公里。在北京约有30%的滴滴

用户会在通勤高峰时段选择拼车，有助于

提升城市交通效率。

乘客打车更省司机收益更多

滴滴拼车总经理盛克华详解新拼车

的理念。促成实质的拼车共乘，是滴滴拼车

为用户创造更多价值的根本。通过精细化

的规划和投入，让拼成的用户打车更实惠，

也让司机的收益更多。从而促进拼车可持

续发展，不断提高城市绿色出行比例。

新拼车所具备的两大功能，可分别满

足时效和高性价比的用户需求。对于更注

重快速出发的用户，可在快车页面勾选

“接受拼车”再发单，空车和已接到拼友的

载人车都能来接驾，从而在排队打车时帮

助用户更快出发。

“拼成出发”功能则让用户在出发时，就

能满足以拼成一口价乘车的需求。用户可在

拼车独立页面提前发单，系统将先匹配拼友

再叫车。提前下单便于系统积攒一定数量的

拼车需求，从而提高拼成概率和顺路程度。

拼车订单对司机来说，是降低空驶率、

多拿奖励的重要收入构成。通过数据计算，

在过去的一个月，司机接拼车订单能够减

少空驶率达16%。司机同时接快车和拼车

订单所获得的冲单奖励，相比只接快车订

单要高约14%。在不影响乘客计费的前提

下，滴滴还在52个城市探索给司机提供共

乘里程的多倍计价，让司机多拼多赚。

强化技术能力 高效绿色出行

为实现快车的车内座位利用率最大

化，首先需要有足够的需求密度，其次技

术挑战则在于需要预测未来时段内的订

单供需分布状况，计算顺路度和最优的供

需匹配。滴滴出行CTO张博表示，目前滴

滴利用深度学习模型，建立实时供需预测

系统，致力实现最小程度的绕路，同时让

多个乘客顺路同行的路线匹配度更佳。

目前滴滴每一次实现拼友间的成功

匹配，平均需要额外进行18.6万次匹配计

算。结合每天超过400亿次地图路径规划

请求，每日处理数据超过4875TB的能力，

经过算法不断优化，如今拼车的平均绕路

时间已相比去年减少30%。

实现“共乘”意味着会产生接送拼友的

时间消耗，还会受到突发的堵车等客观因

素影响。为了方便乘客提前掌握行程，滴滴

在拼车全流程增加了预估到达时间的提

示，并计划推出延误保障权益。通过持续的

技术创新和体验优化，让拼车在实惠和便

捷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

李佳琦三分钟带货600万元， 薇娅

2018年销售额27亿元……带货大V背

后是直播电商的火爆，直播电商背后则

是平台公司对流量变现的饥渴。11月

底，拼多多、小红书相继进军直播电商，

快手、淘宝直播等老牌玩家拿出百亿补

贴等激励政策， 就连有赞这样的SaaS

服务商也高调宣告：直播电商的爆发仅

仅只是开始。

2017Q3 2017Q4 2018Q1 2018Q2 2018Q3 2018Q4 2019Q1 2019Q2

998.4
1193.2

905.8

1190.5 1251.8

1493.2

1139.2

1452.9
单位：亿元网络广告市场规模变化一览

28.4%

9.4%

3.15%

7.65%

信息流广告

品牌图形广告

视频贴片广告

其他广告

35.05%电商广告

16.35%搜索广告

2019年上半年
网络广告细分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