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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案例
1. 模式

C7

新概念背后的“资金盘”

“资金盘”的商业模式
公开信息显示，
在趣步下架之前，
华为应用市场的数据是1305万次
安装，
苹果App Store显示有2.4万个评分，
还曾一度登顶App Store
的生活榜。

3. 界限
正常经营行为与非正常经营行为的界限

经过几个月的媒体曝光之后，
趣步软件目前在华为应用市场已
经看不到了。但是，宣称“走路就

年以来相关部门对利用区块链、
虚拟

其次，走路并不是获取“糖果”

能赚钱的 APP”却并不少见，比如只
比趣步多一个字的“趣步行”、
“走

的唯一方式，更重要的方式是“做
任务”和“拉人头”。

路赚”、
“运动赚”等类似软件还在。

事实上，用户每天能获得的糖

以“运动赚”为例，其在应用介

果数和活跃度相关，步数根本不值

绍中就表示，
“ 以微信运动步数为

一提。更准确地说，用户每天达到

基，用户在每天的运动过程中，运动

了任务步数（4000 步左右），后面走

步数就可以在 APP 上换现金红包，

再多步都不会增加糖果了。

走得越多赚得越多，
我们旨在让用户

来看一下平台给出的计算公

每一步都有价值，在获得健康的同

式：每日获取糖果数=每步产生糖果

时，
还可完成每日任务挣钱更多。
”

对于趣头条的获客策略，
花旗
银行曾对此发布研报称，
“在过去

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
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

1~2年内，
由于获客成本高企和用
户增速放缓，互联网巨头纷纷将

会稳定的行为”。
在许浩看来，
“ 万变不离其

下一轮增长的目光聚焦于新兴
市场。趣头条 APP 和米读 APP

宗，
传销的本质是庞氏骗局，
以高
额回报为诱饵，利用新投资人的

用户的迅速增长，证明了趣头条

钱来向老投资人支付利息和短期

团队行之有效的获客策略。
”
但对于更多的追随者来说，

回报，并未创造任何实质的经济
价值。传销组织不管打着什么旗

很多人看到了获客策略的有效

号、
变换什么模式，
只要具有三个

性，却忽略了公司经营的本质与
战略重点，误入了“金币”奖励进

明显特征就可以确定为传销性
质：一是有入门费、加盟费等；二

而获客“烧钱”魔圈，更有甚者，
则是主观上利用这一模式，实现

是拉人头，
发展下线；
三是团队计
酬，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人员

速10.7%，
超过城镇居民的6.8%。
伴随一二线城市互联网流量入口趋近饱和，
导致下沉市场流量的价值

传销甚至圈钱的目标。

数量来进行计酬或返利等。只要

陡升，
下沉市场成为资本关注的目标。除了原本的业务拓展之外，
很多资本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预防
金融犯罪研究员、京师律师事务

符合这三点，
就是传销。
”
同样的，作为曾经的资金盘

进一步投入到很多定位于下沉市场的新兴互联网公司中。在某些资本眼中，
拼多多类的拼团优势已经没有太多的
“新意”
，
取而代之的则是各种
“积分”
、

所律师许浩告诉记者，
“ 伴随移

操盘手和专业玩家的冯涛在媒

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销也在

体公开评价趣步是一个包装完

不 断 升 级 换 代 ，依 托 互 联 网 平
台，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采取

美、设计精巧的资金盘。在冯涛

电子商务、虚拟货币、区块链技

造血功能、用后来参与者的钱支

术等方式的新型传销开始出现，
网络成为传销的新平台，已逐步

付前面参与者的庞氏骗局。一

取代传统的异地传销模式。
”

盘 的 老 板 无 利 可 图 ，就 直 接 关

数×任务步数×活跃度。所以，在

当然，不仅仅是走路能赚钱，阅

“每步产生糖果数”和“任务步数”确

读、看资讯、打字都能赚钱。这或者

定的情况下，唯一的变量就是活跃

真的离不开趣头条这一“开山鼻祖”
创下的模式。一直以来，
“趣头条”
在

度，而活跃度则由用户“做任务”的
级别决定。具体来说，就是“做任

应用市场的标注都是
“看资讯现金红

务”
的级别越高，
活跃度也就越高。

包翻倍赚”；而后起之秀“惠头条”的

在趣步，
“ 做任务”被分为 8 个
等级，分别从“试炼卷轴到专家卷

应用介绍则是“边阅读边赚钱，红包

由于区块链的概念，参与者都会以为糖果是有限的，大量的
人抢购会抬高价格，专业玩家则选择合适的时机退出，无知
的
“韭菜”
则继续被裹挟，
直至崩盘。

货币进行非法集资行为的打击。

拿到手软”；
“微鲤”APP 的介绍则更

轴”。除试炼卷轴不需要投钱外，

惹眼，
“边看资讯边聊天还能抢红包，

其他卷轴都需要投资几百元到几

邀请邻里好友可领大额奖励，
时段奖

百万元不等的资金，比如居中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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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8年，
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同
比增速达到8.8%，
超过了城镇居民的7.8%，
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

“金币”
之类的奖励措施更加快速、
吸睛。
励签到金币源源不断”
等。

阶卷轴，就需要购买 500 枚糖果。
然而，
这些原本用来获客、
增加用户黏性的措施，
在被市场不断复制的

输入法方面的类似软件也有，

根据趣步的规定，每一个玩家

看来，所谓资金盘，就是指没有

过程中逐渐变形，
出现了不少表面上宣称
“走路就能赚钱”
“
、看新闻（视频）就
“趣键盘”宣称自己是一款手机打字

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投资相应

就能赚钱的输入法，
“ 趣输入”则宣

的卷轴。刚注册的新手，如果想获

称是一款边打字边赚钱的输入法。

得更多的收益，也可以直接去购买

能赚钱”
的商业模式，
而实际上，
这些所谓的创新
“商业模式”
却有以
“拉人
头”
“
、传销”
为核心的
“庞氏骗局”
或
“资金盘”
之嫌，
让整个市场变得鱼龙混

旦没有“新韭菜”进来，创办资金

杂，
良莠不齐，
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困惑。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仍然现身
华为应用市场的 APP 并没有被定
性为“骗局”，但在此之前，确实已

高级别的卷轴。并且可以一次购
买多个。至此，趣步模式进一步完

曾经投资趣头条的红点中国执行董事张鸣晨表示，
“下沉市场不完全是一
值得注意的是，
《禁止传销

网，
携款私逃。

个地域概念，
而是指一群具有同样心智水平、
价值观念的人。在很多一二线城
成了它的设计，
“ 投资越多，做任务

经 有 太 多 类 似 的“ 可 以 赚 钱 ”的

的级别越高，活跃度越高，最终获

APP，比如种花赚钱的“魔幻庄园”，

得的糖果数也就越多。如果 GHT

跑步打卡赚钱的“早起打卡”，出租
朋友圈的“霸屏天下”等数不胜数。

的币值稳定的话，用户就能获得很

市的人群中，
他们的关注点和焦虑感其实和下沉市场是一样的，
这就在加大了
下沉市场的数量，
并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所谓创新性市场玩法的发育。
”

条例》将传销界定为“组织者或

冯涛认为，趣步低门槛、高

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
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

收益、高佣金这几点非常符合资
金盘的特征——先利用低门槛

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

吸引大批用户加入，然后吸引用

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

户花钱购买糖果——如果不花
钱买糖果，则收益极低甚至玩不

那么，
如何鉴别这类
“资金盘”
？到底什么才是
“创新性的市场玩法”
？正

正因如此，在既往案例中获取
警 醒 就 显 得 极 为 重 要 。 分 析“ 趣
步”模式就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可资
借鉴的模板。
首先，走路就可以获得“糖果”，

常获客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在社交关系推荐、
分裂式传播越来越普遍的时
好的投资回报率”，说白了，这是一
个投资回报的模式，而“走路赚钱”

代，
这些问题极具普遍性。
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

似乎只是一个“外衣”而已。

下去。高佣金驱动参与者不停

除了直接投资外，活跃度的提
升还可以通过
“拉人头”
的方式获得，

地去发展下线，高收益驱动参与

一种是直接推荐朋友注册趣步并实

对应不同的收益，刺激着每个阶
层的加入者。

者大量收购糖果。不同的等级

糖果可以换钱，
这也是趣步最核心的

名认证成为会员，
用户能获得直推会

魅力所在。尽管平台一直称“糖果”
只是兑换商品的积分，但实际上，在

员基本活跃度的 5%。另一种则是招

由于区块链的概念，参与者
都会以为糖果是有限的，大量的

趣步
“2.0版本新手教学”
的视频里，
用

募团队，
只要某一个用户的团队成员
发展了下线，
他们的团队活跃度都会

户可以在交换中心出售或求购糖果。

加在该用户的团队活跃度里。不难

后来，趣步关闭了交换中心，但

看出，想要获得更多的活跃度，招募

选择合适的时机退出，
无知的
“韭
菜”
则继续被裹挟，
直至崩盘。

在其上线的 3.0 版本中增加了“交换
GHT”
的教程，
也就是说，
如果用户想

团队是最高效的方式。
显然，这是一条极其“严密”的

业运营过程中的常量与变量，
当某

要挣钱，不能直接卖糖果了，而是要

逻辑链条。在这一链条之上，无数

种新概念为常量时，
往往是以噱头

卖 GHT。而在卖 GHT 之前，
用户要

用户蜂拥而入，进入了投资和拉人

先在 GHT 里面找到一个钱包地址，

头的“无底洞”。公开信息显示，在

在APP 的糖果置换页面中，
把钱包地

趣步下架之前，华为应用市场的数
据是 1305 万次安装，苹果 App Store
显示有 2.4 万个评分，还曾一度登顶

掩盖某种变量要达到的目的，比
如趣步的玩法中，
走路就是常量，
或者在一些键盘或其他类游戏

址填进去，
就可以成功将糖果置换为
GHT，
然后再用GHT交换金钱。
这种类似“比特币”的虚拟货
币操作方式表面上看进一步增加

App Store 的生活榜。也有数据称，

了“含金量”，比如 GHT 的价格就

但是，趣步的问题在于没有收
入来源和“造血”功能，同时用来兑

标注到 22 元人民币左右，当然所有
交换的背后都直指一点，即应用最

人抢购会抬高价格，专业玩家则

“此外，
用户还要善于识别企

中，
某种游戏的参与只是常量，
而
投入资金或拉人头才是真正决定
收入高低的变量，
这时用户就需要
非常警惕。
”
戴政表示。

趣步至今拥有 3000 万用户。
走路竟然能赚钱，
“趣步”经营模式引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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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糖果并最终用来套现的 GHT 的

买。
”
去哪儿网创始人、
环球悦旅会创

没有监管的情况下，如何保证 GHT

币值存在隐忧。
公开信息显示，趣步 APP 没有
广告，所谓的商城至今还没有上线。

始人兼董事长戴政表示。

恒定的 10 亿枚发行量，似乎是一个

而有关 GHT 的信息更令人匪
夷所思，GHT 交易网站写明，GHT

问题。而且 GHT 并没有上交易所，
压根不能跟其他币兑换。

如果没有收入的话，
趣步用来购买用

的发行总量是 10 亿枚，不会随意增

戴政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户步数的钱只能从新用户那里来，
即
“早期有人能卖掉糖果赚钱是组织出

发。这在趣步玩家看来，
是为了保证

“虽然披了很多新概念的外衣，但

GHT 和糖果的稀缺性，就像比特币

这 是 典 型 的 资 金 盘 ，根 本 不 用 判

钱，
后期是相信糖果能升值的用户在

那样成为一种稀有的数字货币，
但在

断，只需等着崩盘。”

观察
初标注的“走路就能赚钱”。
由此，整个设计非常巧妙地完
成了
“走路→糖果→GHT→金钱”
的
变换。这也
“印证”
了趣步的
“用户协
议”
，
即糖果只是平台的积分奖励，
本
身不具有流通属性，
更不是加密数字
货币。当然，也有效地规避了 2017

不要变成
流量时代的
“刀俎之肉”
在用户参与时代，
流量开发越
来越成为企业经营的焦点话题，
而

在了违法的边缘，
因为根据我国的
《直销法》，
分销最多是两层。

“社交+裂变”
更是互联网企业首当

戴政告诉记者，
“新概念新模式

2. 分析
根本点在于“变现能力”
其冲的核心模式。

再多，
但撇去形式直达内容，
很多问

QuestMobile 数据显示，2019

题在现行法律上还是有非常明确的

年 2 月，移动社交用户已经达到
11.04亿，
由社交带来的视频、
新闻

规定的。
”
由此，
从企业角度出发，
需
要严格把握
“创新模式”
背后的合规

资讯和移动电商等领域的攀升非常

问题，
而对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

明显，
并且因为
“社交+裂变”
导致用

方面，
企业亦需要守住
“经营的本分

户黏性增强、
用户变现路径缩短、
变

或底线”
，
避免P2P式的投资泡沫或

现通路变宽，
“社交”
深度融合各类

投资骗局。

来自趣头条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根本在于企业是否有变现能力。同时，
在变现能力之外，
还要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商业模式。
”
众所周知，互联网下半场已经

告是一个供需平台，要想精准推广

DAU的积分成本，
这也表明趣头条的

3.628 亿元增长 257.4%，主要原因在

从一二线城市逐渐向三线及以下城

告给用户，首先要知道用户的数据

用户真正在意的是我们能够提供差

于用户获取方面的持续努力，以及

市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渗透。伴随下
沉市场红利的到来，对“赚钱”、
“收

与喜好是什么；其次是广告主端，要
知道找什么样的广告主；最后是平

异化和匹配兴趣的内容，而不仅仅
是我们给予的积分奖励。
”

随着公司用户规模的扩大，用户积
分成本的增加。

益”敏感的下沉市场用户开始面对

台端，要知道怎样匹配效果是最好

体现在变现能力上，趣头条虽

谭思亮表示，
“ 短期来看，我们

众多新概念 APP 的诱惑。但这些新

的。所以，这项能力要求能平衡广

然目前主要靠广告收入，但现在它

预计今年还将面对市场上一些不理

概念 APP 到底靠什么支撑呢？

告主、用户与平台，能够做好的门槛

也在做小游戏、电商的尝试，所以收

性的竞争行为，某些竞争对手正疯

场景提升变现的时代已经开启。
但是，
如何进行
“社交+裂变”
来自趣头条的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
“根本在于企业是否有变现能

是很高的。
应该说，下沉市场用户对现金

入正在往上走。
“在电商方面，
我们一
直在探索与淘宝、支付宝以及京东

狂‘烧钱’来扩大用户规模。对待这
种不理性的竞争行为，我们的选择

力。同时，
在变现能力之外，
还要有一

敏感，会吸引一些无效用户，从而增

等平台的多元化合作方向。乐观预

是不跟随。我们可以接受短期内的

个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商业模式。
”
红点中国执行董事张鸣晨表

加单客的获客成本。但对趣头条类

计，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电商业务

增速放缓，并利用这个机会修炼内

企业来说，成本一般包括两项，即获

或将成为公司新的收入增长点。我

功，例如提高内容推荐算法和进一

却考验着企业经营的底线，
一些新

式”
背后的潜在问题，
牢记
“天上不

概念逐渐模糊了传统的“经营模

会掉馅饼”
、
没有
“免费的午餐”
的道

式”
，
从而引发了
“经营模式”
的合规

理，
要从源头上了解企业经营的实

边界问题。

质，
了解企业是否有真正创收和变

由于裂变式社交营销可以通
示，
“在社交裂变时代，
趣头条的激励

客成本与维客成本，这就要求企业

们也可以尝试让用户以金币兑换商

在用积分、金币等激励机制将用户

品的形式，降低公司的积分成本，

金币发出去容易，要能挣回来就要

吸引过来后，在资讯质量和匹配能

这些都将有助于提高整个公司的

求有变现能力，而很多跟随者都不
具备这个能力，最终结果就是资金
很快烧没了。
”

力上真正下功夫，从而黏住用户，降
低维客成本。
趣头条董事会主席及首席执行官

在张鸣晨看来，趣头条的优势

谭思亮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为了

在于团队本来是搞广告出身的，变

进一步提升用户黏性，
我们在趣头条

现能力比较强。这主要体现在每个
DAU（日活用户数量）能产生的广告

APP 中增加了关注和打赏等社交玩

收入。这是一个整体能力，因为广

盈利能力。我们仍将探索多样化

享曝光或邀请加入的方式，
迅速集

用户要避免成为流量时代的“刀

纳人群，
增加流量，
这导致很多人不

俎之肉”
。

的“烧钱”漩涡，改善公司形象与用
户认知也非常重要。对于趣头条
来说，强化技术标签正成为其战略

播，这些业务虽然目前占总体收入

重点。作为一家技术驱动的内容

公开的财报信息显示：趣头条

在企业获客的“诱饵”之下，

避免被竞争对手拉入不理性

的 变 现 方 式 ，例 如 休 闲 游 戏 和 直

较少，
但增长迅速。
”谭思亮表示。

现的能力。

步增强产品的社交功能。
”
过社交平台和用户社交圈，
通过分

机制吸引了很多后来者的模仿，但

当然，
从用户角度出发，
也需
要有足够的智慧去识别“创新模

而从企业维度来看，
在用户画

惜跨越法律的界线。比如关于社交
裂变，
一个最典型的说法就是
“每个

像被用种种方式不断探测和定义

人背后至少直接影响7个人，
即一个

的背后，
对用户的深度理解将不断

人每往下一层就是7次方的裂变”
。

提升，
但在此之后，
如何保护隐私，

由此可以看出，
多层分销将是最快

如何清洗数据,也将势必成为新时

的裂变增长的方法，
但这显然游走

代的新问题。

公司，趣头条将继续吸引顶尖人才
加入并推进公司的核心技术能力，

法。同时，
我们在不影响用户黏性和

在 2019 年第一季度的销售及营销
费用为人民币 12.97 亿元（1.933 亿

包括从内容的推荐到广告的精准
投放能力，为未来的产品开发提供

留存率的前提下，
进一步优化了每个

美元），相比 2018 年同期的人民币

重要保障。

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屈丽丽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