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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的时间，可以让全身的细胞
更新一遍。微信公众号业务推出七年
后，已处红海，留给新创作者的机会
越来越少，而5G大时代的背景下，抖
音、快手等短视频成为创作者眼中的
新风口。

近日，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微信
公众号已经形成二手江湖，虽然没有
明确的市场监督规则，但是买卖、公
证、过户已形成了一个默契的链条，
一个带留言功能的“僵尸号”（没有历
史和粉丝的空号，俗称僵尸号）大约
市场价900元，而与之匹配的是增粉
服务。

“后悔没有多注册几个。”小董
（化名）告诉记者，他曾在微信关闭公
众号留言功能之前，注册过2个微信
公众号，简单发了几篇文章后就闲置
了，直到2019年初他以1500元的价
格出售给一家营销公司。

活跃粉丝1元一个

微信公众号大体上分为订阅号和
服务号两种，平时最常见的订阅号是
对个人和企业同时开放的，一个人只
要拥有一个邮箱就可以免费申请一个
订阅号。那么，到底是谁在花钱买二

手微信公众号？
在某新媒体交易平台A5交易所

中，记者以买家的身份介入，发现每
一个微信公众号的交易都有专门的客
服进行一对一服务，回复速度快，明
码标价且售后完善。根据记者粗略估
计，该平台上有接近3000多个微信公
众号正在出售。据了解，类似成熟的
交易平台还有多家。上述平台的客服
告诉记者，现在新注册的微信号，都
没有留言功能，如果想要有留言功
能，只能买二手微信公众号过户。

据了解，微信公众号于2017年12
月7日开设了原创功能，注册账号可
以留言。2018年3月12日晚间，微信
方面称，将暂时调整微信公众留言功
能开放规则。后续注册的微信公众号
将不再具有留言功能，现有的微信公
众号不受影响。换句话说，具备可留
言功能的微信公众号，已经进入存量
市场。

据上述客服表示，二手微信公众
号分为两种，一种是有粉丝的，一种
是没有粉丝的。没有粉丝且具有留言
功能的微信公众号通常售价在900元
左右。而带粉丝的账号得根据具体情
况具体判断。“公众号粉丝活跃量较高
的，平均每个粉丝的价格在0.8元~1
元之间；粉丝活跃量较低的公众号，

平均每个粉丝的单粉价格约为0.3元。”
事实上，在行业内对“粉丝活跃

量较低”的另一个说法就是“假粉
丝”。记者咨询了一个拥有22万粉丝
的公众号，其推送文章的平均阅读量
在8000左右，打开率为5.4%。客服
称，该公众号售价在20万元左右。而
另一个拥有88万粉丝的公众号，因文
章打开率仅为2%左右，用户活跃量偏
低，售价也在20万元左右。

如果谈妥价格，买家还需要支付公
证费、认证费、中介费等共950元。在完
成缴费后，买家与平台签订合同，平台
就会找律师进行公证，腾讯审核通过
后，就可以开始迁移账号了，据客服承
诺，整个过程不超过24小时。

短视频成内容创业新风口

除了二手交易平台外，豆瓣、知
乎、微博等都是个人卖家活跃的场
所。记者通过豆瓣联系上个人卖家小
董，他告诉记者，自己的公众号已经
售出，之所以没有在二手平台上卖，
是因为当时自己并不了解微信公众号
还有二手交易平台。

这些平台平时并不张扬，很少做
广告，而在微信二手市场上活跃度最

高的，还是带粉丝的公众号。“有粉丝
就有用户基础，现在从一张白纸开始
做公众号太难了，就像是实体店店铺
转让一样，总有一些人停止营业，然
后将粉丝连带店铺（公众号）打包出
售。”某账号交易平台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过去一年，母婴、美妆行业转让
频率比较高，他判断是由于很多人放
弃了在微信公众号上以文字内容为主
的创业，转战短视频。

2019年底，新榜联合网易H5发
布了2019年微信公众号文章数据报
告，其选取10月25日的微信公众号样
本库数据作为调查样本，数据显示，
当日日常监测的90万个微信公众号，
共发布超过了72万篇微信文章，其
中，原创文章3.2万篇，占当天所有文
章的4.5%。在原创文章中，阅读数1
万次以下的有2.9万篇，占当日全部原
创文章的91.12%。换句话说，当天阅
读数超过1万次的原创文章，竟然只
有不到9%。相当于每100篇原创文章
中，只有9篇阅读破万次。绝大多数
的公众号还在脚踝处徘徊。

“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公众号打开
率在下滑，我们也曾尝试内容创新，
可是效果都不太理想。”一位公众号创
作者告诉记者，自己也在犹豫是否需
要换赛道去短视频行业。 （综合）

微信公众号七年衍生微信公众号七年衍生““二手江湖二手江湖””
一个僵尸号900元 活跃粉丝1元一个

本报讯 （融媒记者徐驰）
“苏州银行RUN卡+”小程序
近日正式上线，步数能换里
程，里程可兑积分，积分可购
物。你的每一步都有价值。

即日起至3月31日，苏州
银行RUN卡持卡人每天跑步里
程可兑换苏州银行信用卡积

分，成功兑换的积分可在信用
卡积分商城里使用。具体来
说，当月消费金额小于 2000
元，每满5公里可兑换200积
分，消费金额在2000元（含）
以上不满10000元的，每满5
公里可兑换300积分，消费金
额大于10000元（含）的，每

满5公里可兑换500积分。上
述三种情况封顶可兑换里程数
为250公里，封顶兑换分值分
别 为 10000 分 、 15000 分 、
25000分。

兑换时，持卡人需登录
“苏州银行信用卡”官方微信公
众号绑定RUN卡，微信搜索

“苏州银行RUN卡+”进入小
程序，并授权同意获取持卡
人微信运动数据，每天跑步
里程将从持卡人同意授权之
日起开始，数据最长可保留
30天。超过时间将由新数据
覆盖。

步数也能当“钱”花
“苏州银行RUN卡+”小程序上线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 1
月18日至4月30日期间的每周
六，中国银行信用卡在指定便利
店消费，可享受满20元立减10
元的优惠。

活动期间，在苏州全辖华润
万家便利超市、Vango 便利
店、怡家乐便利店指定门店，使

用中国银行62开头银联信用卡
绑定云闪付APP、中国银行手
机银行APP、缤纷生活APP进
行银联二维码扫码支付，可享
受满 20元立减 10元优惠，10
元封顶，烟酒消费不参加活
动。单用户每个活动日可享受一
次优惠。

超市刷中行卡满20减10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即日
起至3月10日期间的每日上午9
点起，从途虎养车APP、车点点
APP进入华夏信用卡9元洗车活
动页面，在该活动页面购买标准

洗车服务，通过云闪付APP并使
用62开头华夏银联信用卡进行
支付，即可享全国9元洗车优惠。

优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
得。

华夏卡请你9元洗车

日前，中信银行出资890
万元，在定点扶贫的甘肃省宕
昌县捐建的光伏扶贫电站——
理川镇汪布村联村电站正式并
网发电，温暖了甘江头乡的贫
困户。

据悉，该项目将连续运行
25年，平均年发电量154万
千瓦时，可实现平均年收入
115万元，惠及甘江头乡张家
山等 5 个贫困村 294 户贫困
户，每年户均可增收3000元
以上，实现了扶贫工作由“输
血模式”向“造血模式”的转
变。

甘肃省宕昌县甘江头乡张
家山村是中信银行兰州分行定
点扶贫对象，自然条件差，山
大沟深，交通极为不便，是宕
昌 县 最 贫 困的山村之一 。
2019年，中信银行党委响应
国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伟大号
召，紧扣当地生产生活环境
和自然资源条件，提出建设
光伏电站项目，给整体搬迁
贫困村贫困户找到一条长期

稳定的脱贫致富之路，同时通
过设置公益岗位、开展小型公
益事业、设立小微奖励补助等
措施做好收益分配，确保光伏
扶贫政策红利更好惠及贫困群
众。

在甘肃宕昌县，中信银行
除了投入890万元建设光伏扶
贫电站外，还先后投入275万
元用于帮扶村基础设施建设、
专业养殖、扶贫助学和劳务技
能培训，促使帮扶的茹树、扎
峪河、坡里3个村在2017年实
现整村脱贫，被甘肃省委省政
府授予省外帮扶单位“民心
奖”。此外，中信银行还在张家
山村扶贫点投入125万元用于
养殖中华蜂、种植花椒树、发
放助学金、建设扶贫车间及电
商平台等。

2019年，中信银行获中国
银行业协会颁发的“助力打赢

‘三大攻坚战’成效奖”年度大
奖，是10家获奖银行中唯一的
股份制银行。中信银行表示，
未来将继续践行国家脱贫攻坚
战略，努力建设“有担当、有
温度、有特色、有尊严的最佳
综合金融服务企业”，为我国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
力量。 （中信）

中信银行助力脱贫攻坚
打造“有温度的银行”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 1
月1日至3月31日，月消费达标
的苏州农行苏通信用卡客户可享
受0元洗车。

活动期间，上个自然月使用
名下苏州农行苏通信用卡消费满
5笔且累计金额满5000元的客
户，当月可在农行掌银领取“0元
洗车”活动电子票，在有效期内可
到农行指定洗车点出示电子票二
维码享受免费洗车服务。每位客
户每月限领2张电子票，电子票
有效期为领取之日起至当月月
底。每月电子票限5000张，先领
先得，领完即止。（具体参与时间

为：2019年12月、2020年1月、
2020年2月满足条件，可分别于
2020年1月、2月、3月参与领票）。

活动期间，符合条件的客户
在农行掌银—“信用卡”—“精
品秒杀”栏目领取电子票，电子
票有效期内在指定洗车点出示电
子票二维码 （掌银：我的优惠
券）享受一次免费洗车服务。洗
车服务仅限7座以下私家车，且
可能因洗车点不同有所差异，特
殊车辆、精洗等附加服务以及春
节期间/前后的洗车差价由客户
自行承担，具体以洗车点对外告
知为准。

农行苏通卡请你0元洗车

本报讯 （融媒记者徐驰）
新春将至，农行信用卡年终大
回馈，刷卡好礼笔笔抽加上小
积分抽大奖，众多好礼等你来
拿。

1月 6日至3月 31日，农

行信用卡主卡持卡人 （附属
卡、商务卡、准贷记卡、百联
通卡、航空联名卡除外）单笔
消费（限人民币交易）每满66
元即可获得一次当日抽奖机
会，登录农行掌银专属活动页

面赢取10元手机话费。每次抽
奖将自动扣除客户名下6个个
人积分。

活动期间，农行信用卡主
卡持卡人 （附属卡、商务卡、
准贷记卡、百联通卡、航空联
名卡除外）可登录农行掌银专
属活动页面，使用666积分抽
取10元手机话费。每次抽奖将
自动扣除客户名下666个个人
积分，抽奖次数不限。

农行双重礼等你来开启

本报讯 （融媒记者徐驰）
即日起，只要注册成为中行手
机银行新客户，即可获得50元
话费。

活动参与方式有三种：打
开“中国银行微银行”公众号
首页，找到下方菜单栏，点击

“微生活”，选择“50元新客

礼”，即可进入注册页面；也可
以打开“中国银行财富金融”
公众号首页，找到下方菜单
栏，点击“服务荟”，选择

“50元新客礼”，即可进入注册
页面；打开“中国银行苏州分
行”公众号首页，找到下方菜单
栏，点击“服务·行”，选择“50元
新客礼”，即可进入注册页面。

中行手机银行新客送话费

2020年开年第一天，Wind
资讯发布“2019年NAFMII债
务融资工具承销排行榜”，兴业
银行以5200亿元的主承销规模
和795只的承销数量，蝉联市场
第一，连续8年领跑股份制银
行。

债券市场作为我国资本市场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确保货币政策有效传
导、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和金融
资源的有效配置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存量
规模超过95万亿元，仅次于美
国，位居全球第二。

2019年兴业银行以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发挥债
券业务优势，积极支持精准扶
贫、绿色发展、区域协调发展、
民营企业等我国经济重点和短板
领域融资需求，先后为京津冀、
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区域206

家企业承销债券2756.61亿元，
助力建设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
极；落地绿色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资 工 具 11 只 ， 市 场 份 额
14.60%，承销规模位列全市场
第一，加快我国经济绿色转型发
展；纾解民营企业融资难，为
32家民营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
具253.03亿元，并创设搭配信
用风险缓释凭证（CRMW），有
效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

兴业银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
陈伟表示，未来，兴业银行将继
续坚持“商行+投行”战略，深
入推进投研、投承、投销一体化
建设，为客户提供“融资+融
智”综合化服务方案，推动投行
业务加快从持有资产向交易管理
资产转变。目前兴业银行已建立
了多渠道资产流转体系，并于
2019年12月推出“兴财资”资
产推介平台，实现企业客户融资
需求与各类金融机构投资需求的
高效精准对接，满足实体企业

“股”“债”“贷”“投”各类财
务、财富、财智需求。 （小兴）

2019债券承销榜出炉
兴业银行蝉联市场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