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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淘寶：微商—一種商業性朋友關係的興起
陳曉曉（集美大學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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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屆 世 界 互 聯 網 大 會 於 2015 年 12 月

公司在其發佈的微信 4.0 版本中更新了「朋

在浙江義烏成功召開，標誌著資訊化互聯網

友圈」功能，實現了發表文字、圖片、評論、

時代又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李克強總理在

點贊以及分享文章等具體功能。一些行銷人

2016 年 3 月《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大

士借此發現了這些功能背後的商機並迅速利

眾創業、萬眾創新」蓬勃發展，2016 年新登

用，以朋友圈代購為代表的微商從此誕生並

記註冊企業增長 21.6%，平均每天新增 1.2 萬

迅速成為社會的焦點。就如一些互聯網研究

戶。央視財經頻道《中國經濟生活大調查》

者的點評：「或許騰訊公司在推出這些功能

發佈國民大資料顯示，面向 2016 年，有創業

時都沒有想到，這個簡單的朋友圈功能竟然

意願的受訪者比例高達 27%，創業意願連年

會被視為無數草根創業致富的沃土」。許多

攀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熱潮持續發

國產草根品牌通過朋友圈代購進入人們的視

酵。可以說，「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戰

野，甚至有人將微商視為「下一代淘寶」。

略部署如今已成為促進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的
「雙引擎」之一。

流量 = 金錢。在積累足夠用戶數擁有較穩

互聯網技術與商品經濟兩者的結合造就了

定頻繁的流量時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申請流量

一個利用微媒體進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

主，向廣告主出售廣告位和撰寫軟文廣告，

新時代。隨著微信、微博等網上交流平台的

也可以自行與廣告商洽談。截至 2016 年 12

出現，微商作為「互聯網 + 商業」的典型代

月，微信用戶已經突破了 9.27 億，每月的活

表應運而生。

躍用戶達到了 8.89 億，擁有新興的公眾號平

微商是一種基於微信的新型網路行銷手

台 1000 萬個，用戶覆蓋 200 多個國家，超過

段，微信的「朋友圈」功能使得微商經營突

20 種語言。微信在 2016 年直接帶動了 1742.5

破了信用壁壘，朋友間的買賣互動亦使得供

億元人民幣的資訊消費。微信用戶平均年齡

給能更好適應需求，真正將商家與消費者進

26 歲，97.7% 用戶在 50 歲以下，86.2% 用戶

行無縫「撮合」，將社交與分銷相結合，是

在 18~36 歲之間，而這一年齡段購買需求和

把「朋友圈」輻射為「生意圈」的新型電商

購買力旺盛。《中國就業市場景氣報告》顯

模式。

示，2016 年就業形勢中，互聯網 / 電子商務

微商依託微信的強大優勢
2011 年 1 月微信誕生，在 2012 年，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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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聯網行業，有這樣一個公式：用戶 =

居首位，CIER 指數 7.67。
微信平台憑藉其用戶量和活躍度，擁有巨
大的網路效應以及商業價值。微信作為一個

者對消費者的一種行銷手段，C2C 模式是一

汰機制。隨著微信不斷的升級更新，功能日

種適合個人的行銷方式，因此這些商家的運

益強大。微商的成功，自媒體的崛起，標誌

營方式就顯得比較靈活，既可以通過朋友圈

著微信不斷從功能社交走向商業化。微信的

開微店的模式來代理、銷售，同時也可以通

迅速崛起，根本性地改變了中國整個移動互

過建立微信公眾號的方式向粉絲推廣自己的

聯網產業的生態環境。作為一個以社交為核

產品；第三種是 B2C 模式，即商家對消費者，

心的移動互聯網平台，微商的出現和迅猛，

這是最被微信電商專家看好的微商模式，採

使得微信已經迅速成為繼淘寶之後新的創業

用這一銷售模式的通常是知名度較高且口碑

沃土。

良好的企業，他們通過在微店或公眾號中展

什麼是微商
微商，英文名稱 Wechat Business，產生於
2013 年，興於 2014 年，爆發在 2015 年。中
國電子商會微商專委會秘書長淩教頭在「預
見 2017•中國微商服務者大會暨中國微商 100
強操盤手年度盛典」上接受採訪時說，2016
年中國大陸至少已經有 3000 萬微商從業人
員，過去一年貢獻了 5000 億元的交易額。而
在 2017 年，增速預計將達到 80%。
微商是利用微信開展網路行銷的小型個
體，是網路經濟背景下的一種新型社會化電
商模式。狹義指在微信朋友圈進行宣傳售賣
的商家，廣義指基於微信生態的社會化分銷
模式，是個人或者企業基於社會化媒體的新
型電商，也稱社交化電商。
微商的種類大致分為三種。第一種是 O2O
模式，即企業利用微信平台將一些服務發佈
到上面，然後用戶在為新平台實現線上付款、
線上交易、線下體驗，這種模式通常以餐飲
業、旅遊業、服務業為主，如聚美優品就對

先進中國

資訊交換平台，擁有及時回饋機制和自動淘

示產品，然後線上支付或者獲得資訊，前往
企業的其他微網站享受服務，這是微商最主
要的一個模式，也是最讓使用者接受和認可
的方式。
從 2010 年，人們開始接觸微信，到 2013
年，微信成功登上了移動社交的頭把交椅，
這一發展速度不得不讓人驚歎。俗話說的好，
有人的地方就會有生意，有流量的地方就會
有交易，上億的使用者在微信這個平台上交
友聊天，就會不可避免的產生交易，因此會
引發一系列的商業活動。很多企業早就嗅到
了微信的行銷機遇，紛紛開始搭建微信公眾
平台，各種各樣的微信行銷模式不斷出現，
陸陸續續有俏十歲、韓束、韓後等知名品牌
企業進軍微商，並且銷售額都達到了上億級
別，「微商」這兩個字似乎一瞬間就在互聯
網界炸開了，張庭等一些知名明星也加入了
微商的陣營，所以 2015 年，被稱為了微商元
年。

微商的發展歷程

微商 O2O 模式情有獨鍾，在北京等實體店打

微商可以說真正的起源是在 2013 年，當

造了大型的線下聚美體驗館，來實現線上預

時在電子商務的發展已經處於如火如荼的狀

約，線下體驗；第二種是 C2C 模式，即消費

態，淘寶、京東每天成交量不計其數，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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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在朋友圈銷售產品的微商的數量還很少，

上線微店，用戶可以通過微店選購商品採用

可以說那是微商的紅利時代。因為當時意識

微信支付，然後再由超市提供配送，一度提

到這一商機的人太少了，所起最早期做微商

升了永輝超市在大型傳統超市中的競爭力，

的那批人早已賺的盆滿缽滿。而早期微商的

3 月微商正式立案，4 月雲南白藥、同仁堂等

銷售主要是以高端奢侈品、高仿奢侈品為

傳統製藥企業也加入微商，昭示著微商的爆

主。這期間不得不提到一件對於微商來說的

發，可以說 2015 年是微商的元年。而隨著微

大事，那就是「俏十歲」在微信銷售的成功。

商規模的不斷擴大，暴露出來的問題也越來

「俏十歲」是在 2013 年初開始進入微商市場，

越多，所以 2015 年也是微商洗牌的一年，在

一年後的銷售額就超過了億元，是微商早期

這一年中，有很多微商的規模在成倍擴大的

的傳說，這一銷售額帶來的利潤真是遠遠超

同時，也有好多不規範的企業、品牌被淘汰。

出所有人的意料。「俏十歲」案例的成功，

相比於 2014 年，加入微商的人翻了幾倍，由

讓更多的人看到了微商的發展前景，於是越

於其入門門檻低，所以其中免不了會摻雜一

來越多的商家選擇加入微商，由此還誕生了

些不規範的小工廠、小作坊的產品，這就間

許多微商行銷培訓公司，專門傳授如何進入

接導致了微商在這一時期眾多雜亂的現象，

微商領域，更加促進了微商的發展。

導致開始出現很多人不看好微商，甚至有人

而微商開始流行是在 2014 年，這一年，可

開始吐槽微商就是變相的傳銷。不過針對此

以說是微商發展速度最快的階段，微商群體

種不規範現象，微信官方也採取了相應措

迅速的從少數人演變為幾萬人，競爭開始日

施，提倡代理理性囤貨，設置收錢不發貨舉

趨激烈，大大小小的形成規模化、團隊化運

報功能，落實打假措施，嚴格打擊銷售假貨，

作模式的微商團隊也是層出不窮。2014 年下

2015 年 2 月，微信官方為了維護公眾平台的

半年韓束、韓後等大型化妝品品牌開始進入

良好生態，在公眾平台上發佈了《微信公眾

微商領域，通過明星大咖等各種高大上宣傳

平台關於整頓非法分銷模式行為的公告》，

活動的造勢，實現了不菲的營業額，韓束僅

對發現的有欺詐性的帳號將永久封號。2015

2014 年在微商的銷售額就高達 10 多億人民

年 7 月 2 日，央視一改此前否定微商的態度，

幣。除了一些大型公司以外，還有許多草根

首度公開承認微商。

創業者也紛紛加入微商的大家庭，2014 年的

微商生於社交平台，興於社交平台，經過

下半年，各種各樣的微商大會召開舉行，微

了前期的野蠻成長，微商逐漸回歸理性狀態。

商的品牌的發展也越來越好，微商也逐漸從

目前微商的發展重點是如何重塑良好形象，

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行業轉化為一個被大眾所

讓社交關係回復良性狀態，與消費者在信任

認可的行業。

的基礎上促成交易。同時，微商群體正處於

到了 2015 年，微商已經處於一種爆發的

不斷學習不斷進步的過程，銷售方式逐漸呈

狀態，2015 年 1 月，大型傳統超市永輝超市

現規範化、專業化的特點。隨著協力廠商微

上的青年傾向于嘗試以互聯網為平台的新興

店面裝修、管道推廣、資料統計等功能服務，

資訊產業與商業為主的職業抉擇。年輕人在

微商將能有效利用該類平台，提高自身的銷

新興資訊產業與商業為主的相關職業的抉擇

售管理水準。同時能基於目標使用者屬性和

中，排名前三的分別為微商、公眾號寫手、

行為特徵，精准投放行銷廣告，提高商品銷

電子遊戲玩家。由此可以看出，以互聯網為

售量。此外，微商行業的發展需要微商群體、

平台的微商為青年大學生創新創業帶來了商

消費者、監管部門以及眾多協力廠商服務平

業選擇。

台的共同努力。我們也堅信在健康環境成長

大學生又是具有高學歷、高素質的知識

下的微商，將會慢慢顛覆所有人的購物方式，

性人才，對新事物的接受和熟悉非常快，基

成為移動互聯網分享型經濟的最大亮點。

本上每個大學生對微信的使用方法都十分熟

大學生微商創業
在這個崇尚獨立的年代，有很多的大學生
都想要少花父母的錢，想要早日獨立，於是
在繁忙的課業與活動之餘，就會想方設法的
尋找各種各樣的兼職，但是由於時間不固定

先進中國

商平台的興起，為微商提供專業的訂單管理、

悉，而且對新生事物勇於嘗試且富有商業頭
腦；同時，大學被稱為「小社會」，作為大
學生們從學校過度到社會的媒介，可以使在
校大學生擁有豐富的人脈。

大學生微商迅速發展的原因

這一條件的限制，導致很多工作沒有辦法很

2015 年 6 月 11 日，國務院發佈了《國務

好的完成。恰逢微商這一行業的興起，於是

院關於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若干政策

很多大學生加入到了微商創業的陣營中。

措施的意見》，檔表明「支持大學生創業，

在過去的 2016 年，中國大陸高校畢業生人

深入實施大學生創業引領計畫，整合發展高

數達到了 765 萬人，比 2015 年增加 16 萬人，

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基金。」現階段，中國大

而且中職畢業生和初高中畢業以後不再繼續

陸已推出支持大學生休學創業的政策，還提

升學的學生大約也是這個數量。青年的就業

出持「創業證」可享受稅費減免和小額貸款

群體加在一起大約有 1500 萬左右。青年就業

貼息等優惠政策。在政府的帶動下，各大高

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因此，國家出台了各種

校也紛紛建設「大學生創業園和孵化基地」，

各樣的政策鼓勵大家創業，以緩解就業壓力，

這些政策的出台掀起了大學生自主創業的熱

尤其是鼓勵大學生創業的政策特別多。而微

潮。

商由於成本低，見效快，發展迅速，在激烈

億贊普大資料顯示，在所有創業項目中，

的就業競爭壓力下，微商創業，可以說給大

移動互聯網行業居榜首，達 30%。最有創業

學生創業提供了最好的機會。

意願的人群中，排在第一的是剛畢業的大學

2017 年 2 月，中國社科院國情調查與大

生，第二位是在校大學生。微商人群分佈以

資料研究中心發佈了《生活在此處——社交

學生党領銜，占總體 39.4%；年齡上「90 後」

網路與賦能研究報告》。報告指出，50% 以

用戶居首，用戶年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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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後大學生崇尚自由喜歡寬鬆的就業方

則可以成為其代理，進行微信行銷。而代理

式，但資金有限，缺乏經驗和閱歷，使得微

則多來自于其親戚、朋友或同學。所以，通

商成為他們參加社會實踐、自主創業、就業

過這種關係，大學生也能夠很好地成為代理，

的首要考慮，同時微商獨有的個性也是吸引

而從事微商創業活動。

他們的重要原因：簡單易學，方便快捷，准

1
0

入門檻低，零庫存，這使得大學生利用微信
進行網上創業已成態勢。
1、技術要求較低
微信作為微商創業的主要載體和工具，主
要依靠微信的朋友圈進行行銷，而大學生群
體則是手機使用較為普及的群體，且對熱門
的網路工具使用較為嫺熟，這就為大學生群
體進入微商創業鋪平了道路。
2. 投資較少
作為從事微商的大學生來講，看中的就是
微商可以不用太多投資，不用進貨，而且庫
存也不用自己來掌握。針對顧客的需要，則
由廠家來完成發貨及售後等服務。所以，大
學生從事微商創業，只需要負責好客戶的前
期跟進和支付就可以，後期的發貨、售後服
務等則由廠家完成，這就為大學生進行微商
創業提供了可能。
3. 時間靈活
作為從事微商創業的人，不需要有特別固
定的時間，這點對大學生來講，尤其重要，
因為大學生除了上課時間外，其餘時間還是
較為充裕，因此不需要固定的時間，這為大
學生從事微商創業創造了有利環境。
4. 代理容易
作為目前市面上的經過正規廠家生產的商
品，只要該廠家支援微信行銷方式，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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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最近幾年，網購已經成為人們消費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當時，吃穿住各個方面都可以通
過網購的方式來實現，因此，微商的發展潛
力很大，發展前景也比較廣闊。隨著智慧手
機和微信的普及，微商已經逐漸成為了移動
電子商務發展的先驅，並已經擁有與電子移
動商務和傳統零售行業一爭高低的能力。
隨著「互聯網 +」的提出，同時隨著越來
越多關於規範微商的政策的出台，以及騰訊
公司和政府對微商發展的支持，微商破土萌
發，方興未艾，並且仍然野蠻而粗放地向四
周生長，不斷地尋找能夠真正讓自己健康發
展、形成生態的可能性，並試圖在移動電商
的混戰中劃出屬於自己的疆域。
微商成為我們生活當中一個新的職業，它
具有時代性、時尚型，同時，因為微商的出
現我們的生活也在悄悄的發生著變化，從購
物理念的變化到購物方式的變化，從消費觀
念的變化到消費手段的多樣化，微商無不影
響著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消費生活變得更加
便捷，而年輕人成為了微商的最大使用者和
受益者。相信今後的微商一定會越來越正規
化、團隊化、系統化，未來的微商群體將會
發展的更加壯大，而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
裡，微商創業都會是大學生創業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