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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 月 9 日 19 点 45 分到 23 点 35
分，除了两次 10 分钟的短暂休息，腾讯
微信事业群总裁、有“微信之父”之称的
张小龙在 2019 微信公开课 Pro“微信之
夜”上狂讲了 210 分钟。张小龙有备而
来，他半开玩笑地表示：“在晚上讲，超时
的空间很大。”

微信公开课是一年一度微信生态集
体亮相的“大日子”。今年微信公开课上
最新披露的数据非常惊人，2018年每天
有10.1亿用户登录微信，其中55岁以上
的月活跃用户约有6300万；日发送微信
消息 450 亿条，较 2017 年增长 18%；每
天音视频通话次数达 4.1 亿次，较 2017
年增长100%。

不过，真正让张小龙发表“史上最长
公开演讲”的原因却不在于此。真正的
理由在于两点。

其一，8岁的微信刚刚发布了 7.0版
本。从“启动页像中老年表情包”到“UI
太刺眼”，从“好看”到“强提醒”……“5
亿人吐槽，1 亿人想教我怎么做产品。”
张小龙说。

其二，2018年8月份，微信日登录量
超过 10 亿用户。张小龙说：“这是一个
特别大的里程碑。10 亿用户通过同一
个手机 APP 社交、支付、阅读……这在
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210 分钟，“微信之父”似乎想解答
用户、开发者和商家对于微信的一切疑
问，这也是他首次在公开场合系统阐释
微信的底线、动力、逻辑乃至梦想。他真
正想回答的问题是，每天被打开10亿次
的微信，为什么会长成现在这个样子？

好产品的“底线”

如果微信是一个人，它一定是

你的好朋友。如果你每次和好朋友

说话，他脸上都贴着一张广告，一定

要撕下来才行，谁会乐意呢？

张小龙用了很大篇幅来讲述他心目
中好产品的标准以及微信如何向这样的
标准靠拢。在他看来，好产品来自两方
面的坚持，一是原则，二是动力。

“很多手机应用喜欢在春节这种喜
庆的日子里把图标和界面变成红的、黄
的，好像番茄炒蛋一样。微信不会这么
做。”张小龙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
微信被很多人看作手机应用里的一个

“异类”。
“微信只是守住了一个好产品的底

线，居然就与众不同了。很多产品不把
自己当产品看待，也不把用户当用户看
待，微信做到了这两点。”

什么是好产品？张小龙认同迪特·
拉姆斯提出的好产品十大原则：创新、有
用、优美、易用、含蓄、诚实、经久不衰、不
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不浪费太多资源、
少即是多。

基于同样原则，微信也拒绝开屏广
告。“PC 时代浏览量最大的页面是什
么？答案是 IE 浏览器的 404 页面。微
软为什么不在这个页面放广告呢？同
样道理，为什么微信的启动页总是一个
人看着地球，而不是一个开屏广告？”张
小龙解释说：“微信 8 年了，如果微信是
一个人，它一定是你最好的朋友，所以
你才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在他身上。如
果你每次和好朋友说话，他脸上都贴着
一张广告，一定要撕下来才行，谁会乐
意呢？这是我们不希望做的事情。”

微信是一个 10 人小团队做出来的
产品。张小龙认为，微信在一开始做对
了两件事。一是没有通过手机通讯录或
者手机 QQ 批量导入好友，而是让用户
手工一个个挑选；二是没有在产品自然

增长前就“强推”它。“微信面世前 5 个
月，我们一直在观察用户愿不愿意自发
推广它。如果一个产品不能获得自然增
长曲线，再怎么推广也没有意义。”

这 就 是 张 小 龙 心 目 中 微 信 的 原
动力。

“一是坚持做一个好的、与时俱进的
工具。”张小龙坦言，自己很清楚在当前
的商业环境下，用户对强迫式体验容忍
度很高，“人们会认为开屏广告、系统推
送、诱导点击这些都是正常的，但微信的
底线是，要当一个可以陪伴人很多年的
好工具，其他内容放弃才好”。

“微信的第二个原动力是让创造者
体现价值。”微信上线第二年就推出了微
信公众平台。张小龙说：“当时我们的逻
辑是，短信时代有众多厂商的服务是通
过短信来触达用户的，如果微信取代了
短信，那么也得提供相应的能力覆盖这
个需求。”但和 SP 时代满天飞的垃圾短
信不同，公众平台的模式基于订阅，也就
是只有用户许可，厂商才能发送信息。

“通过公众平台，信息触达替换了信息不
对称，好的服务更容易连接客户，通过口
碑获得生意。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
品牌。我们希望让创造价值的人体现价
值，小游戏、公众号、小程序，都是基于这
样的逻辑。”

“一个好的产品有自己的使命，我很
庆幸，这么多年过去了，微信的原动力从
来没有变过。”张小龙说。

连接的效率

微信认为，互联网不应该让

人们把除了吃喝拉撒外所有的时

间都花在手机上。放下手机，多

和朋友见见面也挺好。这就意味

着，微信要提供更高的连接效率，

包括线上和线下

3 年前，你每天花多长时间刷朋友
圈，现在呢？

张小龙的回答是：“虽然大家的好友
变多了，但用在看朋友圈上的时间基本
没变化，都是每天半个小时。大多数人
发现朋友圈刷不完，都会粗略看，快点
刷。我们当然有办法让用户停留更长时
间，但这只会让用户不舒服，因为他的社
交效率降低了。一旦发现有社交效率更
高的地方，他就会走。”

张小龙在演讲中用了大量篇幅讲述
他对微信改版的思考。其核心是两大关
键词，“连接的效率”和“社交的压力”。
一切新功能的出现都基于这两大逻辑。
张小龙说：“互联网不应该让人们把除了
吃喝拉撒以外所有时间都花在手机上。
微信曾在启动页上写过，放下手机，多和
朋友见见面，这个想法现在也没有变。”
这就意味着，微信要提供包括线上和线
下在内的尽可能高的效率。

小程序就是微信提高效率的选择。
2016年12月份，张小龙在微信公开课上
预告微信小程序将上线。他坦言自己心
里没底，“发布的当天晚上，我们甚至在
讨论小程序有几种死法”。如今，小程序
已经覆盖超过 200 个细分行业，服务超
过 1000 亿人次用户，年交易增长超过
600%。

张小龙表示，小程序呈现的效率还
可以更高。“比如搜索一个航班号，应该
直接弹出小程序的搜索结果，而不是弹
出一个小程序。我希望搜索能够深入小
程序内部，比如资讯网站可通过小程序
提供新闻，用户可以直接搜索到某篇新
闻。小程序也需要一个完善的评价体
系，比如一个人通过搜索小程序购买家
乡的土特产，如果发现朋友买过并给了
好评，就会很放心。”

“强提醒”的出现同样是为了效率。
在张小龙看来，强提醒的功能不应仅仅
体现在日程提醒上，其更重要的作用是
提供比关注公众号或者调出小程序更加
轻量而有效率的连接。“我们做强提醒的
目的是更多地覆盖线下场景。比如，在
一个餐厅排队，不用关注它的公众号或
者扫它的小程序，只要扫一个二维码就
可以获得一个关于排队的强提醒。在线
上包括小程序里同样可以设置强提醒，
用户可以告诉手机，‘如果发生什么事就
授权你提醒我一下’。”

社交的“压力”

人们在朋友圈里发的都是好

的状态，但不是真实的状态，因此

微信正在思考如何提供一个更放

松的自我表达方式。于是，“视频

动态”和“好看”应运而生

张小龙将朋友圈形容为一个“广
场”。“它开创了一个新的社交场所。打
个比方说，你每天从一个广场走过，看到
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不同地方，你可以
停一下和他们聊几句，或者只是听听。
当你走过整个广场，几乎可以知道所有
朋友在做什么、说什么。当你花了半个
小时刷朋友圈，实际上就完成了一个高
效率的线上社交。”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效率，如今有7.5
亿用户每天进入朋友圈十几次，朋友圈
的浏览次数也突破了 100 亿次/天。但
社交也会给人们带来压力。张小龙甚至
颇为“冷酷”地表示，“在社交中，人必须

体现出对群体的价值，所以表达时带有
一些夸张的色彩是必须的。这个习惯
持续到现在，就是大家会在朋友圈里发
一些很夸张的关于旅游的照片”。听众
一片大笑。

“你在朋友圈里说的每一句话，都是
希望别人接受你对自己人设的设定。朋
友圈为什么不能只发文字？因为拍照是
容易的，如果你想让人们以最方便的方
式推广自己的人设，就要提供最简单的
工具。”张小龙坦言，“人们在朋友圈里发
的都是好的状态，但不是真实的状态，因
此我们正在思考如何提供一个更放松的
自我表达方式”。

基于这一考虑，“视频动态”和“好
看”应运而生。

“视频动态”被微信定义为“一个新
的更轻松的社交模式”。张小龙表示，

“拍摄视频本身 并 不 是 需 求 ，分 享 才
是。我们可以通过社交化的设计，让用
户通过视频获得社交的回报和好处。
为了让大家有勇气发视频，视频发布按
钮上甚至写的是‘就这样’3 个字，也就
是说，随便拍拍或者胡乱瞎拍都可以。
如果说朋友圈是让大家通过最美好的
一面得到朋友认可，那么视频动态就是
希望大家通过展现最真实的一面同样

得到朋友认可”。
“好看”又为什么会“好看”？张小

龙坦言，这几年，公众号阅读量越来越
大，可来自朋友圈的分享越来越少。“这
很正常。因为朋友圈推荐文章，更多是
通过转发来代表自己的意见，强化自己
的人设。但朋友圈每天只有半小时，
朋友发的照片优先级远远高于阅读，
你的朋友越多，你就越要优先处理社
交需求。”

不过，基于社交推荐的内容阅读仍
有意义。张小龙认为，通过社交推荐来
获取信息“符合人性”。“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接纳的新信息多半来自朋友推荐。
而且如果周围的人都说好看，你没去看，
你也会觉得自己落伍了。”另一个原因在
于，社交系统本身的纠错能力对人们的
信息获取具有本质性意义。“如果只是通
过机器推荐阅读，就会不断强化对某个
单一方面的认知。比如，如果你一直买
一个品牌的保健品，程序就只会一直推
荐给你这个保健品的信息。不过，你的
社交关系可能会告诉你其他的选择，这
就是社交关系强大的地方。”

微信的明天什么样？张小龙没有给
出定义式的答案，不过他讲述了一些细
节。比如，他对人工智能的审慎态度；
即将优化卡包；在未来加了美发师或者
4S 店小哥的微信，对话框底下会出现
类似公众号的服务选项；甚至在今年春
节，企业可以申请专属红包皮在节日期
间使用。

这还不是全部。更多关于微信明天
的畅想似乎更有“情怀”。张小龙说，“互
联网的出现加速了时代更迭。找到和面
对未来的需求，才是微信在拥有10亿用
户时该做的事情”。

张小龙重复了“微信的梦想”，这
与微信的原动力别无二致。“从个人用
户角度来说，微信希望成为每个人最
好的朋友；从平台角度上来说，我们希
望成为一个让创造价值者实现价值的
市场。”

“能够带领团队做出一个10亿级别
的产品当然很有成就感，但更难得的是
大家把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带入了产
品，并且成为这个产品的价值观。”张小
龙最后引用了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
台词：“万物之中,希望至美。”

他没有说出的下半句是：“至美之
物，永不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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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市公司 2018
年“成绩单”要到 1 月 22
日 才 开 始 正 式 披 露 ，但
2018年报业绩预告、业绩
快报已纷纷揭开面纱，少
数绩优公司更是急于向市
场“交卷”。

Wind资讯显示，截至
2019年1月10日，已有中
宠股份、浦发银行、平安银
行、三星新材、涪陵电力、
深圳燃气、国检集团、维格
娜丝、联泰环保等 9 家上
市公司披露 2018 年度业
绩快报。

这 批“ 浓 缩 版 ”的
2018年度业绩报告显示，
9 家上市公司无一处于风
险警示板块，整体业绩均
属于“优等生”。2019年1
月份至今的股价变化也充
分佐证了首批业绩快报的
数据，9 家公司股价平均
上涨 5.12%，其中最高的
涪陵电力开年至今已上涨
逾 14%，最低的三星新材
也上涨了0.59个百分点。

从行业角度看，9 家
公司分布于家用电器业、
公共事业、综合行业、纺织
服装业、银行业、农林牧渔
业等6个申万一级行业以
及央企概念、小盘绩优概
念、可转债概念、环保概念
等 9 大概念板块，从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综合行业、
可转债概念板块的整体景
气度高于其他行业，尤其
是高于传统周期性行业。

在盈利能力方面，业绩快报显示，9家公司的营业
收入、利润总额、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等指标相当不
错。9 家公司营收总额达 3094.75 亿元，利润总额为
1000.81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 826.95 亿
元，3 大指标同比分别平均增长 176.85%、141.91%和
157.12%。此外，9只股票的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长率
高达11.61%。

光大证券分析师叶倩瑜表示，中宠股份等披露业
绩快报的公司整体收入增长符合预期，业绩状况改善
明显，已经具有绩优股某些特征。中宠股份收入持续
高速增长的原因一方面来自国外市场销售规模持续扩
大，另一方面国内电商渠道开拓取得明显进展，带动国
内业务收入上涨，公司发展模式逐渐从主要依靠国外
收入的单轮驱动型向国内外平衡发展的双轮驱动转
变，这是转型升级带来的增长动力。

中泰证券分析师戴志锋表示，浦发银行的业绩快
报显示，公司净利润增速平稳。不良率环比下降至
1.92%，延续自 2017年第三季度以来的下降趋势。同
时，资产质量持续改善，资产负债结构不断调整、盈利
趋于稳定。

招商证券对比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中值和盈利预期
发现，2018 年的年报业绩超出预期，保持业绩增长的
公司主要集中在化工、轻工制造、电子、纺织服装、计算
机、食品饮料等行业。招商证券相关行业分析师认为，
化学制品行业主要受益于化工产品量价齐升带来的毛
利润改善；电子制造行业主要基于国内相关产业产能
普遍扩张的大环境；食品加工业绩表现良好受益于大
众需求刚性，特别是乳品价格上行。

按照惯例，每年在年度业绩报告披露前后，相应
的“业绩地雷”也时常爆发，特别需要谨防的是过往业
绩优良个股突然“变脸”。部分市场人士表示，少数创
业板公司因前期并购重组活动频繁，面临较大的商誉
减值风险。2019 年 1 月份较大规模的限售股解禁也
使得股市面临较大减持风险，有可能压制 A 股市场短
期表现。

根据沪深交易所的年报预约披露时间表，1 月份
有15家上市公司率先披露2018年报，其中三圣股份、
金银河可能于 1 月 22 日披露年度“成绩单”；兰州民
百、光莆股份的年报也将于1月25日“出炉”。

总体来看，2018年上市公司年报披露依然扎堆于
3月份、4月份。从节奏上看，上市公司的年度成绩单
按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及正式的2018年业绩年报三步
逐层揭开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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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万达集团刚刚公布的消息显示，2018年
集团新开业万达广场 49个，全年新增就业 20.2万人，
其中大学生 9.5万人，约占 2018年全国新增就业总数
的 1.5%。万达集团也由此成为全国创造就业最多的
企业之一。

据了解，万达广场作为万达集团核心主业是集社
交、娱乐、美食、购物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商业中心。作
为大型劳动密集型现代服务业，万达广场一直以创造
就业岗位多、工作环境好、收入稳定著称。统计显示，
平均每个万达广场可创造超过 4000个稳定的服务业
就业岗位，其中仅2018年新开业的贵阳观山湖万达广
场一家就创造了5099个就业岗位。

多年来，万达集团一直把创造就业作为企业承担
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随着企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步
伐加快，万达广场也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平均从 2016
年起每年都有50个左右的万达广场开业，创造就业岗
位大幅增加。集团连续3年新增就业占中国当年新增
就业总数1.5%，加上酒店管理和万达集团本身创造的
就业岗位，万达已经连续10年创造超过中国当年新增
就业 1%的好成绩。截至 2018 年底，万达广场已经开
业 280 家，仅万达广场就累计创造了超过 120 万个就
业岗位。 （晓 旭）

万达去年新增就业超2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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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为什么长这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在2019微信公开课“微信之夜”上，“微信之父”张小龙发表了210分钟

演讲，阐释了微信的底线、动力、逻辑乃至梦想——

从个人用户角度来说，微信希望成为每个人最好的朋友；从平台角度上来说，微信希望成为一个

让创造价值者实现价值的市场——这就是微信的梦想

微信只是守住了一个好产品的底线，居然就与众不同了。很多产品不把自己当产品看待，也不

把用户当用户看待，微信做到了这两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