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用户体验来看， 付费
用户比普通用户享受到的好
处多很多， 并且从经济效果
来看， 很容易自己的会员年
费就能够“赚回来”。

其实，互联网的付费“会
员模式” 并不是一个新鲜概
念，QQ早在十多年前， 就成
功开创了会员模式， 成为公
司重要的现金流之一。

一个不太新鲜的模式，
居然成了各大互联网平台的
“香饽饽”， 互联网平台这样
做的目的何在？

互联网观察人士刘时香
分析， 会员的优势之一在于
可以让商家少花钱拉新客，
而在电商平台天花板已经越
来越可见的情况下， 各个电
商平台更愿意将资源投给最
值得投的人， 即那些愿意花
钱买会员的用户身上。

尼尔森市场研究有限公
司电商研究部副总裁洪锴进
一步分析，“目前电商零售的

一个痛点在于过度依靠促销
引导，用户跨平台转换频繁，
平台黏性不够。与此同时，在
流量越来越贵的趋势下，获
客成本大幅提升。” 洪锴表
示，“通过建立付费会员体
系， 可以将成本投入从过去
的短期促销转移到会员需求
挖掘这一更具含金量的领
域。” 对于电商平台而言，发
展付费会员也成为不得已而
为之的路径。 除了长期的价
值挖掘之外， 另一个很重要
的因素就在于， 会员费本身
就可能成为一笔不菲的收
入。这或许意味着，未来付费
将会成为上网消费的常态。

资料显示， 亚马逊最初
于2005年在美国推出Prime会
员计划， 如今已成为其稳定
的获利来源及三大业务支柱
之一，以Prime会员收入为主
的零售订阅服务，2016年营
收达64亿美元 ， 同比增长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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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承认， 很多实体商
家的会员都做得不咋地。

离春节仅剩10多天了，大
学生小苏准备做个美甲迎新
年，“朋友圈加的几个美甲店最
近都发了公告， 说暂停划用会
员卡余额， 会员只能享受折扣
付现优惠。”

在过去的这些年， 办会员
卡是进店消费的标配：超市、餐
厅、美发店、美容院、健身房、药
店等，几乎都是人手一卡，会员
打折、充值送优惠、消费积分奖
励是惯用的促销伎俩。 而这些
能够带来实际回报的政策，在
当时还是很能引起消费者欢迎
的， 不少人钱包里都会放着几
张会员卡， 甚至因为会员卡太
多而发展成电子会员卡。

但慢慢地， 很多店铺的会

员制开始变味了， 有些商家很
可能一开始想着如何在会员身
上赚一笔，如一些美发店、美容
院就喜欢打着会员特殊优惠的
幌子哄客户充值。

长沙白领刘女士曾向记者
反映， 一家美容院的面部护理
原价780元， 在充值3000元成
为会员后，就能享受228元的会
员优惠价，听起来挺划算的，但
她在团购网上发现， 同价位项
目只要199元。

更有甚者， 在哄骗部分用
户交钱办卡之后， 突然就卸磨
杀驴选择“跑路”了。前几年长
沙关于“店铺人去楼空，充值会
费打水漂” 的新闻报道层出不
穷，这一系列乱象让很多消费者
对会员经济失去了信心，会员制
也因此一度不被大家所看好。

会员经济借力互联网“卷土重来”
视频、文学、电商等网络平台开启“会员新时代” 观察：商家挖掘深度用户长期价值

曾经理发店拉着你办
卡、 美容院拉着你办卡，哪
哪都是“坑”的会员制曾让
很多人唯恐避之不及。会员
制也一度因此不被大家所
看好。

不过随着经济发展水
平的提高，当下，会员经济
也逐渐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无论是沃尔玛、宜家这样的
传统线下零售店， 还是京
东、亚马逊这样的线上服务
商家，会员制正成为一种商
家力推、消费者也愿意接受
的营销手段。

■记者 杨田风

互联网总能迅速地颠覆传
统行业， 会员制在电商平台上
的创新同样让人称道。

相较于传统零售业态中留
下个人信息或缴纳少额工本费
便可成为会员的模式， 互联网
上的会费可谓价格并不低。

例如，亚马逊Prime会员售
价高达388元/年（促销价188�元），
小红书黑卡会员、 网易考拉黑
卡会员售价分别为266元/年、
279元/年，京东PLUS会员则需
要缴纳149元年费。

不过，会员花了钱，身份随
之尊贵，与尊贵相匹配的是特
权。记者注意到，缴纳这些会
费后，消费者便能够享受平台
方提供的各种会员福利，包括
免运费、折扣价、返利、退货特
权等。

“买一包纸巾也能包邮，我
觉得这个会员费花得挺值的。”
对于大多数城市用户来说，付
费会员服务已经走到我们身
边。 对于在某一平台购物较多
的消费者来说，会费百元左右，
获得的价值往往远高于此。

京东PLUS会员杨女士说，
她购买会员源于一次偶然的购
物经历，“当时我在京东上选电
饭煲，看中的一款标价299元的
迷你电饭煲， 会员价只需259
元。 而PLUS会员的年费也才
149元， 可以享受多重权益，就
直接入会了。”

后来，杨女士发现，入会4个
月， 会员账户里就新增了4802
个京豆（相当于48元），她还获
得了运费券礼包、免费电子书、
多种购物券，“对于经常网购的
消费者来说，会员很划算，所以
我会续费使用。”杨女士说。

又如， 亚马逊的 Prime�会
员服务， 花上 188�元可以折扣
价格专享某些商品， 并享受到
全年无限次的免费配送服务。
数据显示，一年多的时间里，亚
马逊已经为中国会员累计节省
运费超过5亿。网易考拉则加推
每月的税费券、 运费券以及不
定期发放黑卡专享券。

当下， 会员模式大有通过
互联网卷土重来之势。

在线电影、网上外卖、数字
音乐、网络视频、网络文学、电
商、知识付费、个人网盘等，几
乎全网都在玩会员模式， 即用
户按月/按年付费成为平台上
的会员/超级会员，就可以享受
到跟普通用户不一样的福利，比
如能够享受到VIP专属的影视
资源、能够享受到会员专属的折
扣价格、能够享受到更大的存储
空间和更快的下载速度。

曾被誉为最难撬动的视频
领域市场， 也开启了付费会员
新纪元。调查数据显示，2017年
国内网络视频用户付费比例达
到42.9%， 相比2016年增长7.4
个百分点， 且用户满意度达到
55.8%，预计未来仍将保持较高
速的增长趋势。

比较火的内容创业领域，
包括钛媒体、IT桔子、人人都是
产品经理等平台， 也纷纷开启
了会员战略， 用户按年付费便
可以看到更多优质的内容以及
更丰富的数据库。天眼查、企查
查等企业信息查询平台亦纷纷
开通了会员版，在线外卖方面，

美团外卖、 饿了么也开通了会
员功能。

在电商方面， 目前淘宝和
天猫、京东、亚马逊、苏宁易购、
网易考拉海购几大主流电商平
台均推出了会员战略。 京东和
网易考拉海购走的是按年付费
的会员模式， 而淘宝和苏宁走
的是按照用户消费水平不同而
产生不同的会员效果， 前者直
接带来一定的现金流， 后者则
可以间接刺激用户消费购物。

进入2018年， 会员经济的
趋势依然不减。“未来， 会员经
济还将是一个强有力的业务增
长助推器。”近日，亚马逊中国
区负责人顾凡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此外， 服务质量和体验也
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尤
其是在商品本身价值之上的附
加价值， 也是商家力推的主要
卖点。

如京东PLUS会员在物流、
折扣及客服福利之外， 可享受
更多自营种类商品7天无理由
退货特权，免费上门取件服务，
以及高于普通用户10倍的京豆
回馈等。

线下 “坑人”套路太多，会员制曾遭抵触

线上 视频、电商等平台，开启付费会员新纪元

卖点
激发“价值获得感”的
特权列表

京东数据研究院、 山姆
会员商店、 艾瑞咨询联合发
布的《中国零售业付费会员
消费洞察》显示，消费者购买
会员的主因是划算。 在开通
付费会员的原因调查中，74%
用户选择价格优惠； 其次为
免运费， 选择比例为61%；另
外也有50%的用户出于对平
台的支持加入。从整体来看，
消费者对付费会员的认可度
较高。在评价选择中，具有消
极倾向的认知选择平均比例
仅为9.3%； 也就是说， 有约
90%的用户选择了积极倾向
的选项， 认为付费会员制为
消费者带来了新的价值。

消费力一向与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紧密相关，付
费会员的用户分布也
与中国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基本一致： 以一二线
城市用户为主， 其中一线城
市用户占比28.4%，二线城市
用户占比29.6%； 北京市、上
海市、江苏省、广东省为付费
会员数量最多的地区。

调研显示， 收入水平越
高， 用户购买付费会员的意
愿越强。 个人月均收入水平
在3000元以下的消费者中，
仅有16.4%的用户明确表示
愿意购买付费会员； 而在月
均收入20000元及以上的消
费者中， 这一比例上升到
36.8%。

在付费会员的职业结构
中， 城市白领占比34.0%，其
次为教师， 占比为19.1%。付
费会员用户以研究生及大学
学历为主， 学历水平明显高
于普通用户。

挖掘长期价值，重心向深度用户倾斜

超七成用户入会主因是“划算”

观察

数据

希望有专属客服服务

2017年中国消费者开通付费会员的原因

每年在平台消费金额够
高，平台返利划算

需要用每月的免运费券

是平台的忠诚用户，只是
为了支持平台
刚好要买大件商品，返利
后很优惠

专享商品价格很有吸引力

喜欢作为VIP的尊享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