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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付费”风口来袭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温宝臣

▲ 知识付费有利于人们

高效筛选信息，同时也激励着

优质内容的生产。对优质内

容的渴求，是消费升级的表

现；为优质内容付费，也正成

为消费者的内在需求

▲ 能够为拥有一技之长

的个体提供知识分享的平台

已日益完善。身处知识付费

大潮，普通人也能参与其中并

分享风口红利

资 管 行 业“ 机 器 替 人 ”辩 证 看
周 琳

基于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的普及，对于“内容”和“知识”的付费意愿和消费观念正在发生

转变——

“知识就是财富”是一句经典格言。时
至今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
人们对知识的付费意愿和消费观念的转变，
拥有知识已不再仅仅是被描述为学富五车
或满腹经纶，而是财富真正的源泉。

从 2016 年开始，一系列标志性的事件
让内容付费渐渐成为时尚。2016 年 5 月
15 日，付费语音问答平台——“分答”上
线。通过这一平台，你可以快速地找到能
给自己提供帮助的那个人，用一分钟时间
为你答疑解惑，很多名人和各领域的专家
也都加入分答付费问答模式。随后，罗辑
思维创始人罗振宇全力打造“得到 APP”，
知乎上线知乎live等等。

进入 2017 年，这一趋势丝毫没有减速
的迹象。3 月 7 日，豆瓣网推出了首款付费
产品——“豆瓣时间”；随后腾讯 CEO 马化
腾表示，微信公众号正加快上线付费订阅。

在注意力和优质内容越来越成为稀缺
品的时代，这些敏感的机构和个人仿佛嗅到
了远处传来的风信，准备拎着知识迎风而起。

从内容创业到知识付费

春江水暖鸭先知。最先感觉到“风来
了”的，还是身处行业之中的创业者们。

知乎创始人周源在 2016 年一次对外
发布会上表示，“近一两年，用户对于内容
和知识的付费意愿和消费观正在发生转变
——大家从不愿付费开始变得愿意对高质
量、服务更好的类似产品付费，并且这一趋
势正在加速”。

这对于内容创业者的确是一个好消
息，毕竟他们已经默默耕耘了很久。

以知乎为例，2012 年下半年，知乎放
弃邀请码模式开始鼓励用户注册，到了
2016 年知乎已拥有 6500 万名注册用户、
1850 万日均活跃用户。在相当长的时间
里，知乎都是以知识社区的方式与用户见
面。令人遗憾的是，数量庞大的用户群体
并没有带来现金流。那些在知乎埋头生产
内容的用户更多的是分享，答疑解惑。直

到去年知乎 Live 上线，知乎内部可能第一
次有了一款产品能够实现稳定可观的现金
流。这一刻，多年的坚守都值了。

除了知乎，内容创业在 2016 年还结
出其他果子。“分答”上线仅一个半月之
后，已拥有超过 1000 万收听用户，100
万 付 费 用 户 ， 交 易 额 超 过 1800 万 元 ；
2016 年 12 月 4 日 ， 喜 马 拉 雅 FM 首 届

“123 知识狂欢节”以 5088 万成交额结
束；2016 年 6 月 5 日，罗辑思维旗下“得
到APP”上线第一个付费订阅专栏，截至
目前 19 个付费订阅栏目销售量已逾 85 万
份，销售额超过1.7亿元⋯⋯

2016 年知识付费迎来爆发式增长，知
识变现的确给不少人带来了惊喜。因此，
2016年也被称为“知识付费元年”。

天时地利人和

知识付费模式崛起，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对于想要获取知识的人来说，当下的确

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知识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样唾手可得；但这也是最坏的时代，因
为知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泛滥冗余。

以微信订阅号为例，我们每天都能在
不同时间段收到自媒体推送的内容，对于
大部分内容我们只是浅尝辄止，有些则被
完全忽略了。

实际上，一个读者能关注到的微信公众
号数量，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只是凤毛麟
角。这些碎片化、泛娱乐化的信息，让我们
的注意力难以集中，更使得优质内容难以被
挖掘到。因此，从海量的信息中筛选出最有
价值的信息，就成为一件成本极高的事情。
当人们对时间成本的关注逐渐超出获取信
息的渠道成本时，为优质内容付费正好能把
用户从海量信息中解放出来。

对优质内容的渴求，是消费升级的表
现。易观国际日前发布《知识付费风口来
袭》报告认为，知识付费的兴起，源自我国
消费结构从生存型向消费型的重大转变
——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长的前

提下，居民以吃、穿等基本生存需求为主的
消费比例降低，人力资本投资为主的教育、
文化、娱乐新消费结构正在形成。

周源在2016年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上
表示：“我们在 2015 年发现，消费升级对知
识付费有非常显著的影响。现在大家看起
来更在乎什么样的信息是有质量的，我能不
能获得它。如果我能获得它，是不是可以通
过付费让获取知识更加精准和可持续。”

为优质内容付费，正逐渐成为消费者
的内在需求。在现有社会体系中，分工正
越来越细，但多数人并不会在一个工作岗
位上终老一生。跨界和融合是时代赋予的
机会，也对每一个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需要不断学习知识，因为害怕对外面
变化的世界一无所知，也害怕技术变革导
致优势不在。

作为消费的对象，知识并不仅仅是文
化和价值传承的载体。当内容从介质升级
为一种服务，就变身为一件可以定制化和
个性化的知识商品。罗振宇曾明确表示，
当前用户时间碎片化，已是既成事实。“用
户选择碎片化学习来填充这些时间，是有
价值的真实需求。”

知识付费有利于人们高效筛选信息，
付费同时也激励优质内容的生产，这两个
条件不断形成完善的交易市场和生态，知
识付费悄然崛起。

从漫无目的地接受信息，到主动获取
知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对信息的选择行为更为成熟。得益于互联
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获取知识的平台
更为宽广。大量自媒体人、知识类网红等
个人 IP 成为知识流量和资讯的集散地，他
们通过垂直内容的长期耕耘，拥有了数量
不菲的忠实用户。大屏手机的普及、移动
支付场景的搭建和用户习惯培养，都使付
费阅读触手可及。

修建个人付费墙

Knowledge is power，是“知识就是

力量”的英语表达。从字面上看，知识不仅
是一种能力和相对优势，更是能够对他人
产生要求的权利。

时至今日，知识不仅是力量，也是财
富。知识与金钱的距离，好像从来没有像
今天这样近。

当前，部分知识付费平台依托网络大
V、大咖和网红，迅速形成了强大的市场影
响力，比如“得到 APP”的李翔、李笑来，喜
马拉雅 FM 的马东等。但这些头部用户所
生产的内容，并不能满足所有消费者的偏
好和需求。

国家信息中心日前发布的 《2017 年
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认为，分享经济
行业未来的发展潜力在于通过互联网，扶
持更多的草根和扎根在各个行业但不太起
眼的行家里手，让拥有一技之长的普通人
加快能量释放。

这与内容创业者想法不谋而合。内
容方面深耕垂直化与社交化，构建内容
消费的闭环将成为趋势。首先，内容应
该更长尾，更有针对性；其次，将用户
的个性化需求与内容生产者以定制的形
式连接在一起并形成闭环将是内容付费
领域的未来；第三，内容不仅是流量货
币，也是社交货币。不仅内容生产者和
用 户 要 社 交 ， 用 户 和 用 户 之 间 也 要 社
交，这是用户付费的动力，也是内容的
潜在价值。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知识付
费 不 同 于 出 行 或 外 卖 行 业 “ 高 频 ＋ 刚
需”的应用场景，知识交易的频率相对
较低，但是个性化程度非常高。从认知
盈余分享的供给，到人们对专业化和垂
直化等优质内容的认知渴求，能够为拥
有一技之长的个体提供知识分享的平台
已日益完善，知识付费的潜在用户市场
也将得到无限拓展。

从这个角度看，身处知识付费的大
潮，作为一个普通人也能参与其中并分
享风口红利。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拥
有一技之长，待价而沽；如果还没有，
不妨从现在开始培养自己的能力圈。

敲敲键盘，买份保险。网购保险以其快
速、便捷的特点，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并依赖，就像网购日常用品一样。数据显
示，自 2016 年 12 月 28 日北京地区启动交
强险电子保单试点并全面实施商车险电子
保单试点以来，截至今年3月21日，北京地
区 40 余家保险公司累计签发交强险电子
保单 131 万张、商业险电子保单 118.3 万
张，签发车险电子保单总量达249.3万张。

“保费便宜，投保省事”是许多投保人
选择网购保险的主要原因。比如，电子保
单试点实施后，在保单获取、保管、批
改、理赔以及车辆路检等各环节都实现了
手续和流程简化。消费者完成投保后，平
均1分钟内可收到投保成功短信，不超过2
分钟即可在邮箱中查收电子保单或登录官
方网站查询、下载电子保单，极大地缩短
了投保流程；车险消费者保单批改、理赔
时，无需再提供保单等。

“如果没有互联网，不可能有这么低的

价格。”业内人士认为，互联网金融的核心
精神就是用户体验、降低成本、减少或者消
除中介，让金融产品销售成本大大降低。

“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点对点造就核保
方便，根据不同人不同费率可设计出个性
化的产品，廉价保险产品才得以面世。”

不过，“全自助”的网购保险在普及过程
中也暴露出一定的风险。近年来，利用网站
销售假保单实行保险欺诈的行为已经出现，
还有一些山寨网站窃取消费者信息用作他
途。“需要提醒消费者的是，如果是在不熟悉
的电商平台购买保险，注意收费单位是否为
保险公司或者具有收费资质的保险中介公
司。”保险平台壹保通 CEO 李卓澄表示，消
费者购买之前要看好保险条款里的限定条
件，以免产生理赔纠纷。

那么，消费者在网上投保需要注意掌
握哪些技巧与细节？

对有意网购保险的消费者来说，首先
需要验明网站正身。假冒的保险电子商务

网站虽然与正规网站显示的名称版式相
同，但域名却不是完全一样的。假域名会夹
杂毫无意义的数字或字母，与保险公司本
身的中英文名称都无法对应。

其次，应看清保险条款。由于是网络投
保，不少人可能会只盯着价格高低就选择
购买，但保险产品千差万别，同样的价格也
可能有不同的保障，一味以低价为标准，反
而可能购买到并不划算的产品。所以，投保
前应该注意查阅简要的产品介绍，包括具
体的保险利益、保障责任、除外责任等。投
保后拿到电子保单或纸质保单后，还应查
看一遍条款，着重看清条款中有关保险利
益除外责任免赔天数（免赔比例）等特别重
要的部分内容。

查询保单的真假很重要。消费者在收
到保单后应立即通过保险公司公告的服务
电话和门户网站，查询保单是否真实有效。
查看是否有保单号、险种名称、保单生效时
间、保险期限、保险金额、被保险人姓名及

身份证号码等关键内容，看清楚保险公司
名称，查看保单印章是否清晰，是否印有该
公司的客服电话和保单查询方式。电子保
单与纸质保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果选
择仅仅接收电子保单，不要纸质保单，一样
可以致电保险公司客服电话查询真伪。

最后，网购保险也不要忘了货比三
家。虽然都是网络投保，但由于渠道不
一、成本不同、运营费用的差异等，同
一款产品或者是比较接近的两款产品，
在不同的网络销售平台上，最后的报价
也会有所差异。所以，当消费者决定通
过网络投保一份保险后，不妨通过该保险
产品所在保险公司的官网分别测算保费，
或者比较相似产品，尽量找到符合自己需
求、性价比又比较高的产品。另外，除了
比较产品价格，消费者还可以对比一下各
家公司热线电话的接通率和服务水准，以
衡量自己是否选择在这家网站投保某一款
保险产品。

网购保险，你准备好了吗？
本报记者 姚 进

最近，有两则新闻引发资管行业从业人
员普遍关注。一是美国华尔街大型资产管理
公司贝莱德宣布将大幅裁员，超过 40 位基金
经理和分析师被解雇，其管理的 80 亿美元资
产将转变成量化管理产品。二是创新工场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表示，“以机器替代
人力的人工智能在我国爆发的第一个领域必
是金融，智能投资顾问发展前景非常光明”。

行业变革带来的危机感在情理之中，但
也无需一边倒地悲观对待。从我国资产管理
行业数十年的发展历史看，现阶段的智能投
顾水平能否在量化投资、资产配置乃至投机
领域实现短期内“机器替人”，尚有疑问。

从产品类别看，包含主动管理、被动指
数、公募 reits、银行理财、信托计划等所有资
管产品类别是否都适合交给机器人管理，是
否所有的市场行情都适合智能投顾大展拳
脚，“机器替人”与传统资管的成本孰高孰低、
安全性和可靠性孰优孰劣等等，这些问题在
业内仍然存在较大争议。

目前，智能投顾主要分为投机型和资产
配置型两种。所谓投机型智能投顾，即适用
于择股、择时资管产品的一整套计算机模型，
主要是通过量化模型等方式帮助投资者在股
票、债券、大宗商品等大类资产配置，从而实
现财富长期稳定增值。配置型智能投顾主要
包括投资用户分析、大类资产配置、投资组合
选择、交易执行等计划。

以量化选股为例，“机器替人”策略是利用
数量化的方法选择股票组合，以计算机来全部
或部分替代人工操作，比如选低估值、高成
长、考察换手率等技术面指标。其优势主要
有两方面：一是避免了基金经理“股票池”数
量受限的问题，机器人可在沪深两市超过
3000 只股票中任意选择标的；二是不知疲倦
的机器人可以发现人眼忽视或不屑于赚取的
收益，从而通过高频交易、套利交易、高频调
仓等方式实现收益积少成多。但实际上，在
震荡市中表现出色的量化选股策略在单边市
场行情中并不灵验，而在更为复杂的债券市
场、reits市场以及非标投资中，量化投资往往难
以发挥数据分析的优势，存在极大交易隐患。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当前“机器替人”理
财还有很多问题待明确。从智能投顾提供投
资组合建议、证券交易和自动调仓功能来看，
分别对应证券服务领域中的投资咨询建议服
务、执行指令服务和资产管理服务等，利益相
关主体主要包括平台营运者、券商、软件开发
方、资管公司投资者和监管者等。目前，涉及
这些主体之间复杂的法律关系并未完全理
顺。一是账户实际控制人认定困难。依据现
有监管规则，被监管主体主要是法人和自然
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证券投资账户的
所有者与经营者发生变化。二是一旦大量投
资者雇佣同一个优秀的机器人理财，将很可
能带来“一致行动人”现象，进而增加交易风
险。三是相关法律还不健全。根据有关规
定，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及其投资咨询人
员，不得代理投资人从事证券、期货买卖。四
是相关监管人才稀缺。智能投顾中的大数据
分析、量化金融模型以及智能化算法涉及金
融学、数学、信息技术等多个学科，具有很高
的专业壁垒。

综上，资管行业“机器替人”是一个相当
漫长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在此过程中，也
将伴随着新的监管环境、新的就业机会和新
的产品应用空间，因此各方应辩证看待这一
变革，扎实修炼内功，以不变的主动管理技艺
应对变化的技术升级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