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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昆疫下打油詩

月季花

一朵月季紅彤彤，
黃蕊點綴花心中。
遠觀俯看嘖嘖贊，
一盆綠葉托嫣紅。

封控在家要辦公，在線辦公要收費？ 
近日，「騰訊會議部分功能開始收費」

的消息登上了熱搜，有用戶反饋此前一些免

費功能如自動會議紀要，目前只能體驗10分

鐘，如果想長期使用需付費升級為會員功

能。

不能繼續「暢享」騰訊會議的功能背

後，則是對個人用戶開啟付費模式。目前，

官方APP顯示用戶可按單月、單個季度或整

年來購買，收費分別為30元、88元和288元。

今年7月釘釘將免費使用人數上限調整

為10人，也曾引發爭議，但隨後相關負責人

否認，並稱只是一款項目管理功能「釘釘項

目」有所調整。

事實上，不管是企業微信還是釘釘、飛

書等均有針對企業的收費版本，此次騰訊會

議針對個人用戶開啟會員服務收費，尚屬首

次。

「免費的才是最貴的」，一位業內人士

如此分析，隨著疫後需求的暴增，巨大的流

量湧入，對在線辦公軟件背後的企業來說，

基礎雲資源和帶寬等消耗巨大，如果用戶想

享受高質量的服務最終還是通過付費來實

現。然而，中國互聯網企業慣用「養成系」

模式，從免費使用開始培育用戶心智，後疫

情時代，在線辦公軟件面臨B端企業專業需

求與C端用戶個人使用需求並存的情況，收

費邏輯是否合理，能否順利變現，仍有待觀

察。事實上，當疫情結束後面臨整體用戶的

回落，也許是此時加速商業變現的一個重要

考量。

部分功能收費惹爭議
研二學生高橋（化名）日常使用騰訊會

議十分頻繁，她觀察到，目前高校的大部分

線上講座都是在騰訊會議上進行，受疫情影

響，很多高校上課同樣在騰訊會議開展。

第一次在騰訊會議上開展她的畢業論文

訪談時，她的感受是「很方便」。會議全程

都可以轉錄，文字準確度也與其他付費轉錄

平台差不太多。但第二次使用時，她卻發現

免費用戶只v能試用10分鐘。

根據騰訊會議APP顯示，目前面向個人

用戶、組織及公司兩類用戶群體提供多種服

務套餐。針對個人用戶，均可使用免費的個

人版騰訊會議，基礎功能包括限時45分鐘的

多人群組會議、1GB雲錄製空間，以及允許

最多25人同時入會、最多30人同時開啟攝像

頭，還有最多設立2個討論分組和一定限制的

畫質等日常音視頻會議服務。個人用戶如果

想要升級為會員，那麼在按月、按季度或按

年付費的基礎上，可以享受20GB錄製空間，

允許最多60人同時開啟攝像頭、設置2名聯席

主持人等功能。

付費前後最大的服務差異則在于，字

幕、實時轉寫和自動會議紀要方面的限制，

如果是基礎免費版，每場會議只能體驗10分

鐘，付費後，則可以無限使用時長，畫質也

更為高清。在看到付費規則後，高橋告訴，

線上會議對于聽眾沒什麼限制，主要是對發

起人的限制。針對轉錄等功能，她目前通過

錄音筆來解決需求。

資深互聯網觀察人士張書樂認為，這種

收費行為有點「急功近利」，騰訊會議軟件

在基本功能完善的情況下，發展速度很快，

普及率也很高，但是這樣的會議軟件用戶基

數大，活躍用戶量卻不高，很多用戶可能就

去尋找平替。「很多線上會議拉微信群實際

上也能解決」。

在社交媒體上，不少用戶對這次收費開

展討論，有人談到「服務器和帶寬都要錢，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也有人表示「一個

月30元能夠讓我用幾次，為什麼不能按次收

費」，有老師發現在家直播教學自己購買了

軟件，現在收費後確實帶來不便，一部分學

生提到上英文課無法實時轉錄很頭大，因此

覺得這是在「割韭菜」。

一位接近騰訊會議人士告訴，其實「主

要目標客群實際上還是中小企業」，他表示

對大企業來說定制需求比較高，不需要個人

付費。中小企業對人數要求不高，只要質量

過得去，費用不高，勉強能接受，但也可能

存在忠誠度不高的問題。

IDC中國助理研究總監崔凱指出，騰訊

會議定位主要是面向企業用戶，本次面向個

人用戶的會員版更像是一次商業模式的嘗

試。

高速發展的隱憂
過去幾年，在線辦公市場迎來飛速發

展，用戶規模和用戶使用時長等出現爆發

式增長。根據CNNIC公開數據顯示，截止到

2020年6月，中國遠程辦公用戶規模達1.99

億，占網民整體的21.2%；到了2022年6月，

這一數據已經達到4.61億，佔整體網民的

43.8%。2020年春節期間，有超1800萬家企業

採用線上遠程辦公模式，2022年上半年，一

線城市用戶在線辦公使用率增長明顯，半年

提升8.4%。

根據公開信息顯示，2019年12月，騰訊

會議正式上線。2020年受疫情影響，居家辦

公需求激增，這期間騰訊會議迎來用戶的猛

增，2020年1月月活為77萬，到了3月則為5823

萬。根據騰訊第一季度財報顯示，目前騰訊

會議規模註冊用戶達到3億，月活用戶超過1

億。不止騰訊會議，目前，釘釘、飛書等在

線辦公軟件均迎來高速發展。根據第三方機

構QuestMobile發佈的最新數據顯示，9月多個

在線辦公App月活躍用戶數量創下今年新高，

其中釘釘為2.2億，企業微信達1.1億，飛書則

是840萬。據釘釘披露的數據，近兩年來釘釘

上100萬人以上、10萬人以上、1萬人以上的

企業組織數均增長一倍左右。

放眼全球來看，以誕生于2011年的在線

視頻會議軟件Zoom為例，疫情後收入持續幾

個季度爆發式增長。根據第三方數據統計來

看，2022年第二季度，Zoom的月均訪問量大

約在8億左右。然而，疫情紅利似乎接近尾

聲，2023財年第二季度業績報告顯示，該季

度營收為11億美元，同比增長卻為7.6%，連

續六個季度放緩，在淨利潤方面，只有4570

萬美元，同比下降86%。在支出方面，研發

費用為1.73億美元，同比增長109%，營銷費

用為4億美元，同比增長47.7%。

崔凱分析，Zoom的核心功能還是會議，

目前企業用戶超過20萬，圍繞著這個核心仍

在拓展業務，比如：IP電話、呼叫中心等，

但是為了應對shoppingmode 微軟等企業服務

巨頭的競爭，Zoom不得不加大產品研發和市

場推廣的投入。

與海外市場有所不同，中國企業軟件服

務市場才剛剛起步。崔凱告訴，國內在線會

議軟件市場，一方面是專注于會議應用的中

小服務商（類似于Zoom），另一方面是脫胎

于雲服務商，服務于公司整體的企業服務市

場戰略，比如騰訊會議屬於騰訊雲，在戰略

層面更多是拓展從C端到B端的應用場景。釘

釘目前則在阿里雲的體系下，定位為企業上

雲入口和低代碼應用開發等。

「協同辦公市場未來一定會從免費或

者半免費服務變成商業服務，核心邏輯在于

企業服務市場的成熟，當然運營成本壓力也

是主要因素之一。」崔凱強調，對服務商來

說，疫情之前，免費用戶的平均使用時長較

低，運營成本和資源消耗相對可控。但是疫

情後，免費用戶使用頻率大幅增長，這對服

務商帶來較大的運營壓力。

多位業內人士提出，假如疫情影響減

弱，線上辦公用戶的流失勢必會出現，到時

企業可能面臨一個更大的挑戰。「從綜合成

本來看，線上辦公可以減去路途和時間成

本，但是面對面溝通的效率一定會更高，用

戶流失程度最終取決于平台的功能設置和用

戶體驗。」

避免用對待企業的思路來對待用戶
「疫情前，國內在線辦公推行十分艱

難，主力是軟件服務商；疫情發生後，中國

互聯網公司通過強大的免費號召力聚集用

戶，搶佔市場，在此基礎上做增值服務，可

以把用戶習慣、黏度和圈層聯繫起來，有利

于業務不斷擴大，營收增加。」艾媒咨詢

CEO張毅指出，這種模式有很明顯的優勢，

可以順應用戶自身的需求實現買單，但也存

在天然的短板，在經濟環境下行的情況下，

原有的引流服務定位將會轉變，這些業務可

能會面臨營收甚至盈利壓力。

上述接近騰訊會議人士告訴，從去年開

始騰訊內部已經要求騰訊雲自負盈虧，逐步

「斷奶」。騰訊會議實際上屬於騰訊雲公共

產品的一部分，這次收費的一些功能比如實

時轉錄今年才真正上線，這被他看作是在為

付費模式做準備。然而靠免費獲得的用戶基

礎不代表能順利變現。這其中最大問題在于

在線辦公軟件的流量特性單一，變現困難，

對用戶來說消費動機不強。

專家會議是北京某小型企業較為重要

的一個業務模塊，幾乎每個月都會進行，具

體方式為平台邀請的一位專家面向公眾作熱

點話題的解讀和分享。該平台一名負責人告

訴，會議均在騰訊會議平台上開展，此前，

使用騰訊會議在其他平台推拉流直播，會涉

及收費的問題。

目前，這家企業還沒有為騰訊平台的

附加功能付費。「我們的會議主要在20-50

人的區間，平台的基礎功能對我們已經夠用

了」，在她看來，「如果基礎版免費，其他

附加功能收費還可以接受，畢竟平台也需要

生存，如果是開會頻次很多的企業，可能會

選擇付費」。

「簡單的包月或包年付費邏輯其實很單

一，用對B端企業的思路來面對C端用戶是否

合理有待考察，這背後是一種消費者與使用

者的錯位狀態，很容易引發用戶間的爭議，

更應該考慮的是短期剛需是否能夠真正激發

消費者的付費意願。」張書樂認為目前在線

辦公軟件的辦公效果還很初級，仍有很長的

路要走。

張毅則指出，針對C端用戶，包月付費

實際上應當在原有服務免費的基礎上，對增

值新服務收費，只有這種模式才靠譜。這樣

既可以留住老用戶，又可以有新收入。

崔凱表示，中國用戶對軟件和服務付

費的習慣相對比較保守，對硬件採購接受度

更高，疫情之前整體視頻會議市場仍以硬件

部署為主。這與中國用戶的會議模式有關，

當用戶使用視頻會議從傳統的宣貫型會議轉

變為會商型會議，用戶使用習慣和付費習慣

都將逐漸轉變，網絡會議將有更廣闊的市場

空間。其中，大中型企業將是市場的主要客

戶，中小企業的長尾市場也同樣具有較好的

增長潛力。

25歲外逃27年後落網，屈健玲們是如何歸案的？ 
外逃27年的「紅通人員」屈健玲被緝

捕遣返。她原是中國銀行廣州分行黃埔支行

原財務管理人員，涉嫌挪用巨額公款25歲潛

逃，後變換身份、竄逃多國。

11月3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佈通

報，10月29日，在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國際

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統籌協調下，經廣東省

紀檢監察機關、公安機關與有關國家執法機

關密切合作，外逃27年的「紅通人員」屈健

玲在境外落網並被遣返回國。

所謂「紅通人員」，一般指被國際刑警

組織列入紅色通緝令名單的人員。海外追逃

成為反腐敗「第二戰場」後，不少涉嫌職務

犯罪的人員、腐敗案件涉案人也被列入紅色

通緝令名單。

通報顯示，屈健玲，女，1970年9月出

生，中國銀行廣州分行黃埔支行原財務管理

人員，涉嫌利用職務便利挪用巨額公款，

1995年11月（時年25歲）外逃。

屈健玲變換身份、竄逃多國，辦案機關

經過不懈努力發現其藏匿線索，通過國際刑

警組織對其發佈紅色通緝令，積極開展國際

執法合作，最終將其緝拿歸案。

反腐專家、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

學研究院教授彭新林說，屈健玲是二十大後

首個歸案的「紅通人員」，這表明天網恢恢

疏而不漏，域外不是法外，海外也不是避罪

天堂。他認為，這再次向腐敗分子發出了斷

其後路的強烈信號，再次表明了黨中央反腐

「獵狐」的決心和信心，中國追逃防逃追贓

永不止步。中央追逃辦負責人表示，黨的

二十大作出了深化反腐敗國際合作、一體構

建追逃防逃追贓機制的重大部署，屈健玲被

緝捕歸案，充分彰顯了黨中央以零容忍態度

反腐懲惡的堅定決心，體現了我們有逃必

追、一追到底的鮮明態度。追逃追贓永遠在

路上。我們將以頑強意志品質堅決打贏追逃

追贓攻堅戰持久戰，尚有一人在逃、追逃絕

不停止。

五年追逃超7000人
隨著屈健玲被緝捕回國，「紅通」群體

也引發諸多關注。前不久，十九屆中紀委向

黨的二十大作了工作報告。報告提到，五年

來「天網行動」追回外逃人員7089人，其中

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1992人，追回贓款352.4

億元，「百名紅通人員」已有61人歸案。

「天網行動」是指，中央反腐敗協調

小組于2015年3月針對外逃腐敗分子開展的

重要行動，綜合運用警務、檢務、外交、金

融等手段，集中時間、集中力量抓捕一批腐

敗分子，清理一批違規證照，打擊一批地下

錢莊，追繳一批涉案資產，勸返一批外逃人

員。在「天網行動」持續打擊下，諸多「紅

通」人員落網，其中最引人關注的莫過于重

點追逃的「百名紅通人員」。

當年4月22日，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

中心局公佈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國家工作人

員、重要腐敗案件涉案人等的紅色通緝令，

加大全球追緝力度。僅三天後，在公安部指

揮下，上海、江蘇、安徽等省市追逃辦和公

安、檢察機關密切配合，將公開曝光的百名

逃犯之一戴學民緝捕歸案，這是公佈百名外

逃人員後的首個落網人員。

戴學民曾任中國經濟開發信託投資公

司上海營業部總經理，涉嫌貪污1100萬元，

2001年8月潛逃出境，逃往英國、伯利茲。

2015年改變身份，潛回國內，落網後被判刑6

年。在「天網行動」全球通緝百名重點人員

中，戴學民列在第90號。自戴學民落網後，

「百名紅通人員」陸續被抓或被遣返，據

十九屆中紀委工作報告數據，至今已有61人

歸案。在諸多「紅通人員」中，「百名紅通

人員」無疑最為引人關注。這100人是官方公

佈的，涉嫌犯罪的外逃的國家工作人員、重

要腐敗案件涉案人等。

他們特點明顯。21世紀經濟報道梳理

「百名紅通人員」發現，男性77人、女性23

人，其中近90%是職務犯罪人員，10%是重要

腐敗犯罪涉案人員，在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

位擔任「一把手」的48人，其餘各類人員還

包括支隊民警、公司會計、辦公室出納和銀

行信貸員等。

以字會友 許育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