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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表现强势
业绩冲散疑云

今年乐视打造的414电商节
继续沿用了去年“买会员送硬件”
政策， 并在全生态全商品参与的
基础上，牵手中粮大悦城、美的、
兴业银行、 蚂蚁金服以及小蓝单
车等各行业品牌， 打造更多的促
销玩法和更大的优惠力度。 在补
贴力度上， 乐视今年拿出产品线
上7%到10%的营收回馈用户，希
望打造新零售浪潮下具有标杆意
义的电商节日。

从4月14日零点到24点，乐
视超级电视、超级手机、超级自行
车、酷派手机等全生态智能硬件，
以及易到、网酒网、乐视金融等产
品，全渠道全天开放。此外，今年
414还在中国香港、美国、印度和
俄罗斯同步开启。

截至4月14日24时， 乐视全
生态总成交额突破21.7亿元，其
中乐视超级电视总销量突破38.6
万台，超级手机突破44.7万台，乐
视会员总销售额超过5.8亿元，智

能硬件总销量超过148.2万件。
乐视电商节的强势表现，不

仅证明了乐视极高的品牌价值和
市场热度， 也体现了具有生态补
贴和会员服务的互联网电视与智
能手机已经成为市场主流， 更是
调整近半年来成效的最好体现。

有业内人士认为， 在经历了
去年底的供应链危机后， 乐视今
年电商节的成绩不仅意味着乐视
的智能硬件在用户中仍然具有强
大的影响力， 更意味着危机已经
基本解除。

会员收入5.8亿
内容付费一枝独秀

截至4月14日24时， 乐视当
天会员总销售额突破5.8亿元。

对于乐视来说， 会员服务是
整个生态体系的核心， 也正是因
为有着一整套会员服务体系，才
让乐视打造的“买会员送硬件”模
式颠覆了传统商业模式。目前，乐
视影视会员不仅可以独享数十部
接档院线大片和数百集的独播大

剧，还有海量英剧、美剧等高品质
影视资源； 乐视体育虽然失去了
中超及亚冠版权， 但体育会员依
然能享受到英超、欧冠、F1、网球
等海量赛事资源， 同时乐视会员
还能享受到包括易到、网酒网、乐
视金融在内全生态服务的优先特
权。

显然， 乐视对于会员体系的
运营已经走在了行业的前列，基
于数量庞大的会员群体， 乐视在
去年底发布的观星系统不仅实现
了分众运营， 也为广告主提供了
精准的用户画像， 在互联网视频
行业尚处在烧钱阶段的今天，乐
视为众多视频网站提供了参考。

业内人士认为， 此次会员收
入再创新高， 体现了乐视在会员
运营领域成效突出的同时， 更为
乐视今后针对会员群体尝试更多
的运营方式提供了可能。

生态零售模式
加速第三次零售革命

从去年414硬件免费日到

919乐迷节， 再到今年414电商
节，乐视“线上商城+线下实体店”
的生态零售模式正在不断成熟，
并加速第三次零售革命。

乐视生态销服平台总裁张志
伟表示，未来的零售将以体验、连
接成为吸引用户的核心关键，第
三次零售革命已经在悄然进行
中。在张志伟看来，乐视生态零售
模式经过3年多的布局已经基本
成型， 用户能在乐视自有平台上
全流程地参与到从产品感知、产
品体验、产品购买、产品服务、再
到产品反馈的全闭环。

据了解， 乐视生态销服平台
目前除了拥有以线上商城和覆盖

全国的LePar实体店为核心构成
的自有O2O体系， 也整合其他成
熟的第三方渠道为辅助， 实现全
渠道传播、 营销与服务的立体化
运营， 这一创新的销服体系已经
在超级电视上获得不俗业绩和有
效验证。

在外界看来， 乐视在去年底
搭建的生态销售服务平台，不但实
现全渠道同价，更实现线上、线下、
客服与售后的融合，现货+预售模
式让产品直达用户，持续满足用户
的需求，而这场乐视发起的零售模
式的革命，将对乐视及行业未来产
生深远影响，也将引领第三次零售
革命的到来。 ■伍叁

本报4月16日讯 记者从
日前公布的2016年中国GDP
千亿县名单获悉， 截至2016
年，全国共有21个县 (县级市)
GDP超过千亿元，其中湖南有
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3个县
进入行列，分别位居第7、第8、
第15名。

据了解，这21个千亿县分
别分布在江苏、山东、浙江、福
建、湖南、内蒙古6个省份，前
四强被江苏省“占领”，其中的
昆山市以全年GDP3160.29亿
元、 名义增速2.6%排名第一，
其余三强GDP均超过2000亿
元。公布的名单中，有4个来自
中西部地区，其中湖南就独占
了3个席位。

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长
沙县全年GDP达到1280．3亿
元、名义增速为9.59%；浏阳市
GDP达1218.2亿元，名义增长
9.47%， 两者均进入全国前10
位 ；2016 年 宁 乡 GDP 达
1098.35亿元，名义增长9.6%，
排全国第15位。

不难发现，湖南此次入围
的3县市均隶属于长沙市，堪

称长沙县域经济的“三杰”；其
中的宁乡日前刚被批准撤县
改市，成为县级宁乡市，由湖
南省直辖，长沙市代管。长沙
市县域经济的发展，很大得益
于其快速发展的工业经济。根
据《长沙市2017年政府工作报
告》设立的预期目标，未来五

年， 长沙的地区生产总值达
14000亿元以上。与此同时，还
会加快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
平，支持浏阳打造湘赣边区域
性中心城市，将浏阳、宁乡打
造成为省会副中心。这些都将
大大增强长沙县域经济的综
合实力。 ■记者 吴虹漫

本报4月16日讯 近日，中国互
联网金融协会向会员单位下发《互
联网金融信息披露标准———消费金
融》（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
定义并规范了23项披露指标。

业内认为，《意见稿》 促使从业
机构客观开展信息披露， 也使消费
者主动了解相关服务和产品合同条
款， 避免因过度负债造成征信污点
和经济损失。

信披尺度相对宽松

《意见稿》 规定了23项披露指
标，其中强制性披露指标21个、鼓励
性披露指标2项。互联网消费金融从
业机构要求对贷款合同/协议中的
关键条款和潜在重大不利条款进行
解释说明， 让普通消费者能够充分
理解； 披露账户安全知识和风险提
示，违约时面临的各类不利后果，例
如征信损失等； 应针对客户的催收
方法和流程以及客户的征信报送情
况等信息进行披露。

解读：在《意见稿》出台前，网络
借贷信息披露规则已于2016年10月
正式发布。 开鑫金服总经理周治翰
分析， 与网络借贷涉及从公众吸收
资金的运作模式不同， 消费金融从
业机构主要以自有资金开展业务，
因此其信息披露尺度较网络借贷宽
松。

重视事前风险提示

《意见稿》明确规定，要求披露
收费项目与计算标准、利率调整、征
信报送等信息， 即在事前就向消费
者揭示主要风险和注意事项。

解读：一些消费金融从业机构
在实际运营过程中， 存在实际息费
披露不透明、以“低息”误导消费者
等问题。 这容易导致消费者不了解
产品的实际息费情况， 当出现逾期
时，可能面临高额罚息。消费金融从
业机构的贷款信息可能也是要上报
征信机构的， 一旦出现不良信贷记
录， 可能会对今后的工作生活带来
负面影响。周治翰表示，此举可以提
示消费者合理借贷消费， 有效预防
日后可能出现的矛盾和纠纷。

规范催收行为

《意见稿》还要求消费金融从业机
构“通过邮寄、电话、短信和网络信息
提示等方式及时通知客户各项消费支
出和账户变动”，要“定期披露客户的
消费信息和交易费用”。 此外，《意见
稿》 非常重视规范催收工作， 特别指
出，消费金融从业机构要披露“对各类
产品消费者的催收方法、流程”。

解读：周治翰表示，这有利于规
范催收工作，减少暴力催收事件，维
护行业良好形象。 ■记者 蔡平

21.7亿!乐视电商节完美收官
击破行业质疑涅槃重生

互联网消费金融信息披露征求意见 重视事前风险提示，有利规范催收

消费金融信披尺度较网贷宽松
湖南3县市GDP迈入“千亿俱乐部”

总成交额突破21.7亿元，其中会员总销售额超过5.8亿元、超级电视总销
量突破38.6万台，超级手机突破44.7万台……经历了24小时连续促销以及千
万乐迷的共同参与，乐视414生态电商节完美落幕。电商节的火爆，再一次证
明乐视从服务到智能硬件得到更广泛用户与市场的普遍认可。

去年年底，乐视宣布调整战略节奏，要聚焦现有业务专注经营以实现正
向现金流，而电商节靓丽的业绩无疑成为战略调整成效的最佳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