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说瞭望创智07 2016.1.17��星期日 编辑/苏军华 美编/孔泠涵 校对/汤吉

携程敲响了垄断的警钟

“微商” 一词刚刚出现时，
很多人怀着好奇心去靠近她，
试图了解她， 甚至梦想与她成
就一桩美好姻缘。

如今， 当朋友圈被大量微
商广告占领的时候， 很多人不
胜其烦， 不得不经常在朋友圈
设置“不看某人的朋友圈”。

在朋友圈这个“大卖场”
里， 必须得搞清楚微商到底靠
什么赚钱。

有人一定会觉得， 这不是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微商当
然是靠朋友圈里朋友们的信任
和支持赚钱了， 还能有别的什
么花头？

不错， 朋友圈之所以能成
为“卖场”，那一定是建立在朋
友关系基础上的。 朋友之间的
友情、信任和互相关注，天然形

成了良好的售卖渠道， 让商品
流通附带上感情色彩。

其实， 商品流通附带感情
色彩，并非微商所独创。

中国民间商界，一直有“鬼
迷熟客”的说法。卖馒头的，会
把卖相不好的馒头卖给熟客甚
至亲戚，因为这些客人不大好意
思因为馒头长得丑而提出退货；
理发的学徒工，在技艺尚不成熟
之际，常常在亲朋好友的头上反
复练习， 即使把人家理成丑八
怪，人家也只有苦笑一下，不大
会大发雷霆；农民伯伯种出的土
特产滞销，或者城里下岗工人被
摊派了一大堆卖不出去的滞销
商品，七大姑八大姨的就会成为
最有效的推销对象……

网络朋友圈市场，因为“有
感情”，所以也更容易被伤害。

自从网络购物成为现实，
“货比三家”的消费心理，一下
子被网络搜索的彻底比价心理
所取代。 比如被最多微商在朋
友圈推销的面膜产品， 它的真
实底价很容易就会成为公开的
秘密。 如果你花10块钱代理进
货，20块钱卖给你朋友圈里的
朋友， 第二天你朋友会知道你
赚了50%的利润。

不管这位朋友是不是你的
死党， 你都不大可能再指望其
继续支持你的生意： 铁哥们会
想，这小子连我的钱都要赚，也
太不够朋友了，不理他了；不怎
么铁的朋友会想， 竟然赚了我
这么多， 可见得跟我关系一般
呀，咱们拜拜吧。

一片随便任何人都可以申
请做微商代理的面膜， 注定就

是这命运。 而朋友圈市场的脆
弱之处， 往往也正在于这些难
以琢磨的情感因素。

也正因此，传销、直销的商
业模式， 似乎从来不以商品为
核心， 而是大谈理想， 鼓吹抱
负， 通过洗脑勾画肥皂泡让迷
恋者狂热不止。

要说成功， 不过是金字塔
顶端少数人的成功， 狂热跟风
者充其量是凑个热闹而已。那
些天天出现的“爆款”“断货”
“最后一单”，鬼知道是真是假。

但朋友圈商机确实是不可
否认的。只要你有足够个性的产
品，只要你能够想到别人想不到
的金点子，只要你可以让朋友们
在朋友圈里惊叹、折服、享受，朋
友圈淘金还是大有可为的———
朋友圈最有市场的是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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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商到底靠什么赚钱？

2016年是P2P的寒冬
“2016 年 是 P2P 的 寒

冬， 整个行业进程的大低
谷。18个月的整改期实际
上是给行业长时间降火，
这段时间是考验行业和监
管的时间，P2P分层速度会
加剧，马太效应愈加明显，
互联网及传统金融大佬开
始入场。”

———理财范CEO申磊

导购平台模式有很多
“导购平台可以尝试

的模式有很多， 做自营电
商不是行业惟一的出路。”

———返利网CEO葛永昌

海外投资做好风险对冲
“企业和基金在投资

海外之前， 必须弄清楚经
济基本面， 包括市场的大
趋势， 并特别要确立风险
管理意识， 做好风险对冲

等， 才能在海外变化万千
的金融市场中立于不败之
地。”

———资深风险投资顾
问陈思进

企业需要具备两种精神
“中国企业需要具备

两种精神， 一种是互联网
思维的精神， 另一种是工
匠精神。”

———浙江大学管理学
院院长吴晓波

互联网公司的社会责任
“如果没有社会责任，

那么百度只不过是一家具
有垄断性质的高科技的电
线木杆， 用高科技把当年
贴在电线杆上的小广告贴
在了互联网上。 这样的公
司只看着眼前的利益，怎
么又能走得远呢？”

———著名评论员岑嵘

万元
支付宝2015年全民账

单显示，2015年， 上海人均
支付金额达到104155元，成
为首个人均支付突破10万
元的省级行政区， 浙江省
以94192元排第二，北京、江
苏和福建分列3-5位。

%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以下简称“中汽协”）1月
12日公布的产销数据显
示，2015年全年我国汽车
市场产销分别完成2450.33
万辆、2459.76万辆，比上年
分别增长3.3%、4.7%， 增幅
比上年同期有所减缓。中
汽协预测，2016年中国汽
车全年销量增长约6%至
2604万辆。

投中集团12日发布的
报告显示，2015年共有358
家中国企业在境内外实现
IPO， 数 量 同 比 上 升
36.12%， 创出近三年来新
高。但全年IPO募资金额为
3557.64亿元 ， 同比下降
16.4%。

胡润百富10日在深圳
发布了首个与新金融有关
的榜单———2016胡润新金
融50强榜单， 其中有人人
贷、宜人贷和有利网等15家
P2P网贷企业上榜，占比达
三成。据介绍，该榜单每年
公布一次。

五粮液福喜迎门酒特惠招商
您想做白酒生意发展吗？ 那就请加盟五粮液股份
有限公司福喜迎门酒！ 该酒浓香型,品质优异，尤
其适合婚宴、寿宴、喜庆宴等。 价格低廉，大众消
费，各门户网站正在播映“福喜迎门”喜剧微电影
以及支持广告费、门头装修、业务员工资等丰厚市
场政策支持，现特惠诚征县市级以上总经销商！

加盟 QQ：159815698 159815928
028-68988888 18811182888
网址：www.wlyfxym.com

遗失声明
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单证遗失。
怀化中心支公司：单证名称：驾
培学员意外伤害保险、 代码：
2007604，年份：2015 年，号段：
94803-94900、95520-95600、
95836-95900、96036-96100 份
数 309份。 单证代码：3000031，
年份 2013 年， 号段 251803-
251850 份数 48 份。 若以上单
证出险， 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特
此声明作废。
永州中心支公司：单证名称：银
保通长短险共用保单页（数字
签名）, 单证代码：3000054，年
份：2014年，合计 50份，单证号
段为: 300005414000202802-
300005414000202851； 单证名
称： 银保通长险专用多页保单
页（数字签名）， 单证代码：
3000055， 年份：2014年， 合计
19份，号段： 300002-300020。
若以上单证出险， 太平洋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
责任，特此声明作废。

公 告
湖南力基置业有限公司一品嘉
庭小区-177-178 号车位由本小
区业主黄跃军购买，如有异议，
请见报之日起 30内与我司联系，
电话：84117092。高收酒店设备空调

厨具桌椅电器13607480245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寻优质项目合作、投资、借款，
土地开发、房地产、在建工程、
矿业、工厂、农业、养殖、酒店等。
轻松解决企业及个人资金困难，
200 万起贷，手续简单，区域不限。
028-87717157、87772726

大额资金 佳隆直投
公告 声明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如意88888859

老品牌值得信赖
公司搬迁居民搬家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便民服务 搬家●

理财 咨询

诚信快捷 区域不限 大额资金
专业承接房地产开发， 土地，工
程项目；各类矿产资源，电站，酒
店，学校，林业，种养殖业，大中
小企业等投资贷款（寻居间代理）

奢鑫投资集团

023-67833777 13648418884

下卡快，前期无任何
费 用 13787284183信用卡办理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QQ：2953974391 电话：8446480113875895159洽谈
微信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遗失声明
湖南中硕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涂劲奎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一度风光无限的OTA
最近成了众矢之的： 先是被
微博大V指责买机票乱扣
钱， 后又遭到国内多家航企
“封杀”， 而近日媒体曝光的
“携程买机票登机遇阻”一事
彻底让OTA陷入了腹背受
敌的困境。

OTA为何会在近期频繁
惹火上身， 其实不难理解，毕
竟店大欺客是消费者最不能
容忍的。去年，国内互联网合
并案迭起，随之而来的就是对
于垄断的担忧。BAT等巨头均
遭到过垄断的质疑，易到用车
在滴滴与快的合并之际，也对
该合并提出了涉嫌垄断的举
报，但至今没有结果。

不可否认的是， 在携程
与去哪儿合并之后， 消费者
选择的空间的确变窄了。并
且随着去哪儿、 携程做大做
强， 一些问题也开始随之浮

出水面， 比如购买机票强行
绑定不同保险公司的保险费
用等等。 如此看来垄断的恶
果已经初现端倪了， 如果用
户因此而不得不接受“霸王
条款”，那么这个市场就要被
彻底“玩坏了”。

我们之所以拒绝垄断，
是因为垄断一旦形成， 新的
企业将无法进入市场， 因而
完全排除了市场竞争。 而只
有竞争才是市场运行发展的
推动力， 竞争会迫使企业不
断变革， 提供更优质的产品
和服务的积极性。

当然，以携程、去哪儿为
代表的企业， 也是经历过市
场拼杀的你死我活才得以坐
享江山。它们并不具备以水、
电、 气为代表的行政垄断企
业天生的优越感， 在舆论的
压力下， 携程们和去哪儿们
终究难以一意孤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