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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线近两月表现平平
小程序到底怎么了？

微信团队回应：开发节奏不会因外界的“误解”而受影响

声音
用户场景不明晰：无法推送消

息就很难让用户知晓，找不到相应
的使用场景，也就很难找到相应的
小程序。除了“用完即走”的客户留
存问题，在权限上的限制也部分影
响了开发者的热情。

回应
大众理解有偏差：小程序是一

个打通线下场景的入口，希望大家
更多地通过线下扫码去获取小程序
的服务，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需求，比
如汽车购票、查看公交到达时间等。

根据国家有关
部门的最新规
定，本手记不
涉及任何操作
建议，入市风
险自担。

昨日（2月27日），大盘一片“惨
绿”，沪指下挫24.77点，以3228.66
点报收，跌幅达0.76%。这让人感觉
冲击3300点整数关口的难度在不
断提升。不过，即便大盘低迷，有一
只个股却是焦点中的焦点。这只个
股就是刚刚完成借壳上市不久的
顺丰控股（002352，SZ）。

昨日，顺丰强势涨停，总市值
超过2500亿元，成为深市市值第一
大个股，顺丰老板王卫的身家距离
中国首富的宝座已经越来越近。其
实，这个财富神话的背后有着不得
不说的玄机。

关于顺丰的故事及王卫的发
家史，媒体圈有过不少报道。所以，
达哥首先想声明的是，对于顺丰及
王卫的成功，达哥心存敬意。毕竟，
王卫能够把顺丰打造成中国最大
的快递公司，必有其过人之处。而顺
丰的成功以及对中国普通人生活
方式的极大改变，其重要意义或许
一点不亚于阿里和腾讯。

正因为如此，顺丰控股市值很
快就超过万科、美的这些老牌绩优
股，一举成为深市总市值第一名，这
并不令人意外。不过，如前所述，在
达哥看来，这背后却另有玄机。

首先看看顺丰近期股价表现。
上周三，该股大涨8.67%，接下来连
续三个涨停板，短短几天，股价的大
幅上涨让顺丰总市值超越了万科。

不过，看看交易所公布的席
位，2月21日~23日，有一家机构专用
席位净买入3000多万元，但另外两
家机构专用席位合计净卖出4000
万元，其他上榜席位全是游资席位。
2月24日，上榜席位全是游资席位；2
月27日，深港通席位净买入3000多
万元，但有两家机构专用席位净卖
出近8000万元，其余上榜席位全是
游资席位。

由此可见，在这一波顺丰控股
“冲击顶峰”的战斗中，机构正规军
很少参与，甚至可以说是趁机卖出，
游资才是背后真正的推手。其次，看
一看现在顺丰控股的股本结构。目
前，顺丰总股本为41.84亿股，但流

通股本却只有1.33亿股。也就是说，
虽然现在其总市值超过2500亿元，
但其流通市值只有80亿元。所以，顺
丰这个带头大哥与万科这类大部
分股权都已流通的公司相比，有很
大区别。

另一方面，现在很多人都在给
顺丰的老板王卫算账，认为他即将
进入中国富豪榜前三。但其实他的
持股都还是限售股，要等三年后才
能解禁流通，所以现在还是“纸上富
贵”。到其所持股份流通时，还是不
是现在的价格，只能由时间来证明。
这与马化腾随时可以套现相比，有
很大区别。当然，不管怎么说，像顺
丰这样的好企业能够在A股上市，
是一件好事情，未来这种公司上市
越多，对投资者而言也越好。

现在来看看大盘。2月17日沪指
跌27点，昨日沪指跌24.77点，似乎
要跌得少一些。不过，比较让人担忧
的一点是，昨日大盘又缩量了，沪市
仅成交2114亿元，如果继续缩量，要
想冲击3300点整数关口，难度或越
来越大。

前晚，达哥在道达号（微信号：
daoda1997）文章中又一次提到了成
交量和股价的关系，达哥认为，成交
量是“水”，股价就是“船”。如果成交
量持续走低，“水位”就会不断下降，

“船”所在的高度也会不断下移。只
有当成交量到了相对极低的水平，

“水位”才会逐渐稳定下来。一旦成
交量有所回升，股价上行也是很轻
松的事情。而一旦有一天成交量放
了天量，未来难以长期再维持高水
位时，股价也就到了一个阶段性顶
点。当然，极个别庄股可能会无量上
涨，但这毕竟是少数。

今日（2月28日）是2月行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此前市场已有过一
波涨幅，我认为接下来可以相对谨
慎些。预计接下来会因为对于各种
改革红利的热议而存在短线热点
的炒作，但把握难度较大，也不一定
有持续性。所以，出于谨慎考虑，我
认为今日可将仓位减少一成，回到
四成仓位。 （张道达）

A股正在造就中国新首富
但背后另有原因

微信小程序从1月9日上线伊始
就自带光环，被张小龙寄予期望。但这
款依托 8 亿微信用户、不需要下载安
装即可使用的轻应用，在上线近两个
月后似乎没有达到当初大众的期待。
而矛盾的焦点或许正是集中在其“用
完即走”的核心价值上，在方便用户的
同时也丢了用户黏性。种种原因让小
程序目前不温不火，表现平平。而微信
团队则针对这种说法回应：大家对于
小程序的一些理解存在偏差。小程序
到底怎么了？未来前途如何？对此，成
都商报记者近日进行了采访。

用户声音：
“用完即走”导致用户互动少

秦先生是成都一名资深互联网达
人，在微信小程序上线时，也跟着激动
了一把。相对以前占空间比较大的
APP运用，他对这种不需要下载安装
即可使用的便利性赞誉有加。但在接
下来的生活中，秦先生却发现自己并
没有怎么使用小程序，之前身边的朋

友虽然也添加了一些团购类的小程序，
但之后也很少用。在总结为什么渐渐没
有使用的原因时，秦先生告诉记者：“这
种随用随走的东西，只能替代一部分短
暂功能性的APP，对于高频多次的功能
性APP，还是不会轻易用小程序来替
换，而是更倾向于用APP。”

在采访中，记者还发现另外一个
比较切实的问题，就是目前小程序的
用户场景不明晰，即用户不知道能在
什么时候用到什么样的小程序。这跟
小程序不能推送消息、只是一种访问
关系相关。

同样让小程序运用变轻的问题，
在现实中，对开发小程序的商家而言
则成为一个痛点。很多声音都显示“开
发者之所以愿意额外投入一组技术团
队去开发小程序，更多还是看中了微
信海量用户，希望可以更好地获取用
户，或为现有用户提供更多使用场
景。”小程序为应用“提供的更多是存
量用户应用场景，而开发者希望得到
的更多是增量用户。因此“用完即走”
对开发小程序的商家来说，其实在某
种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热情。

一位内容类 APP 的负责人向记
者表示，除了“用完即走”的客户留存
问题，在权限上的限制也部分影响了
开发者热情。“比如对我们来说，作为
内容类APP，使用小程序，肯定希望能
通过分享、转发来获取最大程度上的
曝光，但小程序限制了分享到朋友圈
的功能。”这位负责人还表示，“我们的
APP可以打广告，但小程序只能展示
内容，对我们来说，这就大为不利了。”

业内观点：
小程序还需要时间成长

谈资CEO、资深互联网人士王少
华表示，“小程序面临的现状跟其目前
开放的权限小、用户使用场景不明确
有一定关联。”这些都有待小程序在后
面继续完善，毕竟小程序才上线不到
两个月，还需要时间成长。

另一位资深互联网专家则向记者

表示，“目前微信推出的小程序功能还
在慢慢培养，还得不断尝试市场。”小
程序的大量使用场景在线下，比如现
场购票、扫码点餐之类。而在现实中，
我们也看到微信正在丰富这类使用场
景。比如近日，微信就宣布联合摩拜上
线摩拜微信小程序，不用再下APP，直
接微信扫码用车。记者在街头实探发
现，目前成都街头的摩拜已可以直接
用小程序骑行，新用户大约用15秒钟
通过小程序注册摩拜账号，然后通过
扫码一秒解锁，而之前下载 APP、注
册、解锁一系列过程一般需要用时 3
分钟左右。

微信团队：
大众对小程序的理解有偏差

面对种种声音，微信团队表示：
“大家对于小程序的理解存在一些偏
差。在小程序上线前，我们曾强调过，
小程序不是流量入口，而是一个打通
线下场景的入口，希望大家更多地通
过线下扫码去获取小程序的服务，解
决生活中的实际需求，比如汽车购票、
查看公交到达时间等。”

微信团队认为，小程序是一个极
具创新性的产品，对它的前景十分乐
观。“当然，它的发展也需要循序渐进
的过程，我们对此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在坚持做这件创新之事时，我们的产
品节奏不会因外界的‘误解’而受影
响。目前，小程序所能连接的线下场景
仍在持续地挖掘和拓展，也希望大家
能够给予更多的时间和耐心。”

据微信团队介绍，下一步，小程序
的一个重要的新能力“附近的店”会上
线。通过这一能力，可以让用户轻松地
看到在他附近有哪些在提供服务的
店。比如用户通过微信扫一扫摩拜单
车上的二维码就可以进入摩拜小程序
体验单车骑行。“这一过程中，摩拜单
车上的二维码并未变化。这是小程序
提供的一项新能力，后续打磨优化后，
更多企业可以使用。”微信团队向记者
表示。 成都商报记者 刘久林

成都火锅大数据发布
吃火锅有助提升两性亲密度

成都人爱吃火锅，无论经济形势
怎么变，成都火锅业都有稳定的基本
盘和增长率。

在2017成都火锅潮流发布会上，
餐饮软件服务商好哇智慧餐饮CEO
郑金君以精准的分析，提供了一份成
都人2017火锅大数据指南，数据显
示：2016年全年，成都所有门店平均
每单会员订餐价从500元逐步攀升到
700元，而全国平均水平只有300元。
这就是成都火锅的实力！

大数据中还有些有趣的现象。
万万没想到啊，吃火锅谈成业务

的比例比中餐高；吃火锅对两性亲密
度提升比其他更高；而在2015年和
2016年，成都一季度火锅人均消费最
高，四季度反而很低；

再如，成都人荤菜消费比例为
62.2%，而全国平均仅为54.3%；具体菜
肴方面，全国范围内，肥牛、羊肉、脆骨
名列荤菜消费量三甲，但在四川却换
成了毛肚、鸭肠、牛肉。再如，成都人吃
火锅时的啤酒消费比例不及其它省
份，但白酒消费比例却远超全国。

这些数据构成行业潮流风向标，
无论对想走出四川还是深耕本地的
商家，都有现实参考价值和战略指导
意义。

大数据作为权威
支撑19家企业获奖

自2016年12月成都火锅盛典启
动以来，共吸引近460万份网络投票。
为保证结果权威，成都商报社联合行

业领袖滴滴出行、今日头条、腾讯地
图，分析这些平台上网友关于成都火
锅的搜索、定位等典型操作行为，以
此作为评判参考，经过层层筛选，共
14家火锅商家、5家行业服务保障商家
突出重围，获得本次火锅盛典奖项。

其中，大龙燚火锅、袁老四老火
锅、锦门大院火锅、丼致火锅、铜人李
火锅获得“最佳口味火锅品牌”。凤望
龙门老火锅成为“最具人气火锅品
牌”。“最具创意火锅品牌”则被吴铭
怀旧火锅、梵景火锅获得。

环境风格因素奖项方面，园里火
锅获“最佳环境设计火锅品牌”，电台
巷火锅获“最佳手艺火锅品牌”，上里
巴人火锅获得“最佳时尚火锅品牌”。

市场价值类奖项方面，味蜀吾老
火锅、肆味·老火锅获“最具投资价值
火锅品牌”，渝北十碗水老火锅则获
得“最具市场潜力火锅品牌”。

行业服务保障商家方面。好哇智
慧餐饮，用智慧与科技开创餐饮新生
态，获“最佳餐饮服务商”。饿了么获
得“最佳火锅外卖品牌”。百品味源成
为“最佳火锅底料供应商”。左岸映画
获得“最具影响力动态视觉创意服务
商”。曾荣获德国红点至尊奖的古格
王朝，成为“最具影响力品牌策略设
计机构”。

火锅社群“火锅BaBa”发布
即将推出城市火锅“马拉松”

在2月27日盛会上，全国首个火
锅社交平台“火锅BaBa”正式发布，标
志着全国最大火锅社群成立。

“火锅BaBa”是什么？
它是本地最优质的火锅内容平台

与供应商，不仅有美食潮流的推荐，也
有行业深度报道，更在全国率先推出
火锅直播“一想就要”，节目诞生即获
新浪微博官方推荐，目前累计观看量
破1000万，单期最高观看量254.5万。火
锅直播“一想就要”通过粉丝电商经
济、粉丝打赏和品牌赞助三个变现形
式，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商业模式。

“火锅BaBa”不再是单纯推荐美食

的媒体。它更是让火锅爱好者彼此连
接、让商家与用户彼此连接的社群平
台，以100万+的用户基数，集纳成都商
报美食微博、成都伙食微信（即将更名
为“火锅BaBa”）、成都商报客户端-成
都伙食栏目以及火锅直播四个板块。
在这里，用户不仅能得到资讯、火锅优
惠，更能抱团交友，终结孤单。

“火锅BaBa”正式发布后，将推出
首个大型活动——成都首届城市火
锅马拉松。火锅也能马拉松？没错。

“火锅BaBa”将投入一千万新媒体资
源，诚邀42户商家参与，只要用户在
一年之内吃遍成都这42家火锅，就能
得到丰厚奖励。

好看好吃好玩有钱赚，这就是
“内容+社群+商业”的变现模式。通
过这一系列活动，旨在打造成都火锅

“米其林”红色指南。

智慧餐饮平台来了
传统餐饮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

本次盛典专设立的“智慧餐饮平
台”推介环节。这是成都商报社联合成
都美食文化交流与创新中心、成都社
区建设与文化发展促进中心、美食文
化促进会、乡村旅游产业商会、天府新
区餐饮协会、旅游协会餐饮分会等多
个行业商（协）会平台，推出的餐饮业
互联网解决方案，也是传统餐饮与互
联网技术深度融合的又一重大举措。
吴铭餐饮集团董事长吴铭不仅为我们
分享了做好四川火锅的经验，更用15
年来构建300多家连锁店的经历中，沉
淀出了立足行业视角的思考。

经过层层筛选，大龙燚（红星
店）、味蜀吾（锦兴店）、凤望龙门老火
锅、上里巴人（香槟广场店）、铜人李
（鼓楼店）、渝北十碗水老火锅获得成
都智慧餐饮认证店殊荣。

用社群经济与互联网技术影响、
改造传统火锅业，“2017成都火锅潮
流发布会暨2016成都火锅盛典”的召
开，将成行业标杆事件，并助推成都
美食之都名片更上一层楼。

（吴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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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业务，吃火锅比吃中餐强
●耍朋友，吃火锅是最佳选择

最佳口味火锅品牌（5个）
大龙燚火锅

袁老四老火锅
锦门大院火锅

丼致火锅
铜人李火锅

最具人气火锅品牌（1个）
凤望龙门老火锅

最具创意火锅品牌（2个）
吴铭怀旧火锅 梵景火锅

环境、风格等因素奖项（3个）
园里火锅

奖项：最佳环境设计火锅品牌
电台巷火锅

奖项：最佳手艺火锅品牌
上里巴人火锅

奖项：最佳时尚火锅品牌

市场价值类奖项（3个）
味蜀吾老火锅

奖项：最具投资价值火锅品牌
肆味·老火锅

奖项：最具投资价值火锅品牌
渝北十碗水老火锅

奖项：最具市场潜力火锅品牌

行业服务保障类奖项（5个）
好哇智慧餐饮

奖项：最佳餐饮服务商
饿了么

奖项：最佳火锅外卖品牌
百品味源

奖项：最佳火锅底料供应商
左岸映画

奖项：最具影响力动态视觉创意服务商
古格王朝

奖项：最具影响力品牌策略设计机构

成都智慧餐饮认证店（5个）
大龙燚（红星店）
味蜀吾（锦兴店）
凤望龙门老火锅

上里巴人（香槟广场店）
铜人李（鼓楼店）

渝北十碗水老火锅

火锅将流行啥新玩法？
这场发布会告诉你答案
全国首个火锅社交平台“火锅BaBa”昨日发布 完整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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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四川人、成都人来说，火锅的
重要不言而喻，它已成为具有地域特
色的生活方式，代表一种生活态度。

“围炉聚饮欢呼处，百味消融小釜
中”。火锅，不仅仅是美食，更体现了
包容与团圆的川人情怀和巴渝饮食
文化的经典传承。

由成都传媒集团主办、成都商报
社承办的“2017成都火锅潮流发布
会暨2016成都火锅盛典颁奖典礼”，
于2017年2月27日14时在成都首座
万豪酒店·成都大宴会厅举行。

活动共分四个部分——2016成
都火锅盛典颁奖典礼，2017成都火
锅潮流发布会，全国首个火锅社群

“火锅BaBa”发布和智慧餐饮平台的
推介交流。

万万没想到，四川人这样吃火锅：

烫
啥
子
？

毛
肚
、鸭
肠
、

牛
肉
是
必
选

啥
时
吃
？

1
、2
、3
月

是
最
爱

摄影 王红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