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整个教育行业来看，‘网
师’这个词可能比‘网红’还要再
热一些。”

从 2016 年 到 2017 年 ，
CCtalk平台的网师的数量呈现4
倍增长，而2017年Q4新增网师
量则是Q1的7倍，“也就是说，
网师群体的增速越来越快。”

截至目前，距离CCtalk催生
“网师”群体已恰好1周年，2017
年度网师报告也同步披露。

统计数据显示，网师来自全
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覆盖
全球65个国家。从退休教师到
在读大学生，网师的年龄和身份
不断延伸，“一个人人为师的时
代正在到来，网师经济将成为互
联网教育发展的新动能。”沪江
创始人、董事长兼CEO伏彩瑞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

一边是高速增长的在线教
育需求，一边是网师群体的快速
壮大，如何扶持网师从单打独斗
的个体化经营思维，到专业化、
品牌化、智能化服务管理转型，

成为在线教育未来发展关键问
题之一。

现场，首个百万网师俱乐
部也同时成立，平台综合业务
量TOP100的网师成为首批联盟
成员，“他们将率先享受到不同
层级的平台打包服务，行业高
交流平台、核心企业运营管理
系列培训课程，以及渠道、运
营、策划等多方面的 CCtalk 平
台资源。”沪江合伙人、CCtalk
CEO陆坚透露。

据了解，专注于西方人文科
学的“孤独的阅读者”，口碑名师
Luckydog，韩语名师泪沉，E飞英
语创始人许华，深耕“正面管教”
的桂智伟，倍开心教育创始人颜
远绅，行测名师、E思维创始人
许跃飞，二语习得第一人贾晨
飞，厚薄教育等明星网师和机构
均入选首批成员。

陆坚表示，“新时代有价值的
IP，是人与内容的结合体。CCtalk
将继续发挥技术的价值，帮助更
多网师实现IP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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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百万网师创业俱乐部成立

“网师经济”加速实现知识变现
随着政策的利好和

资本的助力，在线教育
正进入快速增长期，随
之催生的“网师经济”也
在加速壮大。近日，
CCtalk宣布成立业内首
个百万网师创业俱乐部

“汇智联盟”，持续赋能
网师群体。沪江创始
人、董事长兼CEO伏彩
瑞表示：“新经济催生新
职业，随着网师群体的
逐步崛起，中国互联网
教育会迎来新的变革和
机遇。” 青年报 王霞

猎上网发布
年度猎头白皮书

近日，猎上网《2017-2018
年度猎头行业发展白皮书》发
布，对去年国内猎头行业的发展
及行业变化进行解读。

猎头全行业数据表明，一线
城市是猎头们开展业务的“主阵
地 ”。 其 中 ，上 海 拥 有 高 达
20.97%的猎头，占总体量的1/5
以上，为猎头分布最多的城市，
北京和深圳分列第2、第3名。而
IT互联网依然是最受猎头们喜
爱的行业，数据显示该行业的企
业都比较“大方”，平均佣金一直
稳居高位，也是百万顾问做单最
多的行业。值得注意的是，传统
而强势的制造业，佣金相对于
2016年出现大幅度的负增长，整
体降低了31.34%。这从侧面反
映出制造业正面临行业性困局。

“猎头平台的价值在于打破
猎头企业之间的信息壁垒，拉近
猎头、人才和企业三方的关系，
进行更合理的资源配置。”白皮
书显示，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当
下，成都正迅速崛起，繁荣和变
革将同在，而IT互联网的发展
也将越来越离不开猎头。

青年报 王霞

天猫国际年度
消费报告出炉

近日，CBNData联合天猫国
际发布《2017天猫国际年度消
费趋势报告》，基于 2015 年-
2017年的阿里数据，全方位洞
察消费特征和行业趋势，还原进
口消费群体的国际化消费方式
和生活态度。

《报告》显示，现阶段跨境进
口零售电商市场75%以上为B2C
综合电商平台，2017 年第 4 季
度，天猫国际以27.6%的市场份
额持续位居跨境进口零售电商
市场首位，网易考拉海购和京东
全球购分别位居第2、第3位，跨
境电商前 3 名市场份额已超 6
成。从进口消费群体来看，90后
和 95 后人群属进口消费新势
力，爱尝鲜、轻奢生活、抗初老则
是他们的3大消费特征。

此外，从2015年到2017年，
天猫国际消费人数增长了3倍，
且购买频次不断上升。不仅消
费习惯日趋常态化，购买品类也
越来越精细化，而一、二线城市
90后和95后女性消费者则成为
了这场进口消费升级的引领者。

CBNData高级数据分析师王
晴雯表示，伴随网络技术环境改
善，物流水平进步，跨境电商行
业在过去几年内快速发展，跨境
消费已然成为热潮，“常态化、精
致化、品质化、内容化”已成为进
口消费的4大趋势。

青年报 王霞

青年报 王霞

随着外卖成为人们日常用
餐方式“第三种常态”，如今春
节期间用户的网络订餐需求也
依旧旺盛。据美团外卖公布的
历史数据显示，从 2015 年到
2017年，每年春节外卖订餐人
群的比例都在增长，2018年春
节期间的外卖订单量预测还将
更高。

为解决假期餐饮商户闭店
导致的“用餐难”问题，美团外
卖近日宣布，将在2018年春节
期间保持正常运营，方便消费
者节日用餐。另据美团外卖业
务负责人介绍，其间还将同时

推出年夜饭预定、购年货等新
年活动。

鉴于春节期间外卖的商户
状态、用户购买状态及活跃骑
手状态均会与平日有较大差
异，美团外卖业务负责人表
示，将从商户端和骑手端两个
方面做好准备，以确保春节期
间正常提供服务。“据大数据分
析预测，春节期间的订单将集
中在社区区域，而白领区域、校
园区域的订单会急剧减少，与
常规的外卖订单分布差别很
大。这既是红利，亦是挑战。”

早在节前1个月，美团外卖
便已开始调研商户在春节期间
的经营情况，以掌握合作商户

一手资料。据预测，春节期间
全国将有数10万餐饮商家保持
在线经营，包括便宜坊、金百
万、将太无二等多家全国连锁
餐饮品牌，消费者在节日期间
依旧可以光顾喜爱的品牌。此
外，美团外卖还联合平台上的
优质品牌餐饮商户推出年夜饭
套餐预定活动，即日起至除夕
当夜，用户都可以提前下单锁
定套餐。

同时，利用外卖平台购年
货礼物也是今年春节的消费新
趋势之一，大量商超类商户都
透露将在春节期间保持在线营
业，坚果礼盒、水果礼盒、地方
特产等节日必备年货可以在美

团外卖商超品到快捷购买。
骑手调度方面，美团外卖

将对春节假期中每天的订单量
进行预判，将预估单量转换为
运力需求，并以此开展相应运
力储备。

“在美团外卖系统中，每天
有上亿的骑手送餐时间、地址、
位移等数据，持续积累成为海量
的数据库，可以根分析看到哪些
小区、哪些住宅是对外卖需求比
较大的，哪些餐厅是仍然营业
的，哪些骑手是在岗的。综合这
些数据，美团外卖可以实施智能
配送，这就可以满足不同地区消
费者的各种订餐需求”。美团外
卖相关负责人表示。

美团外卖春节“不打烊”大数据助力骑手调配

现场，CCtalk还为优秀网师
颁发包括课程设计、霸屏互动、
暖心服务、潜力新秀、营销达人、
魅力外教、粉丝收割机、平台长
情陪伴等在内的19个奖项。

其中，“2017 年度人气网
师”通过用户在线投票形式决
出，在语言教学领域耕耘多年、
拥有3万多名付费学员的“大魔
王”卞恺以23464票的总票数夺
得该奖项。

据艾瑞咨询日前发布的
2017年《中国B2B2C在线教育平
台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
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预计达
到1941亿，同比增长约30%；未
来几年，中国在线教育的市场增
长势头保持稳健，预计在2019年
其市场规模将达到2727亿元。

“网师”这一群体，曾于
CCtalk 2016年举办的业内首场

“网师大会”上被首次定义：“网
师主要是指那些能够充分利用
互联网进行教学，并能在平台上
获得持续的收入，能在教学过程

中收获尊严和乐趣、拥有独立人
格的群体。”

据了解，目前已有超过3万
名网师、数千家优质内容及教学
机构入驻 CCtalk 平台，累计课
程数量85万节，服务学生超过
1000 万名。2017 年，CCtalk 平
台业务量实现“阶梯式”增长，平
台GMV连续3个季度的平均环比
增速超过150%，同时用户日活、
用户数量、流水相较2016年度
分别增长了8倍、10倍、30倍。

“在在线教育高速发展、知
识付费理念兴起的行业环境下，
网师愈加希望通过互联网拓展
教育输出渠道，同时在知识变现
方面的需求日渐上升。”艾瑞认
为，以 CCtalk 为代表的开放平
台连接教育供需双方，在教学、
技术、营销、生态等方面具备突
出优势，以提供在线教育支持服
务的方式为网师赋能，补充其缺
乏技术、运营、营销能力和推广
渠道的短板，形成互利双赢关
系。

新兴群体迎来知识变现新时期网师群体加速增长 CCtalk持续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