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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三季报堪忧 但获腾讯增持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 李曦子

并将他们发送到自己在该应用上的

载量排行榜上跌出了前 10 名。

财报惨淡

好友列表。 所有照片都有一个 1 到
在今年十月公布的“2017 美国

10 秒的生命期，用户拍了照片发送
给好友后， 这些照片会根据用户所

400 富豪”榜单上，年仅 27 岁的埃
文·斯皮尔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并

预先设定的时间按时自动销毁。 而
且， 如果接收方在此期间试图进行

列 248 位，成为最年轻的上榜者。

截图的话，用户也将得到通知。

这位 90 后企业家曾叫板科技
巨头，拒绝谷歌、Facebook 的收购，

重新出发
虽然 Snap 通过 “阅后即焚”的
技术， 以及其使用的十分具有创意

公司目前停滞不前的困境并没

的过滤器和镜头进行照片和视频的
社交分享， 但这些技术并非不可突

有让这个 90 后创始人退缩。斯皮尔
格在财报会上承认了 Snapchat 难

“阅后即焚”的特点满足了年轻
人放飞自我的需求， 被越来越多的

破和复制。
对于在全球坐拥 22 亿用户的

用， 表示公司正在重新设计软件应
用，强化算法，并计划在明年重点构

独树一帜， 用六年的时间把自己设
计的应用软件 Snapchat， 从一个最

高中生、大学生了解并使用，于是在
校园中流行开来。

Facebook 来说， 一旦将这些支撑
Snap 核心的产品和创新模仿运用

建安卓操作系统版本。
此外，Snap 的业务主要集中在

初只有 1000 用户的课堂作业变成
了现在拥有近 1.7 亿用户的社交新
贵 ， 并 成 功 上 市 ， 成 为 2012 年

2013 年，Snapchat 推出了另一
重量级功能 “Stories”（故事分享），
用户可以将快照分享至 Stories 供

改进并加以推广， 势必会对 Snap

北美地区，上个季度 80%的收入来

造成巨大冲击。
而实际上近几个月以来，Snap

自该地区， 世界其他地区的收入增
长相当微薄。 斯皮尔格希望向对手

Facebook 之后科技史上最受关注
也 是 最 大 规 模 的 IPO， 市 值 超 过
100 亿美元。
如今上市不到一年的 Snap 陷

关注者查看，内容保留 24 小时。 这
一功能不仅受到普通用户追捧，众
多名人也将其作为展现自己、 与粉
丝分享故事的窗口。

Twitter 和 Facebook 学习，未来把用

个应用做得更好， 而只会毁了它。

猛势头，Facebook 旗下的工作室就

仿佛已经陷入了水深火热中。
今年 3 月份，Snap 于纽约证券
交易所挂牌上市，上市首日以 24 美
元开盘，远远超出计划中的 17 美元

到了 2014 年， 全美 18 岁的年

2014 年 Facebook 收 购 竞 争 对 手

发布了一个名叫 Poke 的应用。该应

北京时间 11 月 8 日，Snap 公

轻人中，使用 Snapchat 的比例已达

WhatsApp 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抽

用跟 Snapchat 几乎一模一样，拥有

的 IPO 价 格 ， 最 后 收 盘 时 大 涨
44%， 市值将近 340 亿美元， 成为

务，那就是试图从谷歌和 Facebook
手中夺走数字广告收入份额， 而后

布第三财季财报， 净亏损 4.432 亿
美元，不敌华尔街预期，股价收盘大
跌近 20%。

40%，2016 年底日活跃用户达 1.5
亿，其中 60%的日活用户每天都用
这个聊天功能，25%日活用户每天

调其研究团队把 Facebook 原有的
Messenger 做大，使 WhatsApp 应用
研发陷入停滞。 另外， 斯皮尔格认

阅后即焚的消息、 照片以及小视频
等功能， 但 Poke 用户增长缓慢，最
后不得不在媒体“抄袭”的谴责中下

2012 年 Facebook 之后科技史上最
受关注也是最大规模的 IPO。

两者占据了超过 60%的市场份额。
但斯皮尔格很有信心，“2018

但在此之后， 一系列令人失望

年将是一个高效、激动人心的一年，

面对令人失望的财报， 对手的

都用 Stories 的功能。 每天有 25 亿

为对于在年轻人中占有大量市场份

线。

的财报让 Snap 股价七个月内下跌

我们的产品和平台将发生很多变

夹击， 以及新增用户增长缓慢等问
题，斯皮尔格决定放下过去，重新出

个阅后即焚的图片被发送，用户平
均打开次数二十次。就像微信一样，

额的 Snapchat 来说，30 亿美元的收
购价太少。

2014 年 、2015 年 Facebook 推
出与 Snapchat 相同功能的应用，但

40%，甚至自 7 月初以来，股价一直
都没有高于 IPO 时的价格。

化。 也许在短期内会对商业模式造
成一定冲击，不过为了长期效益，我

发。 幸运的是，腾讯增持令 Snap 一
定程度上扭转了颓势。

Snapchat 已成为美国年轻人， 尤其
是 95 后们青睐的社交软件。

从 2014 年开始，Snapchat 进入
高速发展期，日活跃用户不断攀升，

最后全部以失败告终。
2016 年，Facebook 重金收购视

95 后宠儿

两拒 Facebook

融资接连不断。
2015 年，斯皮尔格在南加州大

频 滤 镜 应 用 Msqrd， 滤 镜 风 格 与
Snapchat 相似， 可以制造炫酷的表

11 月 8 日，Snap 公布 2017 年
第三财季财报。 低于华尔街预期。 尽
管第三财季营收增长 62%，至 2.079
亿美元， 但净亏损 4.432 亿美元，与

们将会努力实现优先目标： 用户增
长、内容和增强现实。 ”
值得注意的是，Snap 最新公布
的财报显示，腾讯近期持续增持，已

学马歇尔商学院的毕业演讲上说：

去年同期的净亏损 1.24 亿美元相比
大幅扩大。 开支从上年同期的 2.592
亿美元增至 6.698 亿美元。曾非常火
爆的 Spectacles 智能太阳镜出现滞
销情况， 超额库存以及订单取消费
用导致损失超过 4000 万美元。
此外 Snap 的用户数量也不容

收购 Snap 大约 12%的 A 类股份，
这也令一度看衰 Snap 的市场开始
重新估价。
在大数据以及算法统治商业模
式的科技界，在 Facebook、Instagram、
Twitter 的围追堵截下，Snapchat 选择
将自己独树一帜的产品推倒重来需
要很大的勇气，而如何为用户创造更

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东方 IC 图

“如果你选择了出售，你会立刻发现

情覆盖用户面部的图形，对年轻的
社交媒体使用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那并不是你真正想做的事。 而如果
你选择了拒绝， 或许你会开始一段
颇有意义的旅程。 ” 可见斯皮尔格
的雄心壮志，那时 Snapchat 的估值

在业务模式上，Facebook 旗下
四 大 APP （ 主 APP、Instagram、
Whatsapp、Messenger） 都加上了从
Snapchat 模仿来的 Stories 功能。

已达 150 亿美元，是收购价的 5 倍。

2016 年 8 月，Instagram Stories
上线，两个月后 Instagram 每日的活
跃用户数突破 1 亿，在 2016 年底达
到 1.5 亿， 几乎追平 Snapchat 当时
的日活用户数。 与此同时，Snapchat

Snapchat 最初只是其创始人斯
皮尔格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时的一个
课堂作业。 2011 年 7 月，斯皮尔格
与好友将这个想法变成了现实，但
是上线之初并没有受到太多人关
注，很长一段时间里用户不到 1000
人。

在美国社交软件领域， 高速增
长的 Snapchat 抢夺了越来越多的
市场份额， 对老大哥级别的 Face－
book 构成了不小的威胁。
于 是 Facebook 在 2013 年 到
2014 年期间曾两次报价试图收购
Snapchat， 第一次为 10 亿美元，第

同为社交软件，与 Facebook 不
同的是，Snapchat 是一款主打“阅后

二次甚至高达 30 亿美元，但最后都
被 Snapchat 拒绝。

致命模仿

即焚” 的照片分享应用。 用户可以
拍照、录制视频、添加文字和图画，

Snapchat 创始人斯皮尔格认为
Facebook 收 购 Snapchat 不 会 使 这

其实早在 2012 年 12 月， 为了
应对 Snapchat 占领社交媒体的凶

自己的用户增长却在放缓。

乐观。 第三财季新增 450 万每日活
跃用户， 用户总数达到 1.78 亿，这
一增速创下该公司报告该数据以来
的最低。 据 TechCrunch 的报道，该
公司也在本季度的苹果应用商店下

户基数扩大到 “西方世界以外的国
家”以及“34 岁以上的人群”。
Snap 还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

大的价值，如何增强应用内的个性化
功能，如何建设一个好用的平台在竞
争者中脱颖而出，对于斯皮尔格来说
都将是巨大的挑战。

中天金融：扎根贵州真扶贫 精准施策扶真贫
国际金融报记者 ｜ 王丽颖

扶真贫，先识真贫。 在贵州，目
前还有贫困人口 493 万、9000 个贫

的水、电、路、气、网等基本生产生活
设施与住房同步建设， 因地制宜建
出特色乡村， 助力当地村民走上自
主稳定脱贫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中天国富的帮扶对象是赫章，

内开展投资者培训教育活动， 对外开
展招商座谈会， 吸引企业与地方政府
达成落户意向， 为贫困地区引入源头
活水，激活实体经济；四是精准扶贫的
同时，大力实施绿色金融政策，避免未

针对团结村三农、 三产存在的
问题，中天金融经过研究讨论，提出
“以三变融合三产振兴三农”的“三
三三”扶贫模式，也就是以“三变”思
想成立平台公司，盘活农村资源，推

困村、66 个贫困 县 ， 贫 困 发 生 率
14%，比全国高 8.3 个百分点，是全
国贫困人口最多，扶贫任务最重的
省份。

该县自然条件恶劣，教育资源、医疗
条件十分落后， 是脱贫攻坚难啃的
“硬骨头”。 中天国富已开始筹备捐
资修建一所 30 班寄宿制小学，建筑

来脱贫成功却造成环境污染的后果，
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 五是严格按照
金融扶贫脱虚入实的指导思路， 在生

动“三产”融合，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富美乡村建设
和新时代富裕农民，振兴“三农”，从

态旅游、大健康、生态农业方面、绿色

而达到乡村振兴的最终目的。

作为贵州第一家上市公司，中天

面积 20000 平方米， 建成后能够满

环保产业等长效发展产业积极提供金

“三变”模式，即资源变资产、资

金融集团以“根植社会、回馈社会”的
企业公民责任感，利用金融这一有力
杠杆，深入到底子最薄、条件最差、难
度最大的深度贫困地区。 2007 年至
今，中天金融及旗下金融子公司总计
捐资、捐赠、捐建约 30 亿元。
11 月 10 日，中央电视台、贵州
省委宣传部主办， 中天金融集团承

融支持，为贫困地区的产业带动、产业
布局进行前瞻性金融指引。

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公司通过探
索建立集体股权参与项目分红的资
产收益扶贫长效机制， 将符合条件
的农村土地资源、 集体所有森林资
源等通过存量折股、增量配股、土地
使用权入股等多种方式， 转变为企
业、合作社或其他经济组织的股权，
推动团结村的资产股份化、 土地使

券、友山基金、中黔金交、中融人寿
等金融子公司，以产业扶贫为主导，

“金融精准扶贫的作用将会越
来越凸显， 将金融服务真正下沉贫

足当地约 1350 名学生的小学阶段
义务教育需求；捐资修建一所 12 班
幼儿园， 建筑面积 3600 平方米，能
够解决 360 名当地幼儿的学龄前教
育问题；投资修建一所 4100 平方米
的卫生院， 完善当地医疗设施设备
的健全和提升， 建成后将满足全乡
村民的就近就医和卫生医疗需求。

办的以《乡村振兴：改变正在发生》
为主题的精准扶贫公益论坛暨 “时
代楷模” 黄大发公益宣传片首播仪
式在京举行。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何建明，遵义市委副书记、市长魏树
旺，国务院参事、国务院扶贫办友成
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
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

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 积极引导
和培育优质企业在贫困县落户，为
贫困地区拓宽融资渠道，与当地政
府、投资平台成立基金，推进落实精
准扶贫计划以支持贫困地区产业发
展。 借金融之力精准扶贫， 致力于
打造金融精准扶贫的贵州样板。
为了推进精准扶贫， 中天国富

困地区，以贫困地区的重点、特色产
业培育实现产业扶贫， 以实现精准
扶贫为手段，引领金融市场力量，积
极引导贫困地区利用金融产业促进
当地社会经济内生式发展， 从输血
式扶贫向造血式脱贫转变， 达到产
业扶贫拔穷根的目的。 ”中国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研究员说。

黔西县存在贫困面大、 贫困程
度深、 教育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等问
题。 对此，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在
观音洞乡，分别捐建一所 3600 平方
米的 12 班观音洞乡幼儿园和两所
1800 平方米的 6 班高坡幼儿园和羊
耳幼儿园。 在五里乡，投资修建一所
18 班 寄 宿 制 小 学 ， 建 筑 面 积 约

中心主任郭克莎，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部委员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
部委员张晓山等学界、 公益界知名

证券与安顺市三个国家级贫困县
（即镇宁、关岭和紫云苗族布依族自
治县）签订对口帮扶协议，与安顺市

因地施策——
—振兴乡
村发展 激活实体经济

12000 平方米，能够解决当地约 810
名学生的小学阶段义务教育需求。
在铁石乡， 捐建一所 12 班幼儿园，

人士出席仪式，并就如何借助金融
力量精准扶贫贵州等问题进行了深
入研讨。

在贵州， 长期存在金融资源短
缺、金融法人机构少的状况，中国社

政府合作， 推动发行农村产业融合
专项债，规模将达 50 亿元。
友山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扶贫
基金为依托，从贫困地区实际需求出
发与贵州银行合资成立了遵义市汇
川友山扶贫发展基金和道真自治县
扶贫发展基金，在台江、丹寨、盘县、
铜仁等地也相继设立多支扶贫基金，
预计管理规模将会超过 80 亿元。

贵州的黔西、赫章、望谟三个贫
困县也是贵州扶贫重点区域。 2017
年 3 月 1 日，经贵州省委统战部、贵
州省金融办、贵州证监局、贵州保监
局等多个部门的积极推动， 中天金
融集团旗下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中天国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启动了 “三

建筑面积 3600 平方米， 能够解决
360 名当地幼儿的学龄前教育问题。
“三企帮三县” 项目计划于
2018 年全部完成，届时三家企业将
累计投入精准扶贫专项资金 3 亿
元，至少帮扶 15000 人脱贫。
除此之外， 中天金融还将因地施
策、 精准发力， 激活贫困地区实体经
济： 一是根据对口帮扶贫困县实际情

会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郭
克莎研究员认为，“只有大力发展金
融产业， 才能为实体经济尤其是贫

中黔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也相继
在毕节、盘县开设分支机构，致力于
解决当地融资需求，在产品立项、定

企帮三县”的精准扶贫工作。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
过对望谟县的实地调研， 计划捐资

况分步分批安排扶贫资金。 一部分用
于教育、医疗、居住、道路交通等急需
的直接帮扶； 另一部分计划建立公益

困地区社会经济提供强大支撑。 ”
也因此，中天金融确立了补齐贵州
金融短板，以证券公司为“领头狼”
的金融精准扶贫方略。

价方面针对贫困县项目做出政策倾

1 亿元， 与望谟县政府政企联手通
过易地搬迁扶贫的帮扶方式，对当
地 5000 名村民进行生产生活条件

扶贫基金， 每年以基金的收益对扶贫

精准发力——
—打造金
融精准扶贫贵州样板

中天金融集团旗下中天国富证

中天金融集团石维国副董事长致辞。

斜，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贫困县项目
的融资成本。 截至 2016 年末累计
为万山区、独山县、兴仁县分别解决
融资 3.5 亿元、1.75 亿元、1 亿元。

和发展环境、 居民住房和必要附属
设施的修建和改善，将安置小区内

项目进行扶持，从而实现持续帮扶、长
期帮扶；二是提高贫困地区造血功能，
推动发行农村产业融合专项债， 贯彻
落实产业扶贫；三是深入贫困地区，对

创新扶贫方式， 打造
乡村振兴新模式
中天金融的多个扶贫计划正在
加速落地。 比如， 遵义市播州区团
结村曾经是一个大山深处不通水、
不通路的贫困小山村，82 岁的村支
书黄大发用 36 年的时间绕三重大
山、过三道绝壁、穿三道险崖修建了
一条绵延 8.4 公里长的水渠， 才使
得当地有了生活和灌溉用水， 中央
宣传部也因此授予黄老书记“时代
楷模”荣誉称号。
针对团结村的贫困现状， 中天
金融集团提出了“三个月结对帮扶，
一年走向富裕， 五年实现跨越式发
展”的扶贫策略，制定并实施了一系
列具体扶贫、振兴的方案和措施。

图为活动现场。

用权股权化。
“三产”融合，即通过平台公司
的快速发展， 带动 “公司+农户”、
“公司+合作社＋社员” 等多种合作
模式， 着力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形成城乡
一体化的农村发展新格局。
乡村振兴落脚点在解决“三农”
问题，只有农业振兴、农村振兴、农
民振兴才能实现乡村振兴， 而中天
金融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提出的扶贫
计划， 为多彩贵州新农村建设贡献
了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