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群平台
发展历史

1997·论坛
如四通利方、北大清华
和校园论坛等

2000·即时通讯
主要以QQ群为代表

2005·博客
比较著名的有新浪、网
易等博客

2007·社交网站
如人人网、开心网之类
的网站

2010·微博
新浪、网易、腾讯微博等

2011·微信
微信的诞生，让人与人
的连接进入高速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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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观察 专家视角

社群经济：
当社群与商业相遇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社群经济能
创造出大机会，也能让人落入社群不经
济的陷阱。

国内著名自媒体吴晓波频道的运
营总监李雪虎在做书友会时发现，这几
年做社群的人多，加入社群的人更多，
问题也多：首先，很多人跟风学建群，却
没有深思为何要建设群，如果只是光想
挤到风口去获利，群很快就会死掉；其
次，往往入群的人也没有太多热情，疯
狂拉人进群后，就变成了“死群”，莫名
其妙被拉进去的人也不会发言；还有一
些追求活跃度的群，常见于拿到投资热
衷搞活动的公司或个人，钱用完了群也
就完了；社群成员被拉进去之后各玩各
的，只有抢红包时热闹一阵，社群队员
们线下没有见过，无法形成凝聚力；最
后，不考虑做营收也是硬伤，做社群毕
竟占用人力物力，不考虑赚钱无法长久
支撑。

“我们是知道用户需求才开始做商
业探索的，卖什么产品都有背后的逻
辑，不了解就去做，那是瞎探索。”李雪
虎说。

对此聂潜感同身受。他们经常接
触到一些实体店老板，一开始组建一个
客户群，后来发现运营这个群很困难，
没有实现经济转化，就干脆把群变成了
广告群。聂潜认为60%的企业跟需要
线下社群，为客户提供售前、售中、售后
服务以及增值服务。“使用微信的个人、
企业以及微信群跟企业的线下实体等

进行融合，形成生态体系，这才是社群
经济。”

判断一个群有没有价值，聂潜认为
有三个评判条件：一是粉丝活跃度够不
够；二是人与人沟通有没有商业的变现
可能；三是连接的过程中有没有商业价
值。“如果一个群没有价值，就应该狠心
解散。”

一个成功的社群意义在于，它改变
了生产者与用户之间的组织关系。在
聂潜看来，社群激活了个人的主观能动
性。原来公司老板代表公司，现在不仅
仅是老板，还需要公司的每一个人、更
需要合作伙伴、客户参与到管理中来。

“我们提倡一种观念，让所有的客户都
变成我们的会员，为他们提供会员制服
务，让他们帮我们推广产品。”

毋庸置疑，社群经济正成为新的商
业形态，并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迸发出
令人惊讶的能量。有长期关注互联网
经济发展的人士断言，随着创新模式的
不断涌现，未来社群经济将会是主流经
济形态，并将成为下一场互联网革命。

目前，河南正在建设网络经济大
省，强力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壮
大本地互联网类和“互联网+”企业，培
育河南创业创新的生态系统也被提上
重要位置。在此背景下，社群，正成
为网络经济大省建设中重要的红利。
显而易见，谁能及时抓住社群经济这
一新的发展契机，谁就能在未来抢占
先机。⑦12

一个人会有很多
爱好、身份和标
识，他可能生活在
很多的社群里，但
在同一个社群里
的，人们的价值观
和审美一定是互
为认同的。”

——吴晓波

财经作家、自媒体人

如果有人问，您加入了几个微信
群？现在赶紧数数，或许每个人的微信
群都不是个位数，工作群、购物群、兴趣
帮派群，似乎哪个群都是不可或缺的交
流阵地。

“从3人到500人，我加入的微信
群大大小小一共1000多个 。”河南微
矩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焱
飞说。移动互联网时代，微信等各种新
兴社交平台大举攻陷个人智能终端手
机后，每个人社交的领域大幅度被拓
宽。即使一个人周游世界，如果身边带
着手机，你就是社群的一分子。

“社群不仅仅是微信这个形式，但
微信是社群经济初期的发展平台。”河
南网盟创始人王兵说。河南网盟是以
中原IT行业为中心，创业者和经理人
为主体的非营利公益性的民间自发组
织。河南网盟成立于2007年 6月，至
今不间断地主办了近二十次主题活动，
已经成为中原地区互联网行业规模最
大、最有影响力、最具价值的公益性商
务社交平台之一。王兵2008年首次从
线上转移到线下做活动，原定300人的
交流分享会，最后报名了500多人，这
让他深深感受到社群的威力。

通过社群衍生出的各种经济形式
和经济效益，人们通常认为这就是社群
经济。社群经济不是一个新名词，腾
讯、阿里、小米科技都通过社群稳定了
自己的营销模式。只是随着移动互联
网的加速发展 ，各种社交平台更迭，功
能日益强大，使得社群经济的威力更为
凸显。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社群经济是指
在互联网时代，一群有共同兴趣、认知、
价值观的用户抱成团，发生群蜂效应，
在一起互动、交流、协作、感染，对产品
品牌本身产生反哺的价值关系，这种建
立在产品与粉丝群体之间的情感信
任+价值反哺，共同作用形成的自运转、
自循环的范围经济系统。产品与消费
者之间不再是单纯功能上的连接，消费
者开始在意附着在产品功能之上的诸
如口碑、文化魅力人格等精神层面的东
西，从而建立情感上的无缝信任。

“我是社群经济的受益者。”刘焱
飞坦承几年前自己从一家省级媒体辞
职，转而投身到网络经济的大潮中，原
因就是跟着一个微信群一步步成长，
线上线下活动众多，积累了不少人脉，
最后水到渠成辞职进入目前的微矩阵
文化传播公司，而该公司恰恰是在社
群的基础上众筹成立的。“公司经常举
办创业老板们的分享谈话活动，这样
的公益活动其实就是社群经济带来的
红利。”

受益的不单是刘焱飞这样的个
体。众多新经济公司纷纷瞄准了社群
经济这一蛋糕。在河南，也有一大批站
在社群经济浪尖上的创业者，紧紧抓住
良机，实现了惊人的裂变，对社群经济
有着各自的认识。

在很多新经济经理人的眼中，社
群经济最抓眼球的当是最大限度地
降低了营销和管理成本，用最小的成
本创造了最大的利益。

当滴滴快车、uber在国内城市出
租车市场攻城略地时，郑州一家新兴
的同城快递公司正以凌厉攻势进军
北京同城快递市场——UU跑腿今年
4月份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巧妙
利用微信群开拓北京市场，每天流水
从零做到了8万元，继而又做到15万
元，日充值额最高达到了上百万元。

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这都
是玩社群玩出来的。”UU跑腿董事长
乔松涛说。

UU跑腿是郑州市一家同城配送
公司，所有的快递员均是兼职，俗称

“跑男”。这些“跑男”只要拥有一部
电动车，下载UU跑腿软件，进行个人
注册，继而接单就可以了。这样一家
同城快递公司被业内人士称之为电
动车版的“滴滴打车”。

今年年初，UU 跑腿遇到了发展
的瓶颈，公司决定进军北京市场。听
到这个消息，一些投资人对此嗤之以
鼻：没有 5000 万元投入，UU 跑腿进
不了北京。

乔松涛当然没有 5000万元。吸
引资本遭遇挫折，他发动公司全员策
划，但几乎每个文案都需要“烧钱”。
乔松涛苦思冥想数日后，痛下决心，
利用自己最擅长的微信群模式打开
北京市场。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但

是乔松涛只能孤注一掷。4 月 15 日
他建立了一个只有 10名跑男的微信
群，每天早上 10点晚上 10点群里会
发红包。“跑男”每拉一个人进群，俩
人都有红包，前提条件是被拉的人必
须在其他平台接过单。微信群没有
任何功利性质，重在拉近群友之间的
距离，群里实行接单奖励。

据统计，5月 5日UU跑腿在北京
的注册“跑男”近 5000 人，此时离建
立微信群不到一个月，UU 跑腿在整
个北京市场营业额达到了 700万元，
4月 30日UU跑腿的单日充值额更是
达 到 了 125 万 元 。 每 天 北 京 市 有
2000 人积极主动地在当“跑男”，而
UU 跑腿整个市场运作费用仅 1.4 万
元。

实际上，UU 跑腿北京奇遇记在
这个充满变革的时代里并不是个
案。小米科技的雷军卖手机，uber、
滴滴打车进入交通领域无一不是社
群经济中共享经济的集中体现，社
群经济可以大幅度降低营销成本，却
能取得令人惊讶的效益。但前提是
社群中人与人之间都以高度的信任
感为基础，双方平等互利。UU 跑腿
80%的营业收入属于跑男也佐证了
这一论点。

“商业价值不是社群最重要的功
能，最重要的是把人连接和传递信息；
让消费者跟供应链共同帮助传递信
任，创造更多的关联价值，为每一个客
户进行私人订制。”国内移动零售服务
商有赞河南商盟理事聂潜表示。

人人都能是
社群经济的受益者

引爆区域市场的微信群

“互联网+”新动能

□胡征宇

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兴起和人际

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出现了以

社群聚合与市场选择相结合，社会价值

与经济运行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新的

创业和经济形态，人们称之为社群经济

或者分享经济，形成的路径主要是两个

方面。

一是社群向经济的延伸，也就是以

个人兴趣和社会价值为纽带的社群通

过引进市场机制和利益机制，形成社

群经济的平台与机制。罗辑思维、吴

晓波频道等以个人的文化品牌来营造

社群，并以这种品牌和价值联结成培

训、学习等各类社群，形成产品和服务

链，转化成市场和商业模式。自强学

堂、B12 楼等以创业文化创新理念为内

涵形成创业社群，形成创业文化交流、

创业项目平台加创业投资孵化的社群

创业模式。还有不少社群企业是以个

人兴趣爱好为纽带，通过学习、交流，

寻找意义和价值，并渗透到相关产品

和服务中。

另一个路径是企业向社群的延伸，

企业在产品销售和生产中，逐步让企业

内部不同层次的生产者与相关消费者

形成直接关联，共同寻找消费和生产的

文化价值，并以这种文化价值为引导，

形成相关社群来提升优化产品和服务，

以此形成新的商业模式。蘑菇街、贝壳

社、觅食、优步等互联网企业通过互联

网把与本企业、本产品相关的消费者联

结起来，开展个性化的交流活动，形成

网上社群，并以线上的互动来引导、提

升、组合线下的生产、销售和消费，从而

形成新的生产经营体系。

社群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一种发展趋势，具有多样、丰富的表现

形态，其主要特征有三个方面：

从主体结构上看，是在“我们”的主

动关联中，形成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复合

主体。在社群创业的主体结构中，消费

者兼具生产者、服务者的角色，服务者、

生产者也具有消费者的视角。社群企

业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都与消费者直

接关联，形成了平台型、群落型的组织

和团队。与传统垂直组织中上下级等

级分明，下级只能被动执行不同，群落

型、平台型的组织要求团队中每一个层

面的个人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

特色才能，并让不同个人的特色和专业

互相嵌入，彼此映衬和强化，形成具有

人格魅力的团队复合特色。

从运行方式上看，是创新协同中形

成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的互动机制。

社群的运行上，既有兴趣的表现，文化

的创新，又有社会协调和事业发展，并

且通过社群经济，把个人多样表现与社

会协同发展渗透到生产消费环节，并创

新和提升生产消费，让生产过程，包括

设计、展示、体验、制作、传播等，也在表

现和参与中成为文化消费过程。在这

种文化表现、文化创新与文化需求的互

动中，形成了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互动

的商业模式。

从目标设定上看，是在自觉比较中

形成得到与给予的共享目标。社群既

有彼此情感的联结、兴趣的表现、氛围

的营造，又有价值、意义的追求和分

享。而社群经济把社群的兴趣、价值追

求与经济的功用、利益目标相融合，通

过情趣、价值与利益的交融，使得社群

经济无论在生产过程中，还是在最终产

品上，都能让生产者、消费者感受到快

乐和意义的满足。

目前社群经济从整体上讲，还处于

自发和散发状态。社群的个人与社会、

情趣与价值相统一的导向与经济的运

行和利益导向还未有机融合，如果我们

能够主动地、自觉地引导发展，社群经

济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

转变政府职能将会有突破性的价值和

意义。⑦12

（作者系杭州市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研究员）

亓超杰最近在郑州美食圈火了，他
创办的餐厅吸引了韩国SBS电视台的
专程采访。这家电视台因制作电视剧
《来自星星的你》而名噪一时。

5月21日，韩国SBS电视台3名人
员来到郑州，专程到访亓超杰的韩式风
味餐厅钛牛烤肉。

SBS的部长张景洙（中文名）说：“去
年SBS电视台开播了创业节目后，我们
从各种渠道寻找在中国创业成功的韩国
项目，发现亓超杰的餐厅做得很好，我们
对中国人做的韩餐有很大的好奇心。”

在参观了亓超杰的餐厅并品尝了河
南厨师做的韩式美食后，他们发现，虽然
和韩国传统的店面不一样，但亓超杰找
到了韩餐在中国的突破口，获得了消费
者的喜爱。

亓超杰是个“80 后”，河南周口
人。 2013年夏天去韩国旅游时接触到
了正宗炭火烤肉，觉得味道非常好，餐厅
送的小菜和主食也都很惊艳，并没有因
为免费赠送就打折扣。亓超杰的爱人刘
夏是信阳人，标准的美食控，夫妻俩决定
把这种美食带到河南来。经过两年的考
察、学习、研发，去年5月份他们在郑州

开了第一家店。
为了做好这家餐厅，他们想了不少

办法，调料选用韩国海盐，还远赴澳大利
亚和欧洲农场寻找优质牛肉。餐厅因为
特色鲜明，很快在郑州的美食圈获得好
评，还获得了大众点评颁发的2015年度
《好评餐厅TOP10》。

今年4月，一个韩国电话打到了亓
超杰的手机上，对方说自己是韩国SBS
电视台的，想邀请他到韩国进行一周左
右的采访。原来，SBS电视台2016年特
别企划了一档《韩流与王女婿》节目，栏
目宗旨是探索“韩流”正火的中国当下，
从事与韩国相关事业的年轻人成功的现
状与原因。5月初，亓超杰到达了首尔，
由电视台人员陪同，他们在韩国进行了
一周的参观采访，遍尝当地美食，接触了
不少韩国餐饮界人士，让亓超杰大开眼
界。

“中日韩的年轻人有一些区别，日本
年轻人不太喜欢创业，韩国年轻人对创
业犹豫不决，而中国年轻人敢想敢干，有
好的思路马上就会付诸实施。”张景洙来
郑州当天接受了本地媒体的集体采访，
他说希望找到来自中国的创业星，感染
韩国年轻人，让更多韩国年轻人走上创
业之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镜头更多推
动韩中文化交流。”

目前，亓超杰和韩国当地最有名的
餐饮学院又石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让
该大学的学生在他店里实习，这意味着
以后钛牛烤肉的菜品可能是由韩国欧
巴亲自操刀。韩国这家大学还和他协
商，准备合资在中国开创韩国美食事
业。⑦12

创客+

□文/图本报记者 陈辉

“80 后”河南小伙在郑州开

了家韩国风味的餐厅，却吸引来

了韩国SBS电视台的专程采访，

被称为韩流创业典型。

河南小伙玩转韩国风

□本报记者 樊霞

当技术使整个社会突变到移动互联时代，实现了社群、人

人实时在线等质变，社群经济就变成了新的商业模式。那么社

群如何转变成了经济，社群经济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亓超杰（右一）在接受韩国电视台的采访。

社群，网络大省新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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