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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讯“0 元购” 骗局还是普惠科技？
特约撰稿 陈金

元购”模式购买的产品质量、隐私保

隐私会遭到泄露的消息。上海斐讯数

用户不花一分钱就能获得一份

本报记者 李立 北京 上海报道

护方面提出质疑。 目前淘宝和闲鱼
平台已将“
斐讯”设置为违禁词汇。

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斐
讯”）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严正声明称：

路由器或者电子秤等产品， 这一新
颖的模式被该公司冠名为“普惠科

近期一种新型的“
0 元购”购物

近日， 针对部分自媒体称斐讯

“所有斐讯路由器产品均不存在任何

技”，但免费的午餐背后是否存在隐

模式正在悄然盛行， 该购物模式采
用购买后返现的机制， 吸引了不少

路由器藏有
“
后门”（后门程序一般是
指那些绕过安全性控制而获取对程
序或系统访问权的程序方法）， 用户

形式的所谓
‘
后门’。 ”路由器
“
后门”、
用户隐私泄露等传闻背后， 斐讯更为
引人瞩目的是
“
0 元购”模式的规范性。

私泄露的猫腻， 或者是新的庞氏骗
局？ 《中国经营报》记者通过调查试
图解开“
斐讯 0 元购”的真实面目。

用户。 但也有部分购买者对通过
“0

免费的“午餐”
实际上，结合电商平台的一些优惠政策购买者不仅能拥有免费的“
午餐”甚至能从中赚取一些差价。

“0 元购”的奥秘
斐讯和金融公司存在的关系让交易看起来有自融的嫌疑。
斐讯可能是联璧科技和华夏万家这两家金融公司的部分流
量和资金入口。
式背后主要涉及两个金融软件，是
斐讯分别联合上海联璧电子科技

记者了解到，斐讯
“
0 元购”模

绍， 斐讯目前各个型号的路由器
已售卖超 300 万台。 记者计算发
0元
现，以每台 400 元计算，在“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联璧科技”）和
华夏万家（北京）金融服务外包有

购” 活动中单路由器产品的销售
额就达到了 12 亿元。

在 斐 讯 官 网 的 页 面 上 ，“0 元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夏万家”）合作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公司

购”电子秤 、 路 由 器 、 智 慧 家 庭 产
品字样的菜单在明显的位置循环
滚动。《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

开展的项目。
“钱是（华夏万家）平台返给

金融部律师张特告诉本报记者：
“据公开信息，斐讯是与金融服务

用户，用户只是在商城购买激活，
东西由斐讯提供。” 华夏万家的工

外包公司合作推出的‘
0 元购’模
式，双方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应该

作人员告诉记者，
“
很多用户已经

不涉及自融资。 与其说是‘
0元

成功返现并且实现了提现。 ”
值得注意的是， 记者登录国

购’， 不如说是用户花钱买理财，
获得了一台路由器， 只要理财是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发
现，2017 年 5 月联璧科技发生投

经过了备案的合法产品， 不存在
虚假或重大缺陷等欺骗消费者等

资人（股权）变更，金伟、陈海东等
不再担任联璧科技投资人， 而金
伟和陈海东分别是斐讯对外投资

情况，这种模式就是合法的。 ”

公司上海映碧投资有限公司的执

业模式是在互联网背景下的新突

行董事和监事。 斐讯和金融公司
存在的关系让交易看起来有自融
的嫌疑。 斐讯可能是联璧科技和

破， 基于自有核心智能制造根基
和全国大数据云计算中心的布
局，打造硬件免费 + 互联网运营
+ 大数据服务的商业模式， 是在
践行“
普惠科技”。
联璧科技的工作人员向记者
表示， 公司的主要利益来源是通

斐讯成立于 2009 年，“0 元 购 ” 活
动自 2016 年 1 月份开始举办，至
今已持续两年且仍在继续。“0 元
购”活动涉及到路由器 、空气检
测仪、 智能运动手环、 互联网电
视盒子、扫地机器人、空气净化器
等斐讯公司的多种型号产品，可
在斐讯的官方商城、 京东等官方
授权平台购买。
其中，路由器产品销量极其火
爆，记者在京东平台上搜索“路由
器”，按销量排序后，销量前五名的
产品中有 3 款是斐讯官方旗舰店正
在销售的，其中斐讯 K2P 型号的路

而对于“0 元购” 的商业模
式，斐讯在声明中回应称，这种商

返现成功，即可赚取 100 元的差价。

路由器不同的是，该路由器上有个
K 码。 需要刮开产品底部密码涂层

息，记者加入了“0 元购”官方粉丝
QQ 群。 这个群内有 1000 多名成
员，大家讨论着斐讯产品在哪里购

华夏万家这两家金融公司的部分
流量和资金入口。
据中国银监会网站显示：“
目
前大部分网贷机构偏离信息中介

另外， 记者发现， 很多斐讯“0
元购” 活动的购买者选择将买到的

定位以及服务小微和依托互联网
经营的本质，异化为信用中介，存

过借贷撮合来获取的。该人员称：
“客户在平台的投资都是本息保

买，询问空气净化器滤芯、汽车等
其他未上线产品何时上线。 可以说
这种“0 元购”模式受到了斐讯粉丝
的追捧。
尝到甜头的斐讯用户对于隐私

产品转手卖出。 在闲鱼等二手物品
交易平台上有许多出售全新斐讯路
由器的卖家，价格在 50 元到 180 元
不等，其中有专门的回收者以 55 元
的价格大量回收斐讯 K2 路由器。

在自融、违规放贷、设立资金池、
期限拆分、 大量线下营销等行

障的， 理财产品年化收益超过
6.9%。 ” 记者观察发现，在联璧金

斯专卖店的相关产品详情介绍中
均没有提到“0 元购”活动。 记者询

获取 K 码， 下载相应的金融软件。
记者下载并登录了一个名为“联璧
金融”的手机软件进入首页，通过
“
K 码激活”功能，进行实名认证登
录、绑定银行卡等操作后获得了与

为。 ”在我国现行的《网络借贷信
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办法》

融和万家金服手机软件上也有很
多类似
“0 元购”模式的活动。

问后被告知，虽然页面没显示，但
斐讯产品的“0 元购”活动持续进

产品等值的大礼包。
礼包解锁后可在 APP 中兑换

泄露问题似乎并不太在意，受访者
长安告诉记者：
“自己参与购买的斐

事实上， 记者走访北京中关村
电子城发现，和斐讯官方旗舰店最

中对自融行为也早已明文禁止。
联璧科技的客户服务人员

北京京商流通战略研究院院
长、北京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

行中。 斐讯官方旗舰店的工作人
员表示：“如 有 活 动 截 止 通 知 ， 会

获得相应的金额并提现。 联璧金融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购买产品的

讯‘0 元购’产品已成功返现，听说
过斐讯路由器会泄露用户信息的传

低售价 399 元的路由器相比，普通
配置的路由器仅需几十元钱。 电子

表示，联璧科技和斐讯是合作伙
伴关系。“打广告也要花钱，我们

员赖阳告诉《中国经营报》 记者：
“
在公司经营良好的情况下， 产品

提前在商品页面公布， 且在活动
截止前购买的都将不影响后续返

型号不同其价格与具体锁定期的
时间也不同。 花费 399 元购买 K2

闻，建议使用之前先刷机，但这种传
闻并不会影响自己的使用。 现在正

城内售卖斐讯路由器的柜台并不
多，只卖产品不卖 K 码。 多数中关

款。 ”当记者追问为何不在产品详
情中描述“0 元购”活动时，斐讯斐
赛克斯专卖店的工作人员解释

型号路由器的用户，将获得一个价
值 399 元的活动礼包，锁定期为 30

在等待其他产品的上市，以后还会
再次购买。 ”

村电子城的卖家向记者表示并不
熟悉斐讯路由器的“0 元购”模式，

把钱投入到了这个活动当中，用
来推广联璧科技和斐讯。 ”该工
作人员多次强调说，客户购买了
平台活动产品，不是理财也不是
投资，就是一个推广活动，目的是

可以理解为给消费者相对较高的
分成，这对消费者来说并没有什么
直接损失。但如果公司拿到用户资
金并没有取得很高的收益，不能兑
现对消费者的承诺，这里涉及到商

天，30 天后将用户付款的 399 元返
现。 若用户花费 1399 元购买 K3C

实际上，结合电商平台的一些
优惠政策购买者不仅能拥有免费的

也有部分受访者表示：“不敢买，怕
没等钱还完公司就跑了。 ”1 月 5

路由器， 则将分为 12 期分期返还。
第一期返还价值 420 元，后续 11 期
每期为 89 元。
通过微信客服人员的推送消

“午餐”甚至能从中赚取一些差价。
据斐讯产品购买者汪明鹏介绍，其
购买的斐讯体脂秤原价 599 元，在
促销后，实付 499 元。如果两个月后

日，《中国经营报》 记者来到位于上
海市松江区斐讯所在的办公园区，
经多方沟通斐讯方面仍不愿接受采
访，仅同意将采访函置于保卫处。

让更多的客户认识联璧科技平
台。 斐讯旗舰店工作人员也告诉
记者：“
此项活动相当于推广联璧
金融 APP， 同时为路由器的费用
买单，这也是‘
0 元购’的意义。 ”

业信用甚至欺诈的成分。如果企业
受到损失且承受能力较低，不得不
用新产品收益来弥补前期亏损，这
就存在滚雪球的债务膨胀，不是正
常的金融模式，甚至有庞氏骗局的

据斐讯官方旗舰店相关人员介

可能性出现。 ”

由器已获得 111 万条评价。
《中国经营报》记者按照正常
购物流程在京东斐讯官方旗舰店
拍下一台斐讯官网定价 399 元的
“0 元购”路由器。 值得注意的是，
在调查中发现， 除了斐讯官方网
站，在斐讯京东商城旗舰店、斐讯
体脂秤官方旗舰店、 斐讯斐赛克

称，由于页面大小受限，只能显示
产品信息参数图片。
斐讯官方旗舰店的工作人员
向记者表示，想要参加“
0 元购”活
动， 只需按照正常购买流程购买。

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松江区的办公大楼。

当记者收到路由器后发现，与普通

本报记者李立 / 摄影

构筑“掩体” 携程推动同程艺龙合并

巨头之梦
本报记者观察到，从 2017 年开
始，OTA 领域头部公司纷纷开始盈

损 3 亿多元，2016 年退市后未公开
财务信息。 飞猪副总裁周正则在

本报记者 李甜 李静 北京报道

艺龙风光无限的领域，现在其他
企业正在瞄准发力并赶超。在业

利，其中携程盈利最为可观。
在过去 3 年，携程经历了以资

2017 年下半年对媒体表示，希望先
做出价值再考虑盈利。

一位在同程旅游集团工作多年的
前员工日前对《中国经营报》记者

合并为新公司“同程艺龙”，根据
协议， 新公司的董事长、CEO 均

内人士看来，携程是此次合并的
重要推手， 意在阻击行业第四、

本换取市场份额所带来的阵痛，业
务不断进行调整，部分单季出现亏

凭借较早进入 OTA 领域，以
及通过收购去哪儿和艺龙，携程已

行商品的采购、 开发等很多复杂环
节。所以，除了来自流量霸主们的攻

为联席。

谈起离职原因时感叹道。
同程的确变了。 在再三“辟
谣”之后，同程旅 游 终 将 所 否 认
的消息变成了事实。 2017 年 12

实际上， 同程网络主攻交
通 ， 艺 龙 主 攻酒店，表面 上 看 合
并是强强联合，背后其实是各自
在行业中发展的疲软， 令同程、

第五名的竞争压力， 腾出手来
对战行业的第二、第三名。 而对
于相关问题 ， 携 程 方 面 对《中 国
经营报》记 者 表 示 ， 一 切 以 公 告
为准。

损， 甚至 2016 年一季度归属于公
司股东的净亏损达到了 16 亿元。

经在机票与酒店这两个在线旅游
行业渗透率最高的垂直板块站住

击， 阻碍携程进一步成为巨头的还
有供应链端。

资本因素、行业竞争趋势、以
及同程网络与艺龙旅行网两者之
间的业务互补性被业内视为促成
此次合并的三大重要要素。
携程以 37.6%的占股控股艺
龙，亦是同程的第二大股东。 在业
内人士看来， 携程或主要从资本
和战略两方面考量此次合并。
如果两家合并后能够上市，
携程将会获得资本利益。“
携程很
清楚自己在行业中所处的位置，
没有那么容易被动摇。 即使将来
同程艺龙上市， 也不会对携程的

络则以已实现规模化盈利的机票、
酒店、火车票等标品为主要业务。
“通过对公司组织架构的变
更，同程旅游将适时推动这两大板
块独立 IPO，分别在适当时机进入
资本市场。”吴志祥表示。易观分析
师朱正煜认为，同程的意图是通过
剥离亏损业务， 整合已盈利业务，
使同程网络先达到上市的要求。
从战略角度来看， 合并后的
新公司能为携程提供“掩护”，曾
润坤说：“同程艺龙跟第四、 第五
名打，携程则能集中力量跟第二、

实际上， 根据艾瑞咨询对
2016 年 7 月 ~2017 年 6 月中国在
线旅游服务月度覆盖人数的数据
监测，从年度来看携程居于首位，
在第二梯队中，飞猪居于首位，并
且有两个月超过了携程。 而第二
梯队中的其他玩家与飞猪具有一
定距离，且数据较集中，其中去哪
儿、蚂蜂窝、途牛竞争激烈，排名
交叉前进；驴妈妈、同程、艺龙波
动下降； 在 2017 年上半年结束
时，同程、艺龙排在最后两名。
环球旅讯特约评论员王长春

2016 年三季度， 去哪儿网扭亏为
盈，携程也重新盈利，该季度实现
净利润 2400 万元， 此后单季净利
润持续增长， 根据携程 2017 年三
季报显示，携程该季度归属于股东
的净利润为 12 亿元。 携程方面对
外披露称，收益得益于加速国际化
的同时，也在加速向二三线市场的
渗透。 目前携程会员数量超过了 3
亿人。
同程则在经历了 43 个月的连
续亏损后，于 2017 年 7 月实现了超
过 3000 万元的盈利， 单月扭亏为

了脚跟， 并且构建了自身流量规
模。 但 OTA 是很多玩家都觊觎的
领地，自然携程需要面临的对手也
不少。
来自 OTA 之外的美团悄悄成
为了携程新的竞争对手， 普通用户
在美团能够通过体验到一站式的旅
游场景服务。 而在 2017 年 10 月份，
全球最大的在线旅游公司“普利斯
林”参与美团 40 亿美元融资，跟投
金额达 4.5 亿美元。 据悉，普利斯林
还拥有携程的股份， 参投美团被视
为其看重美团在 OTA 领域竞争力

曾润坤告诉记者， 对于一家巨
头来说，若能形成垄断，就意味着其
对于供应链端具有很强的议价能
力， 那么这些供应链端势必会群起
而攻之， 会形成反垄断联盟的。
“
OTA 行业，不可能只剩一家，但是
会一家独大， 还有一些小的 OTA
品牌存在。 反垄断联盟的人会愿意
给这些小一点的 OTA 品牌更大的
优惠，‘让小品牌帮供应商平衡，防
止被垄断集团所掌控’。所以这是行
业的内在逻辑， 携程真的还蛮难垄
断， 并且随着个性化旅游时代的来

盈。 途牛 2017 年三季报显示，在该
季度实现非美国会计准则净利润
3970 万元，系上市 3 年多以来首次

的体现。
而携程的另一重要对手是依托
淘宝、 天猫平台拥有流量优势的飞

临， 单体的供应商甚至具备获客能
力，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可以给自
身带来一些流量。 所以使得 OTA

实现单季度盈利。艺龙 2014 年净亏
损为 2 亿元，2015 年艺龙全年净亏

猪， 周正提到飞猪的会员数已超 2
亿，2017 年复购率增长超过 10%。

品牌与供应商实际上是若即若离，
又分又合的状态。 ”

老大位置产生影响。 ” 拥有 OTA
（意即“在线旅行社”）领域创业经
历的人士曾润坤表示。
实际上，同程旅游集团董事长

第三名对抗。 ”
如今在 OTA 行业，排名靠后
的企业通过竞争崛起已相当具有
难度。“
现在行业格局已定，因为在

提道：“在旅游行业的现状下，中
小企业通过合并能大幅提高活下
去的机会。 否则如艺龙这样的情
况，在携程或去哪儿的进攻下，很

兼 CEO 吴志祥一直对上市显示
着迫切的态度。 经本报记者梳理，
2012 年 12 月份，同程方面宣布拟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
2014 年 4 月， 同程内部邮件称将

这种相对能够标准化的行业，只允
许存在几家巨头， 相信包括同程、
艺龙他们也知道，即使不是现在合
并，可能也是之后合并，或者被慢
慢地干掉。 其实这时，他们只是做

难再坚持下一个 5 年。 ”
曾润坤认为， 合并后产生业
务的想象空间不是很大。 从目前
来看， 旅游行业的创新更多围绕
于微小的技术创新， 如酒店智能

坤猜测， 短期内应该是同程一方主
导，因为新公司谋求上市，需要业务
上的表现， 这方面同程的团队本身
比艺龙有优势。 本报记者多次联系
同程的 CEO 吴志祥与艺龙方面人

案例均出现过裁员情况。 此次合
并，可能部分员工会主动离职，业
内人士看来， 业务调整所涉及的
不仅有利益上的侵犯， 也有感情

在两年内重启 IPO；2015 年 6 月
25 日， 同程旅游官方公告称已于
近期正式启动 A 股 IPO；2016 年 6
月 17 日， 同程旅游宣布拆分网络
业务及旅行社业务， 同程旅行社

了一个虽然艰难，但是其实是不得
不做的一个选择。 ” 曾润坤说。
长期关注 OTA 领域的人士
贝玉对于两者的合并并不惊讶，

锁、支付技术等。“这两年旅游行
业实际没有什么创新的公司出
来， 现有的旅游业务模式在 2014
年、2015 年就已经探索结束。 ”
合并后的公司将会如何与股

“同程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

月 29 日， 同程旅游宣布旗下的
同程网络与艺龙旅行网将正式

推手携程

（集团），运营以休闲度假游及景区
目的地为核心的业务板块；同程网

她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OTA
领域将再迎一位大玩家， 登陆资
本市场可期。 ”

东携程在竞争中实现平衡， 贝玉
认为这一点较为值得观察。

OTA 竞争中的两个核心因素
其实是流量和供应链， 这两者都需
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入， 而供应
链环节则涉及吃住行、 游购娱等旅

谁的同程艺龙？
合并之后按照协议，携程旅行
网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局主席梁建
章， 同程旅游联合创始人吴志祥将
担任新公司联席董事长；同程网络
总裁马和平及艺龙旅行网 CEO 江
浩，将担任新公司的联席 CEO。
从互联网公司的合并历史来

士，但截至发稿未获回复。
合并必然会带来人员动荡，尽

上的侵犯。
合并后对内的挑战还包括新公
司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 比如是两

看，联席制从来都是有寿命的，将来
谁会被挤掉取决于对推动合并起到
关键作用的力量。“如果是基于强
业务导向的合并，那么谁的业务发
展得最好有可能成为名义上的老
大。如果是资本起主导作用，谁更容
易被资本掌控就容易上位。 ”曾润

管同程与艺龙总体上来看业务互
补，但也有重合的部分，如同程也有
酒店业务，艺龙也能预定机票，实际
只是各自内部在投入资源上倾斜度
有所不同。
对于重合部分的员工如何处
理？ 此前的不少互联网公司合并

家联合与供应商沟通， 还是延续原
先的形式各自沟通。
除此以外， 曾润坤提到了一个
实际问题，如何调整企业品牌形象，
对外主要宣传哪一方也是需要考虑
的问题，“毕竟土豆和优酷合并之
后，就只有一个优酷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