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费连线

9月8日， 互联网工作者王先生向记者展示他的购
物网站会员界面，显示其续期已达上限。 记者 朱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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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9月6日宣布内地PLUS
会员籍人数突破1000万的京
东， 是我国首个尝试付费会
员制度的电子商务平台。接
下来， 苏宁易购super会员、
淘宝天猫88VIP等多个购物
平台也相继上线了付费会员
体系。而与此同时，以独播剧、
热播剧优先更新、不需观看广
告等为主要卖点的视频播放
软件系收费会员也快速发展，
包括爱奇艺、腾讯、优酷、芒果
TV等多个APP均先后上线了
均价在近200元一年的会员
付费系统。

事实上，虽然“付费会员”
为消费者们所熟知缘起影响
更广泛的互联网企业，但它更
早却来源于线下商店。

在长沙，采取收费会员制
的商家并不在少数。 这其中，
就包括在2017年下半年正式
进入长沙的山姆会员商店。据
记者了解， 该店的商品售卖、

试吃服务均仅向付费会员开
放，其会籍为年费每年260元。

山姆会员商店相关负责
人曾向三湘都市报记者表示，
该店在开业初期的会员拓展
进度“十分理想”。她认为，长
沙市民对“品质生活”的要求
和对于愿意为更好服务付出
溢价的接受程度“超出了预
计”。

而据长沙某企业高管刘
先生介绍， 市内部分高尔夫
俱乐部也会向会员收取一年
千元不等的会费，“这并不包
括在日常消费中， 而只是购
买会籍，可以参加一些聚会，
享受俱乐部额外提供的服
务。”

他表示，自己花在付费会
员上的开销，一年达了五六千
元，“基本是一些会员俱乐部
的， 部分是自己的兴趣爱好，
也有为了结识生意上的朋友，
拓展点人脉资源。”

本报9月9日讯 近日，省
食药监局官网公布了2018年
第8期违法药品医疗器械保健
食品广告。 根据《药品广告审
查办法》《医疗器械广告审
查办法》 及《保健食品广告
审查暂行规定》 等有关规
定，该局在监测中发现违法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
告共计21个。

通报显示， 在湖南多个电
视频道播放的“蓇投帮风湿马
钱片”电视广告，因使用表示功
效的断言或者保证等作证明，
被判定为违法药品广告。此
外，唐乐5.0消渴降糖胶囊、仙
灵地黄补肾颗粒产品广告，因
夸大产品适应症或功能主治
等，被判定为违法广告；由孟
州市神龙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天一忠粮纤维面，在媒
体刊载时因使用表示功效的
断言或者保证， 同样被判定为
违法广告。

此次公布的21个违法广
告中，主要包括“夸大产品的
适应症、功能主治、适用范围”
“含有不科学地表示功效的断
言、保证”“利用医药科研单位、
学术、医疗机构或专家、医生、
患者等名义和形象为产品作
证明”等内容。省食药监局提
醒消费者，可到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数据查询
中心查询依法批准的广告信
息，谨防上当受骗。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马卓

基于对新能源汽车前景
的看好， 工银瑞信近期适时
推出了工银新能源汽车主题
基金， 该基金作为混合基金
仓位灵活， 有利于在当前的
市场行情下适时布局， 动态
捕捉投资机会。 工银瑞信新
能源汽车主题混合基金拟任
基金经理闫思倩认为， 新能
源汽车是未来20年具备长期
高增长潜力的产业， 目前产
业基本面稳健增长， 全球汽
车品牌也纷纷推出了新能源
发展计划， 预计在2020年前
后， 众多汽车品牌将陆续销
售自己的首辆新能源汽车 ，
届时爆款车型或将成为行业
的一大亮点。

经济信息

你，愿意一年花多少钱办会员
付费会员拉开新战幕，跨界权益成焦点 动辄上百元，消费者为何愿意买账

那么，长沙消费者究
竟对付费会员的接受度
如何？9月7日，三湘都市报
发布了题为《关于付费会
员调查问卷》。截至当日16
时，共收回有效问卷67份。
填写问卷的男性占40.3%，
女性占59.7%。其中，大部
分为年龄在19至23岁的
年轻人。

该份问卷的调查结
果统计显示，61人曾有购
买付费会员的经历，占比
高达91.04%。而在所购买
的会员类型中，50.75%的
人同时购买过互联网会
员和线下会员，35.82%的
人仅购买过互联网会员。
92.54%的问卷对象购买
过当下最火的视频网站
类会员，38.81%的人购买
过电商类购物网站会员。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
数据是，认为付费会员能
给使用者提供专享服务
的人高达62.69%， 另有
38.81%的人认为购买会
员 可以 达到 省 钱的 目
的， 有高达28.36%的人
偏向于购买按年购买会
员。

而一份来自艾瑞咨
询于2017年发布的《中国
零售业付费会员消费洞
察》 调查报告也显示，超
过50%的消费者表示在
购物时愿意为了更高的
品质付出10%至20%的溢
价。该报告认为，付费会
员计划为会员设置了价
格折扣、专属商品、及时
响应的客服等各种类型
的权益，满足了新时代消
费者的新需求。

工银瑞信闫思倩：
看好新能源汽车
三大机会

9月6日，京东公布其付费会员规模。截至目前，其
PLUS在籍会员已突破1000万。

刚刚过去的暑假，各类视频网站、电商平台“抱团”
抢会员的高峰期内，爱奇艺、京东、阿里、芒果TV、优酷
纷纷给出优惠，“抢人大战”正在上演。

你，愿意一年花多少钱办会员？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郑晨红 付娆

“上次爱奇艺会员做活
动，只要88元就可以同时享受
爱奇艺、京东PLUS各1年的会
员服务，我充值了两年。”9月8
日，长沙互联网行业从业者王
先生一边打开自己的爱奇艺
手机APP一边对三湘都市报
记者介绍。

而中餐经常点外卖的胡
小姐也发现，过去动辄从数元
到近十元的外卖平台大红包
不见了踪影。“现在美团的红
包套餐需要花钱购买，9.9元
可以购买到价值30元的优惠
券，而饿了么平台免费发放的
优惠券使用也有诸多限制，大
部分只能在‘品质联盟’店家
使用，不如它的会员卡划算。”
胡小姐说。

在刚刚过去的8月里，互
联网付费会员掀起了一波
“抢人会员特价营销大战”。
不仅阿里巴巴首次推出了售
价88元一年的“88VIP会员
卡”， 京东也与爱奇艺联合促
销，进行了“双会员”88元一年
的闪购， 而芒果TV则直接降
价， 原价198元的年卡活动售

价只需21.8元。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

阿里系的“88VIP”会员卡整合
了阿里旗下优酷、饿了么、虾米、
淘票票以及淘宝、 天猫等众多
生态资源，这也意味着，消费者
仅需花88元购买一张会员卡，
即可同时享有阿里旗下众多
产品的会员服务。

不难发现，在“换一家店”
“换一个APP” 的成本只需用
手点击两下手机屏幕键盘的
低成本时代里，如何增强顾客
黏性， 商家可说是想破了脑
袋。而最终，“付费会员制”“付
费优惠券”成了它们统一的最
后导向。

在互联网世界的“抢人大
战”中，业内人士认为，普遍
比拼的是各个商家、 巨头整
合资源的综合能力，“阿里系
原本行业涉猎较广， 其内部
沟通成本也更低， 会员信息
整合和活动对接更加便利；
而京东则选择了发展线下异
业联盟，与海底捞、肯德基等
线下商家进行合作， 各有优
势和特点。”

最新：
线上“会员抢人战”愈演愈烈，互联网巨头比拼跨界实力

超五成消费者愿为“专享服务”买单

几年前，要花钱才可以看想看的视频、买想买的东
西、听想听的歌，似乎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是更让人
意想不到的是，从讨论“是否接受付费”到“接受一年付多
少会费”的转变，也不过短短两三年的时间。

与其说， 是商家开始更能洞察消费者的需求， 不如
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消费者对商家所提供的服
务和所出售的商品有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也认为付出一
定数额的金钱并不是那么难以接受的事情。

有研究机构认为，我国消费者加入会员计划的初始
原因是基于商品的价格折扣，但现在，用户体验感则成
为了消费者对未来会员权益的最大预期，这其中就包括
了优先级的服务、专享的“会员感”等等。

无论是零售市场，还是服务市场，用户数量的增长、
用户黏性的增强，付费会员制都将成为未来市场经济上
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推动其向着更好的方向前进。

从“是否接受”到“预算多少”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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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最早来自线下，受到高端客群喜爱

我省公布
21个违法医药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