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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比特时代的 4P 理论】 

1. 比特与原子的主要区别： 

1) 比特的传输速度比原子快，接近光速； 

2) 比特的复制成本比原子的复制成本低很多；比特时代的固定成本高，变

动成本低（复制成本低） 

3) 比特可编程，原子不可编程。 

2. 互联网产品跟传统产品的本质区别是——以价格变成 0 的方式装到消费者

的手机里面，因为可以编程，所以产品最后变成了渠道，不靠产品赚钱。最

后赚 places 的钱。 

3. 非常 powerful 的模式都是——在 4P 里面，某一个 P 挤压了另一个 P 的空

间，形成不平等的竞争优势，去赚某一个 P 要素的钱。互联网时代极大提高

了这种模式的可能性。 

4. 举例说明：瑞星 v.s. 360 

1) 瑞星 v.s. 360（price 为 0，赚 palces 的钱） 

ü 瑞星：软件产品，去卖 copy 的软件，所以需要打广告&建渠道，

需要支付渠道费、销售人员费用、广告费、研发费等，所以定价不

低。当时的消费者心智是，盗版软件里常常有病毒、木马，杀毒软

件一定要买正版。每一次尽可能拖后更新发版，去赚更多的钱。 

ü 360：官网免费下载，渠道成本发生变化，免费有冲击力所以也不

用打广告，只需要 PR 就好了，我负责美团 PR 的时候学习了很多

360 的 PR，非常有效。 

- 一开始他们雇了一帮写手，在媒体做过的人，懂行且有行业关

系。消费者使用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问题，他们就在百度上面所

有的问题后面都附上解决问题的教程，这样用户就把杀毒软件

下载下来了。他们这个 PR 团队就是 20-30 人，每人每天 2-3

篇，技术人员去找问题这帮人来写，速度很快且成本低，一年

就 2000-3000万的成本。 

- 病毒是一个动态对抗的事情，消费者没有专业的认知，没有中

立的结构，消费者觉得杀毒软件好不好用，就变成了认知大于



事实的事。导致 1、消费者认为电脑中毒的时候，电脑真的中

毒了嘛？总结：不仅要解决消费者问题，还要影响消费者认知。

2、多长时间可以识别病毒，多长时间找到解决方案。360 在

线更新消费者电脑中的软件，无需购买新软件。 

- 比特可编程，产品之后变成了渠道，互联网产品刚跟传统产品

的本质区别是，价格变成 0 的方式装到消费者的手机里面，因

为可以编程，所以变成了渠道，最后赚 places 的钱。 

2) ebay v.s.淘宝（palces 为 0，赚 promotion的钱） 

ü ebay：有上下架费，有点像传统的线下渠道。 

ü 淘宝：淘宝不收上下架费，是 places和 promotion 二合一的平台，

places 的钱为 0，最后赚 promotion的钱。 

3) 可口可乐/百世可乐 v.s. Costco（promotion为 0，赚 product钱） 

ü Costco：花钱办会员，买的越多越实惠。不需要营销，产品价格压

低，promotion变 0，赚会员费。互联网时代甚至不受亚马逊的影

响。对 Costco 的自有品牌 kirkland 来说，place 也是 0，因为只在

自家卖，因为这点才导致 promotion变 0。 

ü 可口可乐/百世可乐：没有门店，只赚产品的钱。 

 

【PART 1-分层经营】 

1. 认知挑战和组织挑战都很大。没有任何一个单一产品可以解决该领域的一切

问题，算账颗粒度越细运营水平越高。以美团为例 

1) 低端不赚钱：商家上线，美团成本 140元，很多商家让平台赚不了钱。

Ps:盈亏成本颗粒度核算到每一家商家了，这一点很不容易，也很重要。 

2) 高端不赚钱：注重线下的位置选择，没有打折意愿。很多打折是平台补

贴的，所以平台也赚不了钱。 

3) 中端赚钱：点评和美团都是在中端商家赚钱 

 



2. 分层经营重点难在组织上，管理上，最重要的是对于不同的商家，不同的消

费者，如何区别质量最差和质量最好的商家。例：外卖价格敏感度最高的区

域：国贸，中关村，消费者有智商优越感，喜欢比价。所以不要过分相信直

觉。中国互联网公司都是补给经营，但其实重要的是补贴的是优质的用户还

是劣质的用户。 

3. 注意区分不同产品的分层经营，同一产品的分层经营。 

1) PC v.s 商用电脑：IBM 商用电脑和今天 PC的边界越来越小，早期 IBM

认为 PC 市场小，没有投入很大精力亲自做 PC，但是 IBM制定了 PC 标

准，后来 PC 市场越来越大，对于一些要求不太高的商业来说 PC 也可

以满足要求，进而直接影响了商用电脑的市场。1998 年阿里巴巴创立

的时候用 IOE（IBM-ORACLE-EMC）的商业解决方案，非常昂贵，每一

笔交易付的费用太高了。阿里巴巴作出决定，去 IOE化，解决方案都是

PC 的产品。总结：看似不同、不相关的产品，随着时间的变化，有可

能变成直接的竞争关系。 

 

2) 失败的分层经营——宝洁公司的产品，飘柔、海飞丝，分层不清晰，是

因为经营过程中做了很多破坏分层经营的行为。或 a 产品降低成本，质

量变差，导致消费者认知印象逐渐降低，或 b产品提升价格，增加功能，

请代言人导致产品印象逐渐提高等等，最终自己的形象越来越模糊，分

层不清晰。 

3) 麦当劳的优惠券：其实就是麦当劳的分层经营，作为一个原子时代的商

业，优惠券的复杂是麦当劳产品设计的一部分，扩大了用户群，同时没

有提高自己的经营成本，最终提高了经营额。警惕上一代的互联网思想：

追求极致体验。有时候复杂的体验也是一种设计。优惠券、会员属于高

级经营方法，很多企业没有能力去执行。这是同一种产品下不同的经营，

即分层经营。 



 

4. 互联网行业如何看待分层经营： 

1) 到家美食汇客单价 80 元，我们美元到现在在北京才 40 元。很多人觉

得高端外卖可以赚钱，低端外卖就赚不了钱。 

2) 未来市场三种可能性：高端低端共存；不会共存，高端会赢（特斯拉）；

不会共存，低端会赢（硬盘行业）。结论是：二的可能性最大。 

3) 百度外卖为什么输了？很重要的指标，客单价。虽然广告看似高端，骑

手服装统一，但是客单价比美团低。在剧烈竞争的环境里，中国为代表

的互联网发明创造——巨额补贴竞争（量子力学），花法有很多种，补

给商家、补给用户、补给骑手、补给团队，巨额补贴的早期，大家都很

相似，谨慎提供非常好的服务给不该服务的用户。总结：要把补贴给到

这个市场空间的用户，而不是这个市场空间以外的用户，即不该提供服

务的用户。 

4) 美团的餐饮 SaaS： 

ü 我们选的时候关注门店大小，门店数量。头部商家对服务质量要求

最高，号召力最强，支付能力强，他们选谁就说明哪个厂商优秀，

辰森（60%）和天子星（40%），我都开了 offer，辰森我们交了几千

万定金，过几天他们毁约还赔了我们几千万最后卖给了阿里。 

ü 后来跟天子星聊发现他们盈利水平很差，这个行业赢利好的都是在

头部客户里面占比低的。因为行业里面大客户总有一些定制需求，

这个是个无底洞，会把软件公司变成软件外包公司，最后是没有办

法赚钱的。 

ü 聪明的商家都是找 2-3 个大客户赔钱做案例，然后去服务腰部商

家。我们那个餐饮软件每年亏 10亿，估计要亏到 2025年。 

ü 中国没有大的软件厂商，是因为腰部客户少，没有办法规模化，做

标准化产品。 



 
 

【PART 2-分类经营】 

1. 线下互联网有 AB面，A-供给和履约在线上，B-供给和履约在线下。 

2. 关于 B——又会分为以 SKU 为中心的供给和以 Location 为中心的服务。最

惨烈的战争发生在 B2。 

  
1) B的分类： 

ü B1：以 sku为中心的商品零售业，以物为主，有规模效应。 

ü B2：以 location为中心的服务业，以人为主，有反规模效应，边际

成本很高，解决思路：削峰填谷，让消费者在交易低谷时下单或者

提前下单。 

2) 二者的区别 

ü 位置：快速相应度非常重要。以 location为中心的服务业对位置的

快速相应度要求非常高。 

ü 招商：以 sku为中心的商品零售业全国招商。以 location为中心的

美团需要做一套复杂的系统来做招商，招商团队遍布全国。 

3) 商品零售业基建-支付+物流；服务业的基建-地图 

4) 商品零售业供应商本身有规模效应，但是服务业没有，这意味着当面临

大量订单的时候商品零售业的商家成本是下降的，服务业是上升的。 

3. 关于 A—— 

1) 按照信息可见度区分-对应不用的需求 



 

ü A1：whatsapp、微信、QQ，给谁聊天别人不可见。 

ü A2：facebook  

ü A3：twitter、抖音、快手、ins、微博、映客，大家都可见，但是关

注了的优先可见。 

ü A4：头条、谷歌、百度、腾讯视频、youtube，信息对所有人可见。 

2) 如果在一个 APP 上实现了不同的信息可见度，那么消费者是没有办法

区分的，所以必须划分信息可见度。做的最好的是 facebook，有三个独

立的产品。 

3) 不同的信息可见度的产品核心的做产品的方法是不一样的。A1A2 主要

靠产品（张小龙说要用心做产品），A3A4 主要靠算法/机器学习/数据（头

条机器学习/跑数据）。腾讯一直就干不掉头条，核心就是没有把技术和

产品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PART 3-Q&A】 

1. 技术和产品如何很好地结合起来？ 

1) 乔布斯-我们要先知道最伟大、最前卫、最正确、最先进的方法 

2) 查理芒格-人类知识里面 100来个基础理论，多学科的基础理论 

3) 贝索斯-科技业的巴菲特。管理领域的集大成者，创新管理，彼得德鲁

克的管理理论，他们都用的很好 

4) 知道这些领域的基础理论和最前卫的理论是可以避免在某一个学科里

面犯错误 

2. 现在 BATT 都在做小程序，为什么美团不做小程序？ 

1) 关键是臣妾做不到啊，因为这个事儿兴哥还骂了半天 



2) 这个其实也是要看你是要做内部应用（自己内部 APP）还是外部应用（作

为生态），后者需要你有大量的用户，但其实我们目前是二线互联网的

位置 

 

Jol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