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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情、链万户、上餐桌
河南人玩微信的新境界

过往3个月的疫情，对国
内经济产生了持续危害，同
时，也在倒逼各类经济主体与
民众加速实践数字化。

濮阳市南乐县“依禾拼
购”创始人申志刚，成了战

“疫”中的受益者。
南乐县地处河南省的东

北角，与山东、河北两省交
界。今年春节期间，在疫情最
严峻的封闭期，传统零售渠道
停摆、农产品链路受阻，百姓
餐桌供给与农田生产、储备双
向告急，“依禾拼购”在该市南
乐县、台前县、濮阳县担当了
关键的链接器。

与传统分销渠道不同，
“依禾拼购”是典型的社交电
商：小程序+社交渠道（微信群
或公众号）+农田基地或供应
商+站长负责制。

简单理解，生鲜蔬果的供
应链，源自“依禾拼购”的自有
农田或本省供应商。每天能
买到什么菜，消费者可由微信
上的“依禾拼购”小程序一目
了然。不过，仅解决商品信息
上线、提供预订商品是不够
的，关键在于打通直达社区或
村的物流链路。这其中，站长
通常由社区便利店或村庄超
市的店长担任，既负责将平台
商品在对应客群中推介，同
时，承担着用户订单商品提货
点的功能。

申志刚称，在疫情期间，
“依禾拼购”获得当地政府有
力支持，开设了200多个站点，
有效化解了当地百姓家缺粮
少菜的麻烦。与此同时，将当
地农民存储的10多吨苹果、
10多万斤鸡蛋卖了出去。

河南人驾驭互联网工具
的新玩法，绝非孤例。

如大河鲜生，在过往5个
月，它成为省会百姓家餐桌与
郑州蔬菜基地的“快递员”，打
满了整个战“疫”周期，为郑州
百姓所牢记。

鲜为外界所知，大河鲜生

的诞生源于今年大年初二的临危
受命。当日，郑州市相关部门举行

“城市保供、农产品返城”会议，大
河报出席该会议，并承担了为省会
百姓餐桌保供应的重要角色。

由此，服务于B端餐饮市场的
大河U菜，与大河城配、大河农业
三网结合，迅速组建了崭新的大河
鲜生，全力服务于C端市场。借助
公众号、数百个微信社群，以及健
全的城配网络体系，大河报发行员
每日将新鲜蔬果、肉制品及时送达
各个社区，为这座千万级人口的城
市有效化解了疫情期传统商超排
队过长的防疫风险。

而今，大河鲜生已是郑州百姓
颇信赖的本土生鲜电商平台，对新
型互联网工具不断加持，并成为益
海嘉里、蒙牛、三全、金星、花花牛
等知名食企在郑州市场的主力渠
道之一。

综上来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的冲击，微信作为新生产工具，以
丰富、完善的生态能力和数字化工
具在稳企业、稳就业上发挥了积极
作用。

2601万人“活”在微信上
微信就业呈现三大新趋势

2011年诞生在广州的微信，
如今在全球是拥有近12亿用户群
的庞大生态体系。

“微信就业报告”显示，由公众
号、小程序、微信支付、企业微信等
共同构成的微信生态，通过创造新
型就业岗位、提高劳动者数字技能、
促进人才供需精准对接，为国家稳
就业提供了重要支撑。2019年，该
生态已有2000万个公众账号，超过
100万个小程序，6万多家第三方服
务商，微信支付已连接超过5000万
个商户，从而直接带动就业机会达
2601万个，同比增长16%。

这意味着，12亿微信用户群内
每天不间断地交互，发酵、衍生的
多样性需求，催化着生态体创造着
各种新经济、新技术、新业务、新职
业，进而成为国内公众创业、就业
的热土。

2601万人微信上怎么“活”？
微信就业报告显示，当前，在

微 信 生 态 相 关 就 业 岗 位 排 名

TOP10 分别是：新媒
体运营、社群运营、小
游戏开发工程师、微信
公众号运营、小程序运
营、短视频运营、微信
小程序开发、用户运
营、流量增长专家、朋
友圈广告投放运营师。

上述依托于互联
网经济产生的新岗位
或新工种，清晰描述了
微信就业生态所呈现
出的三个新趋势：

其一，就业生态从
数字化岗位，向岗位数
字化转变。微信生态不
仅催生了专门负责微信
公众平台、小程序等服
务运营、开发、设计和维
护等新型行业岗位，同
时，也不断促进传统行
业线上线下的融合，增
添了大量数字化运营岗
位，推动了各行业从“数
字化岗位”到“岗位数字
化”的转变。

其二，从稳定的雇
佣关系，向按需结合、
灵活发散的就业方式
逐渐普及。微信小程
序、公众号，让劳动者
能快速对接供需；微信
支付让人们能够便捷
地获取劳动报酬，促进
了微信就业从“公司+
雇员”的雇佣形式转移
到“平台+自由职业

者”的按需结合形式。此外，灵活
的就业模式、丰富的就业渠道、较
低的从业门槛，也让微信在求职
端为务工人员提供多样的工作选
择，增加了就业机会。

其三，微信作为新生产工具，
将成为数字化就业的标配。随着
微信全平台生态能力的开放，微信
小程序、微信支付、企业微信等也
将继续深耕产业转型互联的核心
需求，为行业用户及合作伙伴提供
更有价值的微信产品“工具箱”。
尤其是小程序，成了当下微信带动
就业的核心引擎。2019年，小程
序日常活跃账户数超过4亿，加速
渗透生活场景，直接带动就业机会
536万个，较2018年同比增长近2
倍。这其中，有74%的小程序运营
者是初创的小微企业。

如前文提及的“依禾拼购”、大
河鲜生，与传统实体商企、电商的
不同，是它们借助微信构建了自己
完整的商业模型，以低成本、高效
率搭建了网络平台、支付体系、用
户互动等核心生产要素。与此同
时，社交电商可拉近人际距离，增
强信任感，迅速联络、聚拢、积累用
户群的基数。这对创业初期的企
业来说，显然比租用街边商铺或购
买流量来得更实际。

全民数字化就业时代已来
河南微信就业人数进前10

微信多年来的生态建设，聚
集了一批充满活力的微信创业

者，以“创业点”带“就业网”。
在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

曙坪镇中坝村，当地县残联针
对残疾人的实际状况，创新实
施了“协会+微信平台+残疾
人”创业就业模式，引导残疾
人通过微信公共平台，发布广
告等信息实现增收，使全县残
疾人足不出户居家就业。如
今，该县已带动35名重度残疾
人累计发送便民、服务、广告
及商业等信息20余万条，累计
收入60余万元，月人均收入达
3000余元。

在新疆塔城市，齐巴尔吉
迭新区的牧民们能在冬闲时
通过微信找到工作，以此增加
新收入项目。牧民叶尔波力·
加依劳汗，起初是通过微信就
业群，在当地一饲料场为苜蓿
装车。此后，他从中发现了商
机，购买饲料打捆机，承包了
这家饲料场的打包任务。他
还雇了几个工人，每个月的固
定收入超过两万元。

不难看出，随着微信数字
化工具的持续开放，互联网创
业的门槛越来越低。以退伍
军人、农民工、家庭妇女、残障
人士等为代表的重点人群，也
能通过快速学习掌握数字化
技能，投身新经济领域，共同
构成了微信创业者群落，通过
创业带动就业，解决重点群体
就业问题。

就如“微信就业报告”分
析阐述，互联网生态体系打破
时空限制、解放体力劳动的特
点，加快了数字化就业岗位在国
内三四线城市的普及，向中西部
地区、东北地区迅速延伸。其
中，公众平台和小程序产生的就
业岗位，在中西部和东北省份比
例分别达到了43.6%、29.8%。
2019年，在微信生态相关就业
岗位地区排名中，河南省进入了
TOP10序列。

另值得关注的是，微信数
字化工具和商业能力的持续
开放，既带动了大量新的就业
机会，更在不断促进国内实体
经济驾驭新工具、新技能，进
一步实现“降本增效”。

比如，结合线上交易的快
捷高效和线下门店服务的直
观属性；比如，智慧零售模式
实现了线上线下融合运营；比
如，小程序成为商家落地并推
进智慧零售的重要手段。

…… ……
数字经济正从消费互联

网向产业互联网转移，进一步
加快新基建是核心要义，新基
建也需要具体的应用场景来
发挥作用。微信生态作为“微
接口”，以低门槛的海量用户
连接能力，推动了远程办公、
在线教育、健康码和智慧零售
等产业互联网新业态新模式
快速发展。基于微信生态的
全面触达能力，5G、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基建也能
最大化发挥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普惠价值。

腾讯发布微信就业影响力报告，河南在微信生态体的就业规模进入TOP10

微信承载全国逾2600万人生计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杨霄 文图

微信承载了全国2601万人的生意或生
计。

5月14日，腾讯与中国信通院联合发布的
《2019-2020微信就业影响力报告》（以下简
称微信就业报告）显示，2019年，微信带动的
就业机会2963万个，其中，直接带动就业机会
达2601万个，同比增长16%。

2011年被张小龙初创的微信，只是一款社
交工具。9年后的今天，微信承载着全球超12
亿人的日常沟通或工作交互。它所构建的公众
号、微信支付、小程序、企业微信四位一体，形成
了多维、丰沛且繁茂的“经济雨林”。

这是中国数字经济创造力的侧影，同时，也
清晰显现了国民驾驭数字化工具的自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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