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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手上的 VIP还香吗
继爱奇艺后，腾讯视频VIP 今日 0点起涨价

国内的视频网站一直在等一个涨价
的机会。
在过去的十年间，几乎所有平台的负

责人在谈到VIP 会员费用时，都会用“价
格低”来形容。
这个“低”，不仅对应平台多年来对内

容的高投入，也是和奈飞 Netflix、Dis-
ney+等一系列海外视频平台相比的结果。
不过，由于国内用户习惯于低价服

务，涨价往往会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
于是，平台的尝试仿佛总是走一步退

三步：这边频繁试水“超前点映”等全新
的付费模式，那边又在逢年过节时不遗
余力地打折，用五折甚至更低的折扣留住
用户。
而伴随用户量逐渐见顶，长视频平

台终于开始了新的举措：去年 11 月 13
日，爱奇艺率先对 VIP 价格体系进行调
整，调整后的六档价位从 19 元到 248 元
不等。
开弓没有回头箭。据爱奇艺 2020 年

的财报显示，调价之后，订阅会员总数有
一定的下滑，但全年会员收入依然实现了
同比增长。也就是说，涨价或许在一定时
间内对会员数有一定影响，但考虑到主流
消费群体的版权意识与付费意识早已全
面崛起，为优质内容服务买单依然是大势
所趋。因此，调整会员价格，既是长视频平
台在用户强付费意愿基础上的可行性探
索，也是行业跳出阶段困境、实现健康运
转的必要尝试。
在这个背景下，坐拥 1.23 亿付费用

户的腾讯视频，也顺理成章地选择涨价。从

目前公布的方案看，腾讯视频VIP 将价格
体系分为“连续”和“非连续”两大部分，
其中连续付费用户上涨较少，单月从 15
元 /月调整为 20元 /月；非连续用户的涨
幅较大，年卡由 198元调整为 253元。
当然，或许是有了试水“超前点映”

的经验，针对开启会员模式以来的首次涨
价，腾讯视频也给用户留下了缓冲：凡是
在 4月 10日零点前已经是腾讯视频VIP
自动续费状态的用户，若不更改当前自动
续费状态，在 2022 年 4 月 17 日零点前，
继续享有调价前价格续费的优惠。

对于几家平台的涨价举措，网友有两
种不同的声音。
一是表示理解，“也就是多一杯奶茶

钱”。二是依然无法接受，质疑VIP 的价
值缩水，“都说要比肩 Netflix，但内容跟
得上吗？”
必须承认，国内尚未有单一平台能像

Netflix 一样给用户留下“凡我出品，必
属精品”的印象，但在提升直播内容质量
方面，各大平台确实投入了大量努力，推
动行业向前。和十年前相比，今天用户能
看到的内容显然更为丰富：从窗口期越来
越短的院线大片，到独家定制的垂直内
容，再到比肩电视台的大制作、大投入，这
些优质内容背后都是高昂的成本。
与此同时，视频网站的制播水准也已

经上了一个台阶。以爱奇艺为例，2020 年
“迷雾剧场”作品《沉默的真相》《隐秘
的角落》大获成功。而敢在价格上与
之叫板的腾讯视频也连续制播

了大量优质内容，仅今年开年，就有《长
歌行》《创造营 2021》《斗罗大陆》等大
制作登场。
更重要的是，在涨价之后，各大平台

还有海量的优质内容蓄势待发。如腾讯视
频的待播古装大剧 《千古玦尘》《青簪
行》《斛珠夫人》，现实题材剧《繁花》
《乔家的儿女》，创新题材《三体》和“鬼
吹灯”系列；爱奇艺的迷雾剧场也纳入了
《谁是凶手》《平原上的摩西》等。这些多
元的内容，可以极大程度满足多年龄段、
各圈层用户的期待。
从这个角度上说，“VIP 还香不

香？”，或许不是一个可以迅速得到解答
的问题，它考验的是平台持续输出精品内
容的能力，考验的是平台不断提升服务体
系的决心。毕竟，更高的付费，应该等同于
更优质的体验，不是吗？

晨报记者 曾索狄

上周，腾讯视频 VIP 方面宣布，自 4 月 10 日零点起实行新的 VIP 价格，新价格将调整为连续包月 20 元、包季 58 元、包年
218 元，非连续 VIP 月卡 30 元、季卡 68 元、年卡 253 元。

这是继爱奇艺于去年四季度宣布实行新价格以来，又一国内视频平台巨头选择更新 VIP 会员体系和相应价格。 事实上，
此次涨价早有预兆———早在 2020 年的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腾讯高管就曾透露，目前每月 20 元的视频订阅价格偏低，
将来有机会将会调整。

如今靴子落地，国内两大长视频巨头都已选择涨价，更多的网友开始讨论：涨价之后，手里的 VIP 到底还香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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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孙俊毅

本周六被列入中国体育彩票足球竞彩项
目的赛事包括英超、西甲等，其中不乏皇马VS
巴萨这样的焦点战。

周六 024 英超 11 日 00:30
水晶宫 VS 切尔西

水晶宫上轮联赛在客场 1 比 1 战平埃弗
顿，拿到近 5 轮联赛的第三场平局，水晶宫也
是本赛季主场平局率较高的球队之一。

切尔西上轮联赛主场 2 比 5 惨败给西布
朗，主教练图赫尔尝到了执教“蓝军”以来的首
败，而且还是切尔西在英超历史上主场遭遇的
最大比分失利（净负 3 球、狂吞 5 球），好在球
队立刻调整状态，在本周中的欧冠赛场 2比 0
击败波尔图，重新找回信心。虽然上轮联赛切尔
西丢了 5 球，但图赫尔上任之后，球队在各项
赛事 16场比赛先后完成了 13 次零封，防守还
是值得信赖。
竞彩让球推荐：
水晶宫（+1）VS 切尔西 负

周六 025 德甲 11 日 00:30
斯图加特 VS 多特蒙德

上轮联赛斯图加特在主场 1 比 0 小胜不
莱梅，联赛主场取得三连胜。值得一提的是，斯
图加特近 5个主场 4 胜 1 平，而球队此前在本
赛季的主场里还未尝胜绩———意味着球队近
期的主场表现有了很大改观。

多特蒙德最近状态一般，周中的欧冠客场
1比 2不敌曼城，此前在联赛中相继输给法兰
克福、战平科隆，甚至在近 6场比赛中，他们只
击败了柏林赫塔一个球队。本赛季首回合，斯
图加特在客场 5比 1狂胜多特。
竞彩让球推荐：
斯图加特（+1）VS 多特蒙德 胜

周六 035 西甲 11 日 03:00
皇马 VS 巴萨
皇马周中欧冠3比1击败利物浦，各项赛事

取得了五连胜，巴萨状态也不错，上轮联赛他们
虽然只是1比0小胜巴利亚多利德，但联赛豪取
六连胜的他们已经只落后领头羊马竞1分，而第
三名皇马目前落后巴萨2分、落后马竞1分，本
场国家德比或将影响本赛季西甲的争冠格局。
皇马本赛季联赛主场14战 10胜 1平 3负

胜率71.4%，主场场均进1.79球失 0.64球，巴萨
客场 14战 10胜 1平 3负胜率 71.4%，客场场
均进 2.21 球失 0.74 球。梅西去留近期又成焦
点，有消息称俱乐部新任主席拉波尔塔将给其提
供一份终身合同。本赛季首回合皇马客场3比 1
取胜，加上上赛季主场 2比 0完胜巴萨，齐达内
已经连续两次率队击败巴萨。从赛前数据看，倾
向于巴萨客场不败。
竞彩胜平负推荐：
皇马 VS 巴萨 平/负

西甲上演国家德比
巴萨客场不输皇马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8 日电

8日在加拿大卡尔加里进行的 2021 年男
子冰壶世锦赛循环赛中，中国队状态不佳分别
负于德国队和日本队，遭遇连败。
世锦赛 2日开赛，共有 14支队伍参赛。中

国队到目前为止出战 12 场比赛，其中两场获
得胜利，剩余 10场告负。

本届世锦赛前六名将直接晋级 2022 年北
京冬奥会。作为东道主，中国队自动获得北京冬
奥会参赛资格。

男子冰壶世锦赛
中国队遭遇连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