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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节 红 包 攻 略
本报记者 温宝臣

红 包 背 后 的 生 意 经
梁 睿

▲ AR红包粉墨登场、QQ

接力微信红包、微博推出直播

和视频红包，在经历了2015年

春节红包大战之后，鸡年春节

红包有了更多新玩法

▲ 红包大战之所以惹人

注目，原因在于，红包一端连

着人，另一端连着钱，是移动

互联网与线下商业结合的良

好载体之一，是发展新用户的

重要渠道。吸引流量完成战

略布局，行业暗战从未停止

春节又至，支付宝集五福游戏让大家玩
得不亦乐乎。与去年用户吐糟“敬业福”一
福难求相比，今年支付宝显然“大方”了些，
集齐五福的门槛大大降低：推出了万能福和
顺手牵羊卡这两种特殊道具，万能福可以变
身为任意一张你短缺的福卡，顺手牵羊卡则
可以从朋友那里抽取一张福卡；此外，在支
付宝蚂蚁森林中给好友的树苗浇水等互动
活动也能获得福卡。

双管齐下，今年集齐五福拿到红包的用
户数几十倍于去年，虽然分享的红包总额并
没有同比增长，但不少支付宝用户还是乐此
不疲。

相比人们集福卡分红包的喜庆热闹，支
付宝的东家们内心却是烦恼忧虑加煎熬：自
从微信杀入支付行业，支付宝的江湖地位便
每况愈下。

据易观数据显示，自 2015 年以来，微信
支付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截至 2016 年第

三季度，其规模占比达 38.12%。虽然支付
宝仍占据移动支付市场头把交椅，但市场份
额却从 68.4%大幅下滑至 50.42%。从数据
看，当前支付宝与财付通的市场占有率呈现
此消彼长趋势。微信支付在第三方移动支
付的市场份额在新的一年有望超越支付宝。

微信支付之所以能在支付江湖上叫板
支付宝，主要源于其庞大的社交网络圈支
撑。目前微信活跃用户数为 8 亿，占据
APP 用户活跃排行榜首位，使用微信支付
用户达到 4 亿。微信今天能有如此庞大的
用户，在于其千方百计提升用户黏性的战
略一以贯之。比如，2015 年春节通过红包
功能，轻而易举地让大家绑上银行卡；开
放小程序功能，引入第三方入驻，其目标
始终是巩固社交媒体的老大地位，使得微
信始终成为用户手机中的“热”应用，在
庞大用户的基础上再顺理成章发展支付、
微商等新功能。

在微信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支付宝的老
大地位堪忧。这让叱咤江湖十余载、鲜逢对
手的支付宝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压力：再不想
点法子在用户那刷刷存在感，说不定江湖老
大将成江湖传说。这也是为什么连续两年
春节支付宝要玩“集五福”游戏的原因。除
了发红包回馈用户，支付宝也想向社交软件
转型，“师夷长技以制夷”，比如开通好友功
能、推出“生活圈”，功能与微信朋友圈类似，
晒照片小视频等一应俱全。

然而，功能全并不意味着一定有用户，
尤其当微信在移动社交领域已经占据绝对
垄断优势的时候，用户习惯已经养成，没有
颠覆性的创新，很难改变这种局面。支付宝
想让自身数亿“冷”用户，变成微信一样活跃
的“热”用户，恐力有不逮。因社交功能派生
支付功能，是热应用里嵌个冷应用，干的是
顺水推舟的活；而要支付宝扛起社交功能的
大任，却是小马拉大车，注定吃力不讨好。

支付宝从 2003 年诞生以来就是一个为
了解决网络交易信用问题的支付工具，它一
头连着商户，一头接着用户。尽管其应用功
能已经大大拓展，能缴各种生活费用，相互
转账，能订酒店机票，能买基金等等。但万
变不离其宗，在社交关系上，支付宝是点对
点，一对一，频度低，私密性强。人不能时时
刻刻都在购物，但只要醒着，就无时无刻不
在收发各种信息。因此微信的使用频次要
远高于支付宝。所以在社交场景中，尽管支
付宝用尽各种手段推广，其本身的属性决定
了它很难逆袭成为通讯工具，一味向微信看
齐，反而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对于支付宝而言，更应该干的是“高筑
墙”“广积粮”，不断拓展支付功能的广度、深
度，创造更新的支付应用场景，提升支付安
全性，让大家花钱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你、
相信你，而没有必要和微信在社交领域一争
短长。

今年春节会有红包大战吗？日前，腾
讯集团微信事业群总裁张小龙表示，2017
年春节微信不会再有微信红包的营销，以
便让人们有更多时间和家人相处。支付宝
春节红包项目负责人陈冠华则明确表示：

“红包是传递情感和爱的工具，不应该被异
化。”

如此看来，往年让大家“乐死不疲”的
红包大战，今年似乎要变天。但情况并非
如此，行业巨头暗地里的较量从未停止。

商场如战场，硬碰硬砸钱好似兵火连
天，短暂的熄火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
动，酝酿着新对抗。红包大战之所以惹人
注目，原因在于，红包一端连着人，另一端
连着钱，是移动互联网与线下商业结合的
良好载体之一，是发展新用户的重要渠
道。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几年，支付宝和
微信以及新浪微博通过一系列补贴行为，
完成了消费者教育和使用习惯培养，更完
成了移动支付布局。

春节是消费和社交高峰，行业巨头忙
着巩固多年布局的成果，边扎篱笆，边模糊
着边界，意图拓展疆域。红包肯定是有的，
怎么玩需要技巧。

尽管诸多玩家给出了价值几亿元的大
红包，但是一平均就聊胜于无了。不过，抢
红包重在参与，不然眼睁睁看着别人抢得
不亦乐乎，“快乐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
有”，就尴尬了。为此本报记者特别整理推
出鸡年春节红包攻略，帮助大家一起“薅羊
毛”。

支付宝：集五福卷土重来

AR 红包粉墨登场

看到“集五福”3个字，想必很多人内心
是 万 马 奔 腾 。 支 付 宝 第 一 次 集 福 是 在
2016 年春节期间，但是，由于“敬业福”数
量稀少，引来指尖一族的一片口水。

今年支付宝准备“还债”。1 月 18 日支
付宝集五福活动正式上线，支付宝当天在
其官方微信发布了一篇名为《我有个同事
叫冠华》的文章。文章说，“今年，老板给
我的唯一任务就是把去年欠大家的敬业
福还给大家”，并表示“自己刨的坑含泪也

要填上”。
今年集五福有了一些新

玩法。打开支付宝，在首页就
能看到活动入口，使用 AR 扫
一扫任意“福”字，就有机会领
取一张福卡。福卡有 6 类，和
谐、爱国、敬业、友善、富强和万能福，还有
机会获得顺手牵羊卡。万能福可在活动结
束前转化为任意一类福，顺手牵羊卡可顺
走好友的任意一张卡。另外，从 1 月 20 日
开始到除夕夜 22 点之前，用户开通蚂蚁森
林或者给好友浇水，也可以随机获得福卡。

今年支付宝准备了 2 亿元红包，截止
到除夕夜22点18分，每一位提前集齐五福
的用户都将随机获得红包。从目前情况来
看，今年集福难度的确降低很多。截至 1
月 23 日，有超过 5600 万用户集齐五福。
不过，集不齐也没关系，支付宝已经许诺，
即使在规定时间节点之前没有集齐五福，
开奖后没集齐福卡的人也能获得剩余福
卡，不过与红包无缘了。

另外，2016 年 12 月 22 日，支付宝发布
了 10.0 版 APP，最大特色就是加入了 AR
实景红包。具体来说，用户可以在支付宝
上点击“红包”，选择“AR 实景红包”，再选
择“藏红包”，用户分别设置完位置信息、线
索图、领取人等后，就生成了 AR 实景红
包。领红包有两个条件：一是走到藏红包
位置的 500 米范围内；二是找到线索图中
的物体，打开支付宝扫一扫。

腾讯：微信新推“面对面”

QQ 接力“红包战”

微信无疑是春节红包大战的最大赢
家。借助红包，微信顺利完成了支付布局，
其线下支付份额已经与支付宝不相上下。
今年春节微信红包功成身退，QQ 将接力

“红包战”，意在拓展支付布局。
被寄予厚望，QQ 撒红包也是相当卖

力，投入了总价值达2.5亿元的现金和价值
30 亿元的卡券。QQ 的核心产品是“LBS

（位置服务）+AR（增强现实）天降红包”，分
为商家红包、明星红包和个人红包 3 种。
基于 LBS 技术，由商家和明星准备的现金

或卡券，将分布在全国数百万个地理位置
点上。用户只需要打开手机QQ，下拉顶部

“吊坠”，进入到地图，到达红包所在的位置
点后，就可以领取现金红包。网友只要在
这些“红包放置点”的半径 120 米范围内，
无需移动，点击红包将自动开启摄像头。

根据腾讯官方消息，1 月 20 日到 24
日每天 11 点至 21 点，QQ 将会在全国重
点城市设置 425 万个红包入口方便用户
领 取 其 所 处 地 区 的 红 包 。 值 得 关 注 的
是，QQ 还会在一些特定的地理位置点发
放大额红包，如北京朝阳大悦城、上海人
民广场、天津恒隆广场以及广州白云万
达广场等。此外，从 1 月 20 日到 24 日，
用户也可以以个人的方式，在地图上向
好友派发红包。

“天降红包”之后，QQ 还将推出“刷一
刷”红包。1 月 27 日 18 点到 23 点 45 分，打
开手机QQ下拉顶部吊坠，即可进入刷一刷
环节。为了便于陌生人之间的礼尚往来，
QQ红包还支持“面对面”发红包，将红包生
成二维码转发他人扫一扫，不是好友也能
互相收红包。

微信虽然不再是主角，但也没闲着。1
月 23 日，微信推出“面对面”红包。打开
微信钱包后，进入面对面红包，选择红包
金额、数量并支付，手机就会显示红包二
维码，身边的人只要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
领取红包。

微博：让红包飞一会儿

媒体推广“不差钱”

兼具媒体属性和社交属性的微博，一
直未缺席红包大战。借助粉丝流量变现，
微博日子相当滋润。2016 年三季度财报
显示，微博 2016 年 9 月的月活跃用户数较
上年同期增长 34%，环比增长 5%至 2.97
亿，其中 89%为移动端用户。2016 年 9 月

的日均活跃用户数较上年同期增长 32%，
至 1.32 亿。微博净营收较上年同期增长
42%，至 1.769 亿美元。不过，从收入结构
上看，微博是一家依赖广告变现的公司，
2016 年三季度，广告营收占比从一年前的
85%提升至89%。

今年，微博准备让红包飞一会，活动将
持续到 2 月 14 日，实现了元旦、小年、除夕
等重要节日全覆盖。微博红包最大的亮点
就是加入了直播和视频红包的新玩法。这
个活动参与相对简单，只要跟着红包日历
准时进入进直播间即可，剩下的就看指尖
的速度和运气了。

获取微博红包第二种方法是收集财神
卡，它会出现在任意的粉丝红包中。点开
粉丝红包可以随机获得卡片，收集任意 20
张，可获得现金红包抽奖机会 1 次，并且能
100%中奖。另外，集齐“让”“红”“包”“飞”
4 张财神卡，就可以在除夕夜当晚兑换 888
元现金红包。

如果用户拥有 1 张及以上“财神卡”，
就可以与网友进行PK，获胜的一方就有资
格获得对方的1张“财神卡”。

当然，还有微博连续多年推广的粉丝
红包。明星或者企业发红包，粉丝在明星
或企业微博主页，或者让红包飞的话题页，
找到发红包的微博，点击便能参与。

通过发红包吸粉，提高行业影响力，
一直是传统媒体的梦。今年春节，一些传
统媒体发红包也是相当给力。比如，北京
晚报和厦门日报在春节期间，将通过微信
或者支付宝给读者发红包，条件就是找到
红包口令。

自 2014 年 8 月公募基金发行由核准制
改为注册制后，基金产品发行进入快车道，
2016年尽管A股市场持续震荡，赚钱效应不
佳，债市年末遭遇大调整，但定增、保本、打
新、定开债等品种先后扛起基金公司扩张规
模的大旗。公募基金发行数量创出新高，
2016 年全年累计发行 1226 只，数量相比
2015年增加44.07%。

在密集发行募集的大背景下，基金市场
仍存许多隐忧：迷你基金增多，基金经理平均
从业年限缩短、一拖多情形增多，机构在某些
定制产品中占比过高、批量申报新产品成为
热潮等情况牵动投资者的神经。

2016 年是去杠杆、强监管的一年，对基
金的监管也是层层加码：保本基金收紧，基金
子公司去通道化、去规模化，分级基金门槛提
高。2016 年 12 月，监管层又下发《关于发布
公募基金产品募集情况的通知》，明确 2017
年1月起，对存在以下六种情况的基金公司，
将由有关部门派出机构进行现场核查。一是
超期未募集产品数量达到或超过已批复募集
基金产品总数的 60%（分级基金及因外汇额
度受限导致未能募集的QDII基金除外）的基
金管理人，再次申报基金产品的；二是短时间
大量申报基金产品的基金管理人；三是存在
较多同质化基金产品未募集而再次申报同类
型产品的基金管理人；四是迷你基金数量较
多的基金管理人；五是基金经理“一拖多”管
理基金产品现象较突出的基金管理人；六是
一年内被采取两次以上行政监管措施等情形
的基金管理人。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2016年银行委外资
金大幅涌入，基金公司为加快新产品发行节
奏，选择提前密集申报来布局“壳基金”，一旦
与委外客户达成意向后新基金便可尽快
上线。

一般来说，拿到相关批文后，基金公司将
在 6 个月内组织发行募集，超过此期限即被
视为超期未募集。目前来看，这种提前布局、
快速提高规模的方式变成了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随着监管的加强，超期募集现象突出
的基金管理人将遭遇暂停申请新基金的尴尬
境地；另一方面，一旦委外资金预期市场行情
无法达到负债端的收益目标而需要重新考虑
资产配置方式时，此前申报的“壳基金”就会
变成无源之水。比如，近期债券市场的深度
调整，就使得委外基金从盲目扩张向理性思
考、科学布局转变。

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基金超期募集现
象不仅仅来源于委外资金涌入，也来自基金
管理人对后市布局的思路发生及时变化。比
如，易方达基金在2015年股市剧烈调整时密
集上报的相关基金产品并没有上线。

值得投资者关注的是，在债市调整的冲
击下，许多委外性质的次新债基2016年收益
率并不理想，尽管债市中长期配置价值仍在，
但2016年末的市场调整，使得银行委外资金
对债市趋于谨慎，未来权益投资的比重或将
升高，这将对操作稳健、风控体系优秀，同时
旗下具有明星权益类产品的基金产生利好。
另一方面，委外之后的下一个风口，将是养老
金入市以及公募 FOF 开闸。2016 年 9 月 23
日，证监会正式发布并实施《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指引第 2 号——基金中基金指
引》，同年 12 月 6 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确定 14 家公募基金作为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证券投资管理机构，这也意味着公募基金
行业将迎来难得的机遇与创新。

（作者单位：上海证券）

红包时刻表

★集五福：
从1月18日开始到除

夕夜 22 点之前，使用“AR”
扫“福”字，就可以随机获得
福卡

1月20日开始到除夕夜
22点之前，用户开通蚂蚁森
林或者给好友浇水也可以随
机获得福卡

兑奖时间：除夕夜22点
18分

★QQ红包
“天降红包”：1月20日

开始，商家和明星的现金红
包将在全国陆续发放，到时
候会出现很多“红包放置点”

“刷一刷”红包：1月27
日，除夕夜 18:00 到 23:45，
不停点击屏幕，就有机会领
取现金和卡券礼包

★新浪微博
集齐包含“让”“红”“包”

“飞”4个字的财神卡，便可
兑换888元现金红包

兑奖时间：除夕夜

“壳基金”退潮

高云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