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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杀”续：
春节红包大战 利用与被利用的博弈
本报记者 郭梦仪 北京报道

苏宁为什么赢

万份商家礼包在 22 分钟内被用户抢

是大型超市，还是路边卖水果的小摊，

晚红包造势， 并且支付宝红包相对

完，峰值高达 2510 万人次 / 分钟。
“通过前两年的大战，用户抢红包

都可以与消费者进行微信支付。 根据
艾媒咨询师张毅预计， 虽然目前移动

2015 年的微信红包而言具有明显的用
户优势和后发优势，新浪微博也能一定

“三国杀”正式从“军备赛”转向“热身
赛”。 除了微信和支付宝这两大主力军

的习惯渐渐培养起来， 抢红包的场景
也越来越丰富，BAT 抢红包的实力跟

支付依旧是支付宝占大头， 但是在
O2O 的移动支付上，微信与支付宝大

程度地弱化支付宝在社交上的劣势，所
以支付宝红包的火花可能会超越微信。

外，QQ 和百度钱包的强势插入也让今

2015 年相比有了一些变化。”中投顾问
文化行业研究员沈哲彦在接受 《中国
经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百度虽然在
进步，但是相对 AT 而言，还需加强，

概是 3∶1 的比例，而且这个比例还有
逐渐扩大的趋势。
在沈哲彦看来， 红包大战对于腾
讯而言， 不仅可以丰富微信支付的应

而在红包大战之中一直比较低调
的百度而言，则是一次积累用户、抢占
市场的机会，“相对 AT 而言， 百度在
红包大战方面目前仍然处于劣势”。

微信红包实力增长迅速， 但是其作为
首创者的优势正在逐渐被阿里追赶。

用场景， 也是腾讯攫取移动支付领域
更多市场份额的关键战役之一。

抢红包显然是互联网巨头又一次
以争夺支付入口和用户黏性而采取的

微信的进步是惊人的。 通过前两
年的移动用户量的积累， 尤其是 2015

“
而对于阿里来说”， 沈哲彦认为，
“
是维护、 巩固支付宝在移动支付领域

一次大规模的用户抢夺大战，不过，在
互联网巨头越来越强势的背景下，被

年与春晚的成功合作， 是微信移动支
付呈现大爆发的态势。
而微信也趁热打铁，在 2015 年中
旬前后开始抓紧布局线下支付环节。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大街小巷上，无论

龙头地位的战役”， 其表示微信支付的
快速发展让其感到压力，而阿里对于支
付这一块势在必得，阿里与春晚必将擦
出激烈的火花。 支付宝红包或会超越
2015 年的微信， 阿里早早就开始为春

互联网公司奉为“上帝”的用户，往往
会有被裹挟的感觉， 一阵浮华喧嚣过
后， 越来越理性的用户在意的不是今
年抢了多少红包， 而是未来自己的网
上空间的自由度。

家强势业务的基础上以
“
玩”为主基调进
行着或自我革新，或诸多非议的创新。
事实上， 红包大战已经迈入第三
年，从马年的“突袭珍珠港”，到羊年的
“春晚逆袭”， 微信在红包上的每一步
棋都直逼阿里。 而阿里也不示弱，在
2016 年不惜一切代价拿下了与春晚的
合作，并早在 1 月 23 日就开始进行春
节红包的预热，首次派发礼券，当天早
上 10 时后，支付宝派发的第一波 1000

微信：
“
毛玻璃”的普世观
本报记者 郭梦仪 北京报道

支付宝：
撬动场景社交关系链

百度：
技术性的生态联动

本报记者 李立 上海报道

本报记者 郭梦仪北京报道

节红包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并没有因为
“
毛玻璃”事件改变自身的进攻节奏。

除了微信“毛玻璃”预热、支付宝 19 天优惠
券外，百度也没有闲着。 百度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百度钱包推出
了“新年开福袋”活动，从 1 月 28 日开始，一直
持续到 2 月 22 日正月十五元宵节，打造近一个

“
表面上看是咻来咻去的红包大战， 斥巨资抢下
春晚的支付宝内部的目标却是尽可能地沉淀用户的

月的“史上最长春节红包季”，并发放总价值为
60 亿元的“福袋”。

关系链。 ”该负责人坦言。
从目前公布的支付宝春节红包各类玩法也不难

据了解，在红包玩法上，百度钱包推出两种
与众不同的形式。 一是语音喊红包的互动形式。

好友发出一个小额的现金红包，便能一窥真容并评
论点赞。 通过这一创新的互动玩法，朋友圈的“晒

看出这一点,各种玩法背后均指向了同一个目的，就是
通过红包刺激，建立用户社交关系链。 比如，支付宝在
春节前定时连发 19 天商户礼券。

二是利用百度图像识别技术，推出“拍‘福’送福
袋”互动形式。 用户使用手机百度 APP 拍摄春节

图”被赋予了更生动的创意发挥和情感交互。
当天的晚 8 点、9 点，两轮红包雨来袭，沿用用

支付宝红包的重头戏还放在春晚节目上，比如观
众除了在现场主持人指引下参与一轮轮的
“
咻一咻”抢

户最热衷的“摇一摇”体验方式。 目前，微信红包今
年备受瞩目的神秘互动已正式揭开谜底，并将于除

现金红包（每轮 1 亿元）外，所有集齐五张福卡（寓意五
福临门）的人还可以瓜分一个 2 亿元的超级现金大包。

夕迎来“终极大戏”。
而这还仅仅是除夕现金红包雨的一次前奏。 微

与朋友转赠、讨赏、分享、互换，或者直接在支付宝上添
加 10 个新朋友，都是搜集福卡的方式。 这种玩法的用

信官方此前已宣布，将把朋友圈除夕前后整整 10 天
的所有广告收入，均变为免费红包派送给全国网民，
金额至少达到 9 位数。

意很明显，就是让用户互动起来。
上述各种新玩法改变了去年春晚微信摇一摇抢红

除了公布红包玩法之外， 百度钱包当天还
正式宣布胡歌成为其首位代言人。 据悉，胡歌为
百度钱包拍摄的代言海报也同步亮相， 而其为
百度钱包拍摄的品牌 TVC 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正式在爱奇艺全网独家首播。

包的单一姿势， 更深层次的动因是支付宝想在红包大
战上扳回一局，建立起自己的社交关系链。在微信 2014

据介绍，百度钱包 2016 年春节推出的“
新年
开福袋”活动，更看重红包背后的
“
人情”和
“
年味”，

年春节通过红包打了一场漂亮的
“
绑卡战役”，进而在
移动支付领域分羹支付宝地盘后， 支付宝也想通过社
交手段深入微信的腹地，回敬一轮。
但在泛社交领域一家独大，乃至张小龙放言
“
担心

将说出
“
过年好”的吉祥话，以及贴
“
福”字迎福气等
具有民俗风情的元素融入抢红包的游戏中，让
“
喊
福袋、拍福字”的红包互动成为
“
新年俗”。
百度相关负责人指出，此次百度钱包“新年
开福袋”活动相比于其他红包玩法，做到“时间

2016 年 1 月 26 日， 随着朋友圈刷新出来的一
张张
“毛玻璃”，微信新年红包的预热也正式开启。
据了解，这个“毛玻璃”是首次公测的“红包照
片”功能。 之后，微信朋友圈迅速被朦胧照片刷屏，
想看高清照先得发红包。
根据微信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中国经营报》记
者采访时指出， 从 1 月 26 日春节微信红包首轮互
动正式开启，下午 5 点春节趣味功能“红包照片”进
行了首次公测，用户可以发出一张照片，朋友看到
的只是一张仿佛被毛玻璃覆盖的模糊图片，此时向

此外，去年春节期间广受好评的
“拜年红包”，除
夕前也将回归。 在升级迭代后，猴年的全新拜年红包
还将融入照片、视频等形式，内容更为多元化。
除了通过
“
红包照片”预热以外，从 1 月 26 日起，
用户在全国十大城市的超过 30 万门店使用微信支付
买单后，可在支付成功页面点击
“
抢红包”参与活动，红
包金额随机，最高为 666.66 元。 在全国多家机场，打开
手机蓝牙，都有机会摇到最高 1888 元的现金红包。 另
外，全国覆盖 19 个省的近千个长途客运站、港口、机场
巴士已全面支持微信购票，购票后还能抢现金红包。
在境外的微信支付用户，今年同样可以参与抢
红包，在泰国、印尼、韩国、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
等地超过 1000 家门店， 推出现金红包返现等优惠
活动，让微信用户在境外也能享受到智慧便捷的支
付体验和实惠。
除了微信以外， 腾讯的另一大老平台——
—QQ
也重磅推出了自己的猴年红包。据 QQ相关负责人在
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透露，2016 年除夕夜
晚上，QQ 将联合明星及合作商家，通过“刷一刷”的
形式给广大手机 QQ 用户送出超过 2 亿现金红包。
而除了现金池大大扩容之外，QQ 红包会祭出送券活
动，包括滴滴券、京东券、微票券、话费、流量等。
据了解，今年的 QQ 红包除了“刷一刷”的官方
红包玩法，QQ 今年还提供了口令红包、 个性红包、
群发祝福等个人红包玩法。

尽管 26 日傍晚微信用
“毛玻璃”照片红包几乎刷
屏了朋友圈， 但此前花 2.688 亿元拿下春晚红包独家
互动权的支付宝仍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做事。 支付宝春

用户使用微信时间太长”的市场格局下，支付宝再做泛
社交并无任何机会，不过让更多的用户在支付宝上从支
付到社交却有可能。但是支付宝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用
户在红包大战后将用户社交活跃度保持住。目前看来支
付宝实际想做的是一个生活入口，通过不断拓展使用场
景的外延，让用户在这些场景中建立起信任关系和稳固
的关系纽带，从各细分场景中切入社交。
举例说，同样是转账，以前支付宝用户是通过转
账的统一入口点进去， 再一步步地找联系人进行转
账；在上线“
朋友”、有了自己的社交链后，用户可以直
接在与对方的聊天框下直接转账。“有没有关系链，很
多场景的使用体验是不同的。 ”支付宝相关人士对记
者解释。目前，支付宝的聊天界面和微信很像，但比微
信多出来的功能是收款、借条、商家、电影券等与钱有
关的领域。“接下来会不断添加新功能，以满足各细分
场景下的用户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支付宝红包的另一层用意是在商
户端， 社交关系链的活跃能拉近商户与消费者的连
接。 在蚂蚁金服和阿里集团共同出资激活口碑后，线
下成为支付宝攻城掠地的重心之一，用户间的互动对
于商户来说就显得很重要。
“我们希望用户不是付钱的时候才想到支付宝，
通过红包改变用户的认知，支付原来只是支付宝的一
个形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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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互联网 +：

由 BAT 为主要参与对象的红包

年的红包战变得格外激烈。 和以前造噱
头、 拉帮派不同，2016 年的红包战在各

VR 盛宴来袭 创业者还需“跑出来”

期间随处可见的
“
福”字，手机百度便可自动识别
拍摄物，为用户送上与
“
福”字有着同样吉祥寓意
的百度钱包福袋礼包。 开启福袋九宫格页面，任
意链接 3 个福袋即可参与抢红包。

跨度最长、互动玩法最新”，可以说是本次红包
大战百度钱包的独特优势。 同时，百度钱包在此
次活动中联动内外资源，从流量、场景、技术、明
星、文化等维度为百度钱包红包大战助阵。
2015 年 12 月 31 日，百度钱包通过“浙江卫
视跨年演唱会”进行了第一轮红包互动。 官方提
供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16 年 1 月 1 日 0 时 10
分晚会结束， 百度钱包发放 10 亿开运红包，用
户参与语音喊红包互动次数超过 2.6 亿次。
除了现金福袋外， 百度钱包还将联动百度
旗下手机百度、百度地图、百度糯米、爱奇艺等
APP，共同参与春节福袋互动，在福袋中送出包
括餐饮团购、电影票折扣、爱奇艺会员等礼券，
满足用户吃喝玩乐等生活服务需求。
据了解， 百度系的三大入口级产品——
—手
机百度、百度地图、百度糯米，将成为此次百度
钱包“新年开福袋”活动重要的流量“基地”，为
其带来移动端用户。

本报记者 李立 上海报道

日前新书《从 + 互联网到互联网 + 苏宁为什么赢》在电
商与零售圈激起一层波澜。 书中探讨了苏宁在探索互联
网＋路径上的模式与打法， 而积极拥抱互联网也是转型中
的苏宁过去几年中做的最核心的一件事。 《中国经营报》记
者在最近举行的复旦大学 2016 蓝墨水新年论坛上采访了苏
宁云商集团副董事长孙为民， 分享了苏宁在往互联网转型
道路上的经验与心得。
《中国经营报》： 你是怎样解读这本书的？ 你认为苏宁
在＋互联网过程中，首先解决的是哪个领域的问题？
孙为民：最近大家都在谈论《从 + 互联网到互联网 + 苏
宁为什么赢》 这本书。 在大家热烈讨论苏宁为什么赢的时
候，我更想从一个更大的范围解读这本书，讲讲苏宁怎么理
解互联网 +。
很多传统企业遇到互联网冲击，感到很茫然。 线下平台
人流量少了，房租、水电、工资都没有降，效益马上就出问题
了。 大家想到要拥抱互联网，可是怎么 + 互联网？ 实际上就
是 + 渠道的问题，我们要把互联网当成一个渠道来看待。 在
连锁行业里，多渠道这个概念至少有 150 年以上的历史，最
早就叫作无店铺销售，后来又有了目录邮购。 多渠道这件事
情在我们零售业里 100 年，从来没有停止过。
互联网实际是多渠道中间一个非常好的替代形式。 所
有的渠道基本上有三个属性：第一是信息交换，第二是结算
支付，第三就是货品交易。 我们做各行各业测算下来发现，
最后交易的商品大致是四类，一类是纯粹数字化；第二类，
在未来万物互联的过程中间，可能会完全实现这种数字化，
比如我们买电影院的门票，公园的门票，或者火车票；第三
类就是实物商品； 还有一种商品是通过人来实现的， 是服
务。 实际上我们所有做的交易，大致是这四种形式。
我们零售业里就是实物商品占主导， 因此被电子商务
冲击了以后，所有的实物商品都从商店里搬出来了，搬到网
上去。 然后把所有分散的商店里的商品都集中到物流中心
仓库里去了。 一下子就使得实体店面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当
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 我们就去 + 互联网，只要是
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你就是有商品的采购、供应的能力，那
你就去 + 这个渠道，所以这是我们苏宁转型过程中，第一个
事情就是建一个渠道，拥抱互联网。
《中国经营报》：在渠道转变的过程中，如果权衡电商与线
下实体店之间的关系，取舍的原则是什么？
孙为民：当新的渠道出来以后，我们就要开始考虑线下
的店面到底怎么办。 我们看两个参数：首先，在实体店展示
的商品，如果因为展示使得商品的折旧越来越大，成本越来
越高，这类商品不要在线下展示了，或者有展示，网点数量
要收缩。 由于商品展示，出现大量分散存放，导致了你的周
转滞销，你也别干了；但是如果由于展示能够给商品品牌带
来溢价，必须保持。 能够刺激消费者购买的欲望，继续做。 如
果你的展示能够让在产品的生命周期里，不管放到哪，产品
的生命周期都是非常短的，那你就要拼命展示。 所以这样一
个拥抱互联网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业态在自动
进行格式化和再造的过程。
《中国经营报》：探索互联网＋离不开大数据的分析运用，
现在电商、零售商都在谈论用户大数据，苏宁是如何看待数据
价值的？
孙为民：互联网 + 实际上是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实
现大数据驱动的采购。 互联网和传统渠道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们能够从工厂的生产端、设计端，到销售端，再到消
费端，整个是在线的，我们通过这样的平台采集到从产到销
整个过程中海量的大数据。 所以互联网 +，首先要解决的就
是大数据驱动下的采购运营。
第二，互联网 + 是小数据驱动的销售和运营。 大数
据是海量的没有相关关系的数据，你可以从任何一个社
交网站中看人们 的 点 击 、 阅 读 和 兴 趣 点 ， 你 知 道 这 段 时
间里什么比较热 ， 话 题 性 比 较 强 ， 你 也 可 以 通 过 海 量 的
搜索过程中或者消费过程中看到消费者对什么产品热
度比较高，但是看不到任何微观个人的时候看到的这种
大的趋势的东西。 小数据是针对具体的个人，你所建立
起来的相对比较多维度的数据，这在互联网中间实际上
是一开始被大家所忽略的东西，但是现在移动互联网时
代，有些公司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比如苏宁在消费金融
服 务 方 面 做 了 个 产 品 ，2015 年 5 月 份 做 了 消 费 金 融 服
务，我们可以给予消费者授信额度从最低 2000 元到最高
20 万元，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出 20 万元的授信？ 因为我们
掌握的数据是顾客的小数据。 在小数据掌控的情况下，
可以做一种深度的运营。
第三，在互联网 + 中间，更重要的是全数据驱动的管理
和服务。 大数据是只见数据不见人，小数据是根据个人，有
因果关系。 全数据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一方面我们要能够掌
握到这些个人的小数据， 另一方面又能够从多维度去掌握
一个人更多的数据问题。 如果我们又有小数据，又有历史数
据，就是一个全的数据，这种情况就可以给我们很多新的商
业模式提供很多新的发展机会。 比如，苏宁现在在做的云服
务，包括数据云、金融云和物流云。 苏宁也将已有的成熟资
源进行碎片化和开放化，其他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可以进
入
“云平台”直接照搬照用。 以物流为例，过去我们在企业内
部做物流，而现在对第三方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