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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会员的前世今生

“知乎会员业务是从2018年起步的，那时

还叫超级会员，真正走上正轨则是2019年推出

的盐选会员。这中间最大的变化就是知乎从社

区问答的原生体验出发，将创作者们在知乎原

有的付费作品集升级为‘盐选专栏’，把创作者

纳入了会员体系。”8月10日，周源在站内信中

回顾了知乎会员业务的“前世今生”。

周源坦言，从最初亏钱，到自给自足，再

到反哺社区建设，到即将为“致知计划”创作

基金贡献力量，这是“2019年未曾想到的”。

会员并不是知识付费类平台独有的业

务，更早推出、受众面更广的是在线视频会

员。公开信息显示，2011年5月，爱奇艺推出了

会员专区，2012年11月腾讯视频正式开通会

员服务。2022年一季度，爱奇艺日均订阅会员

数1.014亿，腾讯视频有1.24亿会员。

知识付费类平台和在线视频平台的会员

规模有可比性吗？领悟时代数字研究院首席

研究员唐树源给北京商报记者的答案是：否。

在他看来，“知乎的会员呈现出年轻化且高知

的特点，以解决问题为需求的用户才会成为

会员，因而会员基数较少。在线视频会员主要

被视频业务所吸引，用户基础很庞大。未来知

识付费平台付费会员很难达到在线视频会员

规模”。

知乎相关业务负责人并未直接回答上述

问题，仅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知乎是一家

在线问答社区，在业务模式上有一定的独特

性，内容和媒介也具备多元性，知乎会更聚焦

在自己的赛道，为用户提供平台和服务。目前

知乎的会员体系覆盖了数字阅读、社区功能

和身份权益等，未来还将不断完善会员体系

的权益覆盖和付费体验”。

净亏损节节升高

和之前相比，知乎不论在业务还是商业

化上已不再那么“佛系”，但还没有找到盈利

密码。

2019-2021年，知乎营收分别为6.7亿

元、13.5亿元、29.6亿元，经调整净亏损分别

为8.2亿元、3.4亿元、7.5亿元。2022年一季

度，知乎营收7.43亿元，同比增长55.4%；经

调整后净亏损3.67亿元，同比扩大89.8%，净

亏损额扩大的背后，是营收成本和运营费用

的持续上涨。

2022年一季度知乎营收成本从2021年同

期的2.06亿元增加到4.08亿元，增长的主要原

因是广告服务的执行成本和内容相关成本的

增加以及员工成本的增加。一季度用户流量

的增长也导致了云服务和带宽成本的增加。

2022年一季度，知乎营业费用从2021年

同期的6.51亿元涨到了9.84亿元，其中销售和

营销费用5.07亿元，研发费用1.67亿元，一般

费用和管理费用3.11亿元。

营收和净亏损同时增长的同时，知乎最

大的营收来源也在发生更迭。2022年一季度，

知乎的营收来源在广告、付费会员、内容商业

解决方案、其他四部分的基础上，新增了职业

培训板块。广告、付费会员、内容商业解决方

案是营收大头，营收占比分别是30.5%、

29.8%、29.2%。不过，之前营收占比最大的广

告业务从第一落到了第三，内容商业化解决

方案和付费会员营收均反超了广告营收。

单看营收增速，“内容商业化解决方案营

收的增长很快，但我认为作为知识类平台，付

费会员业务的数据更能体现一个内容平台的

健康度，因为通过这个数据可以直接看出平

台对用户的吸引力”，比达咨询分析师李锦清

直言。

谈及盐选会员，知乎相关人士也向北京

商报记者强调了会员和内容的关系，“盐选会

员是知乎重要的内容生产和消费场景，满足

了用户对优质数字阅读的需求，并且与社区

形成一定程度的融合、反哺。在生态第一的战

略下，盐选会员的高速增长既代表了用户内

容消费的大趋势、创作者对盐选创作模式的

热情，也反映出知乎内容和商业化融合的有

效性”。

行业好样本难寻

尽管如此，知乎并未盈利，谈到知乎亏损

的原因，唐树源认为，“内容有价值是知识付

费平台的第一要义，知乎难以盈利的原因主

要在于优质的问答越来越少，且纯文字的形

式逐渐丧失优势，用户更容易被其他细分领

域的知识分享平台吸引”。

周源并不避讳亏损问题，提到“要让公司

成为公众认可的能赚钱的好公司”。在他看

来，要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公司要和社区

共同成长，尤其注重‘生态第一’。知乎今年

执行‘生态第一’战略，时刻都发现节奏很重

要。其实把握节奏就是把握重点。把重心放

在了用户体验，并以此为基准调整了现阶段

的增长策略，尤其注意商业化增速匹配社区

增速。节奏的调整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但只

要方向正确，我们就会走得更稳，才可能走

得更远”。不过，知乎方面并未透露平台的盈

利时间表。

其实，并不是所有知识付费类平台都在

亏损。根据近日IPO撤单的思维造物招股书，

2019-2021年，思维造物分别实现营收6.28亿

元、6.75亿元、8.43亿元，净利润分别为1.15亿

元、4006.35万元、1.25亿元。

按业务划分，思维造物营收由线上知

识服务业务、线下知识服务业务、电商业

务、其他四部分组成。2019-2021年，包括

“得到”App等平台的在线课程、听书、电子

书等服务的线上知识服务业务，始终是为

思维造物营收贡献最多的业务，营收占比

均超六成，“得到高研院”培训课程、“时间

的朋友”跨年演讲等线下知识服务营收占

比在两成上下。

尽管从具体业务看，思维造物和知乎有

不小差异化，但同在一个赛道，一个梦碎A股

却年年盈利，一个实现了双重主要上市，但深

陷亏损，似乎都很难算是行业好样本。

北京商报记者魏蔚

乐视怒怼中电熊猫 一声难兄难弟的叹息

乐视的《公开信》

自贾跃亭跑路、孙宏斌接手乐视后，乐视

电视几经波折，如今却因为中电熊猫而再次

“翻车”。

《公开信》表示，2019年，乐视旗下的乐融

致新和天津智融两家公司与中电熊猫东莞分

公司达成合作，然而自2020年7月起，乐视方

面陆续收到消费者投诉称屏幕出现横线、竖

线、漏液等问题。经查，中电熊猫方面生产的

相关液晶面板不良率竟接近20%，远远超出

行业内2%的不良率标准。

乐视称，液晶屏不达标的责任在中电熊猫

一方，后者理应进行积极的售后服务，然而中电

熊猫态度消极，售后费用由乐视垫付，至今换屏

数量高达11590台，换机数量2160台，预计后续

还要更换6300台，“这两年《甄■传》给乐视带来

的收入都被南京‘熊猫’当竹子吃了”。

《公开信》还透露，中电熊猫南京分公司

临近关闭，却依然对售后问题推三阻四，拒不

支付乐视前期的垫款，拒不商谈解决方案，发

邮件也置之不理。

此外，中电熊猫东莞分公司承担了双方

合作的97%的订单，但临近关闭却未主动通

知乐视方面。“关厂停产停服这么重要的事

情，不应该提前几个月正式告知已合作三年

的合作伙伴吗？不应该对已经造成的严重质

量事故提供一个应急预案吗？这难道是一家

负责任企业应有的态度和做法吗？”乐视质

疑道。

关于《公开信》中所说的内容，北京商报

记者第一时间拨打中电熊猫官网联系电话，

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凋落的两大品牌

乐视电视曾经拉开了互联网电视的篇

章，一度辉煌至极。公开数据显示，

2014-2016年，乐视电视销量分别达到了150

万台、300万台和600万台，销售数据直逼一线

阵营。目前关于乐视电视的每年的销量，虽然

没有透露，但据2020年的采访数据，预估在40

万-50万台销量之间。

有业内观点表示，自贾跃亭“乐视生态”

梦碎，远走美国躲债，乐视已经到了生死边

缘，若非孙宏斌斥巨资驰援乐视，乐视大厦将

会更早崩溃。乐视视频和乐视电视虽然活了

下来，但低调了很多。

乐融致新CEO张巍在此前接受北京商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乐视电视希望还能维持既

有的销量，但是跟以前烧钱的模式有区别，用

烧大额的钱去换一个用户，本身在财务逻辑

上是不成立的，所以我们不是以追求销量做

第一，还是要维持原有存量电视的运营，同

时，也希望每年都有一定量的乐视电视的正

常销售。”

资料显示，南京中电熊猫家电有限公司

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南京

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电熊

猫）、南京新型工业化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持股共同投资打造

的高世代液晶面板专业生产企业。其中，中电

熊猫控股51%。

根据中电熊猫液晶平板显示产业发展战

略，南京中电熊猫家电有限公司将成为“熊

猫”品牌消费类电子产品研发、制造、国内和

国际销售的全新平台。

1978年，熊猫牌黑白电视机曾风靡市场，

打开了中国电视普及的大门。上世纪80年代，

中国彩电市场开始崛起，但由于技术落后，国

产电视品牌始终被东芝、松下等洋品牌压制。

从1985年开始，熊猫电视开始引入日本技术，

大量生产18英寸熊猫彩电。虽然价格不菲，但

也为电视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996年3月26日，长虹宣布所有品种彩电

一律大幅度让利销售，拉开了国产电视价格

战的序幕。8%-18%的降幅，让其他国产电视

品牌猝不及防。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电视品

牌快速迎来洗牌期，没做好准备的熊猫电视

开始退居“幕后”。

由于“熊猫”品牌日渐衰落，《公开信》也

间接披露出，代工如今已是中电熊猫公司的

主营业务之一。

残酷的彩电竞争

尽管双方孰是孰非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双方的境遇折射出彩

电上下游的残酷竞争。

产业观察家许意强对此表示，当前彩电

出货量下滑，彩电领域的发展也面临着瓶颈，

一方面，移动端视频的发展转移了消费者对

彩电的需求，而大屏电视、激光电视的发展尽

管呈上升趋势，但仍难挽回整体颓势；另一方

面，疫情影响居民消费意愿，在家电换新方面

尤其如此。彩电厂商利润下滑，寻找更便宜的

代工方以求节约成本也在情理之中。

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点，据奥维云网2022

国内彩电市场半年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国

内全渠道彩电零售规模为1672万台，同比下

跌6.2%；零售额规模531亿元，同比下跌

10.5%，市场出现了销额双跌的局面。

从中电熊猫一方来看，随着京东方、TCL

华星等巨头开始抢占市场，其发展前景也不

容乐观，随着市占率、营收下滑，在一定程度

上殃及其产品质量。

实际上，早在2020年，京东方就与中国电

子及旗下子公司共同签署了《产权交易合

同》，将以55.9亿元收购南京中电熊猫G8.5代

线约80%的股权，此前TCL科技还以7.39亿美

元收购苏州三星G8.5代线60%的股权及3.41

亿美元收购三星模组厂100%股权。

产业观察家洪仕斌表示，面板和电视的

代工行业未来的集中度或将进一步提升，京

东方等头部企业为了适配自身的发展速度，

收购业内其他厂商势在必行，而那些弱势厂

商本身已落后于同行，再售卖了自身业务，其

在经营上的“滑坡”也在所难免。

北京商报记者金朝力王柱力

“合作已中止，会索赔。”这是乐视相关负责人在发文控诉中电熊猫后，

对北京商报记者的回复。

8月10日，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融致新”）和

天津智融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智融”）联合发布了《乐视

致南京中电熊猫家电有限公司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乐视在《公

开信》称：中电熊猫生产的液晶屏质量不合格，致使乐视方面屡屡接到消费

者投诉，严重损害了乐视电视的形象。有关专家认为，在此次纠纷背后，彩电

出货量下滑与面板行业的“内卷”乃是底层原因。

知乎用户业务相关业绩数据

（数据来源：知乎2022年一季度财报）

12年前的2010年8月10日，知乎公司创立，

2022年8月10日，知乎CEO周源除了发布站内信

回顾公司发展，还披露了一项商业化进展：7月盐

选会员突破1000万。如果纵向对比，2021年一季

度知乎月均盐选用户只有400万，2022年一季度

月均盐选用户689万，增长迅速；但横向对比，同

时期成立的在线视频会员早已过亿，且已有平台

实现盈利，知乎的净亏损却在持续扩大。

尽管有观点认为知识付费和在线视频平台

的会员没有可比性，但一直以来，知识付费难变

现都是业界看衰知乎商业化的原因之一，周源在

站内信中也直言，“我们要让公司成为公众认可

的能赚钱的好公司”。近日思维造物IPO撤单，让

知识付费的前景迷雾重重，不过思维造物已先于

知乎成为赚钱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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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辉煌的两大电视品牌

2014-2016年，乐

视电视销量分别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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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600万台，销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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