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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双周刊 

第六十九期（2014 年 10 月 13 日-10 月 26 日） 

一、 热点评析及投资研判 

本期主题：电子竞技和游戏视频服务行业探讨 

1. 事件简述 

2014 年 8 月 26 日，亚马逊正式宣布，以 9.7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成立于

2011 年 6 月的游戏直播和游戏视频分享平台 Twitch，收购后 Twitch 仍将保持

独立运营。Twitch 早期只是 Justin.tv 的一个游戏板块，但由于该游戏板块极受

欢迎而被分离出来独立运营。Twitch 具有惊人的流量数据，根据 BI intelligence

的数据统计，Twitch 视频直播流量在美国境内全网视频直播流量的占比超过

43%，就美国互联网流量峰值而言，Twitch 排名第四，仅次于 Netflix、

Apple、Google。目前 Twitch 的用户总量已超过 5500 万，平台整体活跃度和粘

性均很高，每用户每天在 Twitch 上观看视频内容的平均时长达 106 分钟。对

于一直想进入游戏市场和想拓展内容的的亚马逊来说，收购 Twitch 是一个良

好的切入点。亚马逊对 Twitch 的并购给中国的的游戏视频直播领域带来了更

多的关注，资本层面也开始对国内游戏视频直播领域进行投资和布局。 

本期话题我们将对游戏视频直播行业进行简要评析。 

2. 市场分析 

 游戏视频直播：依托于电子竞技而成长的领域 

游戏视频播放行业是一个最早依托于电子游戏竞技赛事而成长起来的细

分领域。早期的电子游戏竞技赛事奖金低，参赛游戏的类型有限，极大限制

了赛事的影响力和发展。随着各大游戏厂商对电子竞技行业的投入，可参与

竞技的游戏项目不断增多（DOTA2、英雄联盟、穿越火线、炉石传说等），

电子竞技比赛的总奖金的最高额度不断刷新，2014 年中国战队赢得了 TI4 大

赛 DOTA2 的世界冠军，获取的总奖金高达 3100 万元人民币，高额的奖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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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着大家对该产业的认可，代表着电子竞技行业崛起的时代已经到来，从

观众数和奖金数来看电子竞技比赛所受到的关注度已经可以比肩各大类型的

传统体育赛事。作为电子竞技行业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游戏视频直播领域

将随着电子竞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崛起。 

 游戏直播行业的发展历程：从文字到多元化的内容途径 

早期的游戏直播行业的发展是技术驱动型。在带宽和电脑设备的局限

下，第一阶段的游戏直播拘泥于文字和短篇战报的模式，只能获取较少粉丝

用户的关注。第二阶段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电脑设备的更新，游戏比赛开始以

选手录制的比赛视频出现，主要还是以赛事重播为主。第三阶段开始有专人

对游戏比赛的视频进行配音解说，配有解说的游戏直播视频成为普通玩家具

有观赏性的电子竞技内容和狂热玩家的学习内容，这一阶段游戏直播业进入

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游戏直播视频的观看量和观看时长都取得了较快的

增长。游戏直播行业发展的第四阶段将是一个四屏联动的时代，是一个技术

门槛不断降低的阶段，普及的宽带资源和免费易用的直播软件使人人都可以

成为游戏视频的直播者，能够更深度的参与到这个领域中。 

 游戏直播视频行业的盈利模式：在探索中前行 

游戏视频行业的模式仍然处于探索阶段中，中国、美国和韩国皆有不同

的盈利侧重方式。以被亚马逊收购的 Twitch 为例，其主要通过广告和频道订

阅的方式获得盈利，用户可以作为整个网站的会员缴纳会费，享用海量的游

戏视频内容，也可以选择针对某一个自己关注的主播的频道进行付费，产生

足够高订阅量的主播将能获得其视频带来收入的分成。总体而言，美国的游

戏视频直播平台的盈利特点还是以用户为内容付费为主。而韩国的游戏视频

直播网站的盈利模式以商业广告运营变现的方式实现盈利，内容付费较少。

从中国现阶段来看，两种商业模式都不太适用，中国的游戏视频直播行业的

社交属性更加强烈，可以看作是垂直类的秀场运营模式，用户在视频直播平

台观看解说和直播的同时通过付费给自己喜欢的主播予以支持，同时也在平

台上进行类秀场式道具的消费作为娱乐。中国的游戏视频直播网站的盈利模

式仍在探索中，其他的尝试包括将平台的用户做电商转化，销售电脑硬件和

周边设备、玩家通过付费与职业玩家或主播进行对战和互动等。但这些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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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都未能带来足够高的收入，因此中国的游戏视频直播行业仍需在探索中

前行。 

3. 投资观点 

 游戏视频直播平台是电子竞技产业的重要环节 

游戏直播平台在电子竞技的产业链中处于一个链接各个环节的重要位

置，用户、游戏厂商、主播、主播经纪公司、广告主都将通过游戏直播平台

汇聚在一起并实现自身的价值。游戏视频直播平台依托于电子竞技行业成

长，同时也将成为电子竞技行业的驱动者，游戏视频直播平台将更多的成为

电子竞技比赛的主办方、联合投资方。投资游戏视频直播平台是对电子竞技

行业的一个良好的切入点。 

 游戏视频直播平台格局暂未明朗，未来竞争加剧 

自 2013 年起，多个国内游戏直播平台开始兴起，其中独立垂直类的包括

斗鱼 TV、PLU、风云直播，以及大型游戏厂商参与设立的战旗 TV、火猫

TV，还有跨界进入游戏直播的 YY 游戏直播等。在目前市场规模还不大的游

戏视频直播市场，竞争已在不断的加剧，各大平台不断的通过高薪聘请知名

主播和职业玩家的加盟来提高自身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在高额的带宽成本和

主播成本的挤压下，那些未能快速找到良性的盈利模式的游戏视频直播平台

将被淘汰，部分专业的游戏视频内容提供商和运营商可能受益于未来几年的

平台竞争。 

 游戏视频直播平台竞技项目多元化，提高行业的整体用户基数 

根据艾瑞咨询的统计，游戏视频直播的核心用户约 2800 万，占总游戏用

户的 10%，端游用户的 46%。游戏视频直播潜在用户的提升空间还很大，需

要针对页游和手游开发竞技类项目来提高行业的整体用户基数，把电子竞技

从端游延展到各类型游戏来提高游戏视频直播领域的整体收入。 

二、 文化产业重要政策动向 

1. 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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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10 月 20 日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

见》：目标到 2025 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 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

数达 5 亿，体育产业总规模超 5 万亿元。《意见》提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

职能，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抓好潜力产业，以足球、篮

球、排球三大球为切入点，加快发展普及性广、关注度高、市场空间大的集

体项目，推动产业向纵深发展。 

2.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做好养生类节目制作播出工作的通

知》，要求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电视养生节目只能由电视台策划制作，不

得由社会公司制作。出现宣传药品、保健品、食品、医疗器械、医疗机构等

产品或服务，宣传联系电话、方式、地址等六类行为均属于变相发布广告，

需严格按照广告管理规定进行管理。同时要求各级广电播出机构停播‚健康

365‛、‚杏林好养生‛两档违规养生类节目。 

3. 文化部 

文化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我国文艺评奖制度将改革，艺术创作将出

社会效益具体评价、考核标准。文化部将于近期召开座谈会，并举办专题研

讨班，坚决防止只看重票房、收视率、点击量等现象；或将在明年设立一个

关于艺术评论体系构建和引导计划。 

三、 国内外重要业内资讯 

1. 国内投资动态 

2014 年 10 月 13 日 - 10 月 26 日 VC/PE 投资事件 

融资时间 交易 投资机构 交易金额 融资币种 融资性质 行业分类 

2014-10-13 挂号网 腾讯 N/A  VC-Series 

C 

互联网信

息服务 

2014-10-13 Cloudcad

e 

IDG 资

本 

155.00  万美元 VC-Series 

A 

应用软件

服务 

2014-10-13 小区无

忧 

N/A 2,000.00  万美元 VC-Series 

B 

互联网信

息服务 



                                                                 

第 5 页/共 17 页 

 

2014 年 10 月 13 日 - 10 月 26 日 VC/PE 投资事件 

融资时间 交易 投资机构 交易金额 融资币种 融资性质 行业分类 

2014-10-13 亲加通

讯云 

英特尔投

资 

N/A  VC-Series 

A 

应用软件

服务 

2014-10-14 电话帮 晨兴创投

/龙腾资

本/纪源

资本 

N/A  VC-Series 

A 

基础软件

服务 

2014-10-14 宠宠熊 N/A 1,000.00  万元 VC-Series 

A 

互联网信

息服务 

2014-10-14 蜜娱乐 昆仲资本 N/A  VC-Series 

A 

应用软件

服务 

2014-10-15 中劳网 青岛市大

学生创业

投资基金 

500.00  万元 VC-Series 

A 

互联网信

息服务 

2014-10-15 Minerva 真格基金

/涌金集

团/标杆

资本 

N/A  VC-Series 

B 

互联网信

息服务 

2014-10-15 驴妈妈 N/A 3.00  亿元 VC-Series 

D 

互联网信

息服务 

2014-10-16 宅急送 复星集团

/招商昆

仑 

N/A  VC-Series 

A 

其他寄递

服务 

2014-10-17 e 代驾 光速创投

/经纬中

国 

500.00  万美元 VC-Series 

D 

应用软件

服务 

2014-10-17 博卡软

件 

华创资本

/阿米巴

资本 

3,000.00  万元 VC-Series 

A 

应用软件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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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13 日 - 10 月 26 日 VC/PE 投资事件 

融资时间 交易 投资机构 交易金额 融资币种 融资性质 行业分类 

2014-10-18 Beijing 

Longhe 

Longshe

ng 

Cosmetic

s Co., 

Ltd. 

天图资本 N/A  VC-Series 

A 

邮购及电

子销售 

2014-10-19 自化创

意 

N/A 200.00  万美元 Angel 互联网信

息服务 

2014-10-20 快的打

车 

N/A N/A  VC-Series 

D 

应用软件

服务 

2014-10-20 掌上必

赢 

乐顺创投

/联创策

源 

1,000.00  万元 VC-Series 

A 

应用软件

服务 

2014-10-20 彩票宝 盛大资本 N/A  VC-Series 

A 

互联网信

息服务 

2014-10-21 伊赐诺 上海桂星 700.00  万元 VC-Series 

A 

其他计算

机服务 

2014-10-21 OneAP

M 

经纬中国

/成为资

本 

7,000.00  万元 VC-Series 

B 

应用软件

服务 

2014-10-21 乐蛙科

技 

英特尔投

资 

N/A  VC-Series 

C 

应用软件

服务 

2014-10-22 爬爬步

步 

N/A 60.00  万元 Angel 其他食品

零售 

2014-10-23 欣欣旅

游网 

厦门隆领

投资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1.59  亿元 VC-Series 

B 

互联网信

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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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13 日 - 10 月 26 日 VC/PE 投资事件 

融资时间 交易 投资机构 交易金额 融资币种 融资性质 行业分类 

2014-10-23 农易物

联网 

上海农易 1,000.00  万元 VC-Series 

A 

应用软件

服务 

2014-10-23 无忧英

语网 

红杉中国

/顺为基

金/DCM 

5,500.00  万美元 VC-Series 

D 

互联网信

息服务 

2014-10-23 口袋购

物 

腾讯 3.50  亿美元 VC-Series 

C 

邮购及电

子销售 

2014-10-23 MOOV 榕树投资 300.00  万美元 VC-Series 

A 

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 

2014-10-23 阿姨帮 祥峰集团

/顺为基

金/联创

策源 

N/A  VC-Series 

C 

应用软件

服务 

2014-10-24 旅伴网

络 

N/A N/A  Angel 其他未列

明的商务

服务 

2014-10-25 阳光印

网 

N/A N/A  Angel 邮购及电

子销售 

2. 国内新闻 

 【新浪科技】10 月 14 日，国内首个‚云端一体‛的移动应用云服务提供

商 APICloud（apicloud.com）透露，已在年初公司创立时就获得北极光创投领

投的 500 万美元融资。 

【新浪科技】10 月 14 日，美国第二大零售商 Costco 宣布与天猫国际合

作，Costco 将在天猫开设官方旗舰店从而进入中国市场。Costco 还将参加双

十一活动，部分商品五折。 

【新浪科技】10 月 14 日，阿里启动千县万村计划，三至五年内投资 100

亿元，建立 1000 个县级运营中心和 10 万个村级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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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科技】10 月 14 日，因重组还在停牌中的百视通和东方明珠公告，

两公司的第一大股东都将变更为上海文广。 

【新浪科技】10 月 14 日，众信旅游公告，拟 6.3 亿元收购国内领先的出

境游批发商竹园国旅 70%股权，估值 9 亿元。 

【新浪科技】10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

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低俗不是通俗，欲望

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 

【新浪科技】10 月 15 日，阿里巴巴发布无线开放战略，正式启动‚百川

商业‛计划，在该计划中阿里将分享阿里无线资源，重点从技术、商业、数

据等方面为移动开发者提供基础设施服务，以此构建‚云+端‛的移动商业生

态圈。 

【新浪科技】10 月 15 日，苏宁云商公告，计划将公司麾下 11 家门店资

产转让给中信金石基金管理公司，成立私募投资基金，作价不低于 40 亿元人

民币。 

【新浪科技】10 月 15 日，美盛文化披露定增预案，拟 21.29 元/股价格非

公开发行合计 173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36831.7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

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贝因美集团子公司比因美特参与认购。 

【新浪科技】10 月 15 日，中科云网发布公告正式复牌，并发布系列公

告，信用评级机构鹏元资信将其债券信用等级下调为 BBB，公司长期信用等

级下调为 BBB，评级展望为负面。 

【新浪科技】10 月 15 日，盛大集团宣布任命黎洋为盛大资本的合伙人。

黎洋拥有 10 年以上的投资银行和风险投资领域工作经验，在加入盛大之前，

黎洋在一嗨租车集团担任董事兼首席财务官。 

【新浪科技】10 月 15 日，中国联通携手中国国航独家推出买国际机票送

国际流量活动，这也是国内运营商首次免费赠送客户国际数据流量。 

【新浪科技】10 月 15 日，滴滴打车与乐居合作，为乐居用户提供看房、

购房期间的打车及商务租车等方面的服务及优惠政策；同日，快的打车与搜

狐焦点合作，为搜狐焦点的用户提供外出看房的打车优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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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科技】10 月 16 日，游族网络公告，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9800 万元

受让目标合伙企业西藏晨麒投资中心合伙人嘉兴大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所持有的晨麒投资 9.5%的财产份额。 

【新浪科技】10 月 16 日，上海自贸区将在洋山保税港区搭建中国首个国

际高科技文化装备产业集聚平台，以加快文化装备产业发展。 

【新浪科技】10 月 16 日，阿里旗下蚂蚁金融服务集团正式成立，旗下拥

有支付宝、支付宝钱包、余额宝、招财宝、蚂蚁小贷及筹备中的网商银行等

品牌。 

【新浪科技】10 月 16 日，阿里小微金服今向外界展示了支付宝钱包已着

手构建的未来医院、未来商圈、未来出行等板块，未来支付宝将采用人脸识

别、声纹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更加安全人性化。 

【新浪科技】10 月 16 日，中国赛马会在北京成立。同时，赛马会马彩工

作组也正式成立，马彩的加入会更加丰富中国体育彩票，所得收入将归入国

家财政、知名慈善机构和赛马产业。 

【新浪科技】10 月 16 日，腾讯拟 6.72 亿港元通过全资附属公司

HongzeLake Investment Limited 入股香港上市公司华彩控股 7.53%，华彩控股为

中福在线/LVT 的独家设备提供商，可提供系统、终端机、技术运营，业务涵

盖视频彩票、新媒体彩票等相关领域。 

【新浪科技】10 月 17 日，58 同城宣布，将斥资 2000 万美金投资国内移

动互联网代驾服务平台 e 代驾，完善移动端布局。该交易预计于本月底完成。 

【新浪科技】10 月 17 日，证监会正式发布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第一，实

施主动退市制度；第二，明确实施违法公司的强制退市制度，欺诈发行和重

大信披违法，一年内交易所作出终止交易的决定；第三，严格市场类强制退

市指标；第四，完善配套制度安排，设置退市整理期，第五，加强退市公司

投资者保护。 

【新浪科技】10 月 17 日，华智控股公告，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交易后，杭报集团将成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华智控股将由仪器仪表制造业企业转变为文化传媒类上市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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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科技】10 月 17 日，掌趣科技公告，拟增资指尖娱乐 3000 万美

元，为公司海外业务拓展提供进一步支持。 

【新浪科技】10 月 17 日，联想集团宣布成立互联网手机业务子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 日正式运营，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中国大区和亚太新兴市场

大区总裁陈旭东出任新公司 CEO。 

【新浪科技】10 月 17 日，京东商城与中国邮政集团强强联手展开战略合

作，共同打造面向三线以下城市电商平台。 

【新浪科技】10 月 17 日，央视 CCTV 发现之旅频道推出食品电商平台

‚发现 GO‛网站，网站总策划是央视金牌制片人时间，定位于各地绿色健康

安全食品、食材，包括土特产。 

【新浪科技】10 月 17 日，阿里云开发者大会上，贵州省宣布‚云上贵

州‛系统平台正式上线。这意味着贵州将成为全国首个基于云计算，建成省

级政府数据共享平台的省份。 

【新浪科技】10 月 17 日，第三方高端理财平台壹财富获得源码资本千万

美元 A 轮投资。 

【新浪科技】10 月 20 日，阿里巴巴发布最新 YunOS 3.0 系统，采用全新

Cloud Card 卡片式桌面，还整合了娱乐休闲、购物、交通等阿里系相关服务。 

【新浪科技】10 月 20 日，江苏民企三胞集团签约收购团购网站‚拉手

网‛，暂未透露价格。三胞集团旗下拥有宏图三胞、南京新百两家上市公

司。拉手网在 2011 年市场高峰期估值达 11 亿美元。 

【新浪科技】10 月 20 日，移动互联网彩票企业‚彩票宝‛获爱施德、盛

大网络 3000 万元人民币投资，出让 20%股权，估值 1.5 亿元。 

【新浪科技】10 月 20 日，O2O 代驾服务‚e 代驾‛获 2500 万美元 C 轮

投资，其中 58 同城领投 2000 万美元，此前投资机构经纬中国、光速跟投。 

【新浪科技】10 月 20 日，P2P 租车网站‚凹凸共享租车‛获经纬中国、

联创策源近千万美元 A 轮投资；此前曾获联创策源与真格基金千万元天使投

资。 

【新浪科技】10 月 20 日，手机游戏新媒体‚掌上必赢‛获策源创投、乐

顺创投 1000 万元人民币天使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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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科技】10 月 20 日，O2O 化妆品和护肤品服务‚花印‛获天图资本

上亿元 A 轮投资，出让 15%股份。 

【新浪科技】10 月 20 日，创意及艺术类在线学习与资讯平台‚自化创

意‛获 200 万美元天使投资，目前正洽谈 A 轮融资。 

【新浪科技】10 月 20 日，理财产品搜索服务在线平台‚搜富 580‛获华

盛基金千万元天使投资。 

【新浪科技】10 月 20 日，‚当当网‛更名‚当当‛，选用一对红色圆形

铃铛作为新 LOGO，口号由‚网上购物‘享’当当‛改为‚敢做敢‘当

当’‛。据悉此次更名换标主要为了转型需要。 

【新浪科技】10 月 21 日，美国在线旅游公司 Priceline 日前又在公开市场

斥资 3 亿美元买入约 300 万股携程美国存托股，自 8 月以来累计投资携程近

10 亿美元，持股比例增至 7.9%。 

【新浪科技】10 月 21 日，中信 21 世纪公告，正式改名为‚阿里健

康‛，并更改股票简称及公司网址，将于 10 月 24 日上午 9 时起于港交所生

效。 

【新浪科技】10 月 21 日，百度财富将携手中山证券正式推出‚百度股

票‛。这标志着券商与互联网的合作已从广告模式进入到搜索模式。 

【新浪科技】10 月 21 日，腾讯联合中科宇图、原道发布环境服务 APP，

该 APP 具有环境监测、噪声监测、手机验证、预警预报等功能。 

【新浪科技】10 月 21 日，奥飞动漫公告：拟以自有资金 6000 万元、1.5

亿元分别设立子公司‚上海奥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主营电商）和‚广东

奥飞实业有限公司‛。 

【新浪科技】10 月 21 日，继 9 月底 1.35 亿美元增持携程后，Priceline 又

在公开市场斥资 3 亿美元买入约 300 万股携程 ADS；累计投资近 10 亿美元，

持股比例增至 7.9%。 

【新浪科技】10 月 21 日，爱施德公告，3000 万元增资全彩时代获 20%股

权。同时澄清由于交易对手未清晰了解上市公司运作要求，提前泄露本次交

易信息。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今日停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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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科技】10 月 21 日，新文化公告，与台湾大宇、华亿传媒签署合作

协议，拟将大宇旗下《仙剑奇侠传》、《轩辕剑》、《大富翁》、《明星志

愿》等知名游戏 IP 融入公司未来的影视、娱乐产品。 

【新浪科技】10 月 21 日，时代出版公告，与安徽移动签署《‚时光流

影‛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安徽移动将通过多渠道积极助推公司‚时光流影

TIMEFACE‛数字平台项目。 

【新浪科技】10 月 21 日，快的打车和网易易信达成合作，将围绕移动出

行展开探索，加速构建移动出行生态。 

【新浪科技】10 月 21 日，主打周末游、周边游的 APP‚周末去哪儿‛获

蓝湖资本 1000 万美元 A 轮投资。 

【新浪科技】10 月 21 日，P2P 网络借贷服务商‚银客网‛获源码资本、

清风资本数千万美元 A 轮投资。 

【新浪科技】10 月 22 日，台湾游戏厂商大宇资讯与大陆影视制作公司上

海新文化合作，将旗下四款经典游戏改编成多部影视作品，包括《轩辕剑－

汉之云》《仙剑奇侠传》《大富翁》《明星志愿》。 

【新浪科技】10 月 22 日，阿里与魅族达成战略合作：魅族将发布一款基

于阿里 YunOS3.0 系统的深度定制旗舰手机 MX4，并计划于双 11 在魅族天猫

官方店实现 10 万台以上现货发售。 

【新浪科技】10 月 22 日，腾讯公告，根据 50 亿美元的全球中期票据计

划，已完成发行 12 亿港元票据。此次发行的 12 亿港元票据年利率 2.90%，将

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到期。 

【新浪科技】10 月 22 日，华策爱奇艺影视公司‚HiMedia‛公布 LOGO

及首轮制作中的四档自制节目：《成人之美》、《新•安室爱美惠》、《好运

宅一块》、《闺蜜星室》，将先后在 2015 年初上线。 

【新浪科技】10 月 22 日，易华录发布定增预案：拟以 29 元/股非公开发

行 5,5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 159,5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75,000 万元用

于偿还公司借款，剩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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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科技】10 月 22 日，短期借款平台‚短融网‛获启赋资本等数千万

美元 A 轮投资。短融网提供低成本短期融资方案，并将这些资产增信后以类

证券化的方式提供给理财人。 

【新浪科技】10 月 22 日，互联网金融网站‚靠谱鸟‛获联想之星 1000

万元种子投资。靠谱鸟提供基于特定信用人群的互联网金融社交平台和众筹

项目资源对接平台。 

【新浪科技】10 月 23 日，国内移动电商平台‚口袋购物‛日前宣布完成

C 轮融资，融资总额 3.5 亿美金，投资方包含 H Capital、老虎基金、Vy 

Capital、DST 以及腾讯，其中腾讯投资 1.45 亿美金，占股比例达 10%。 

【新浪科技】10 月 23 日，在线英语培训机构 51Talk 宣布完成 5500 万美

元 C 轮融资，领投方为红杉资本。 

【新浪科技】10 月 23 日，乐逗游戏母公司创梦天地宣布，已推出全新的

《全民切水果》iOS 版本。 

【新浪科技】10 月 23 日，匿名社交工具无秘将发布全新版本，增加匿名

群聊功能，每个用户可加入由自己朋友创建的群或者是有朋友参与的群。 

【新浪科技】10 月 23 日，传阿里巴巴旗下‚淘宝旅行‛业务已成为独立

公司，并将推出全新在线旅游的独立品牌，新品牌或仍以动物名称命名。 

【新浪科技】10 月 23 日，快的打车完成 C 轮融资，具体方案不详。快的

于今年 4 月完成超一亿美元 B 轮融资，由阿里巴巴领投，一嗨等其他两家机

构参投。 

【新浪科技】10 月 23 日，天舟文化公告，拟通过全资孙公司向日本游戏

企业 ON HOLDING INC 增资 120 万美元，获投后 25%股权。标的估值 480 万

美元。 

【新浪科技】10 月 23 日，企业人力招聘 SaaS 平台‚逸橙科技‛获光速创

投数千万美元 A 轮投资。逸橙主要为 Hr 免费提供简历的精准搜索、智能匹配

等服务。 

【新浪科技】10 月 23 日，K12 学习社区‚魔方格‛获复星昆仲数千万美

元 A 轮投资。魔方格提供同步学习、考试预测、成绩评估、答题竞赛、同学

社交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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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科技】10 月 23 日，中手游宣布，获日本 Sanrio 公司 HelloKitty 等

12 个卡通形象手游改编权。 

【新浪科技】10 月 24 日，天弘基金披露余额宝三季度报告，截至 9 月

底，余额宝规模达到人民币 5349 亿元，一个季度为用户创造收益 57 亿元，累

计创造收益超 200 亿元。 

【新浪科技】10 月 24 日，北京链家地产宣布抵制搜房网，于 11 月 1 日

起停止与其合作。主要原因有三：1.搜房上户效果越来越差，三年来平均每月

买卖端口上户量下跌 80%；2.搜房演变成中介公司，与链家形成竞争关系；3.

搜房网在解决假房源和重复房源上毫无作为，并未给客户提供真实的信息。 

【新浪科技】10 月 24 日，途牛网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

示，德国基金公司 Prime Capital 近期对其股票进行了近 140 万股普通股的增

持，增持总价值 851 万美元，仓储总量达 5271 万美元。 

【新浪科技】10 月 24 日，家政服务应用阿姨帮公司宣布获数千万美元 B

轮融资，资金于上个月已经到账。本次投资由祥峰投资领投，天使轮和 A 轮

的投资方顺为基金和策源创投继续跟投。 

【新浪科技】10 月 24 日，东方明珠和百视通公告，两家公司各自控股股

东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有限公司、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将被上海

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新浪科技】10 月 24 日，乐视网发布前三季度业绩，乐视网前三季度营

业收入 47.45 亿元，同比增长 247.56%；净利润 2.18 亿元，同比增长 18.36%。 

【新浪科技】10 月 24 日，传马云将带队阿里数娱事业部，与包括狮门影

业、迪士尼、维亚康姆、时代华纳等在内的好莱坞公司谈判；旨在收购在线

内容，获得在中国分销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权利。 

【新浪科技】10 月 24 日，传阿里巴巴与中移动洽谈合作，双方有意组建

合资公司单独运作飞信；同时阿里 YunOS 将与中移动终端公司深度合作，推

出基于 YunOS 的终端产品。 

【新浪科技】10 月 24 日，传中电信、中联通将共同出资组建一个 CDN

公司，以改变当前中国 CDN 市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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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科技】10 月 24 日，青岛海尔成立面向开发者的 3.2 亿元智慧家庭

产业基金，寻求智能家居行业的进一步市场化。 

【新浪科技】10 月 24 日，全通教育公告，拟以自有资金 1 亿元设立全资

子公司全通支付，拟布局互联网金融。 

【新浪科技】10 月 24 日，拓日新能公告，拟出资 1 亿元设立全资子公司

‚拓日资本‛，拟进军互联网金融。 

【新浪科技】10 月 24 日，朗玛信息公告，拟 1500 万元投资贵阳梦城互

动科技有限公司，拟加码手游业务。 

【新浪科技】10 月 24 日，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资产管理

办法》和修订后的收购管理办法，以放松管制加强监管，管制为理念，简化

并购重组的行政许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新浪科技】10 月 25 日，中央网信办主任鲁炜在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的

座谈会上透露，我国将加强互联网立法，依靠严密的法律网来打造规范的互

联网。根据国务院授权，国家网信办负责网上内容管理和网上执法。 

【新浪科技】10 月 25 日，传爱奇艺《奇葩说》获美特斯邦威 5000 万元

冠名，创下自制综艺节目的吸金纪录；该节目由蔡康永、高晓松、马东共同

参与，定位‚说话达人‛选秀。 

【新浪科技】10 月 25 日，传湖南卫视全资子公司快乐阳光即将完成 A 轮

融资，估值超 60 亿元人民币；目前已有二十几家大型基金竞标认购，融资结

果预计明年初对外公布。 

3. 国际新闻 

【Bloomberg】10 月 13 日，Twitter 宣布与法国第二大银行 BPCE 集团进

行合作，该合作将允许用户通过自己的 Twitter 进行转账。 

【Bloomberg】10 月 14 日，传谷歌将领投 Magic Leap 总额 5 亿美元的融

资。业内人士认为，谷歌可能会将该公司的技术整合到未来的谷歌眼镜中。 

【Bloomberg】10 月 14 日，法国二手奢侈品电商 InstantLuxe 登陆中国，

卖家将产品寄给平台进行鉴定核实，售出后从卖家抽取 8%-25%的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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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berg】10 月 15 日，软银宣布收购 DramaFever，后者面向英语观

众在线提供韩国电视节目。这是软银在内容领域的最新一笔收购。 

【Bloomberg】10 月 15 日，员工工作表现跟踪软件 VoloMetrix 获得 1200

万美元 B 轮投资，由 Shasta Ventures、Split Rock Partners 等联合投资。 

【Bloomberg】10 月 16 日，全球视频监控第一品牌海康威视与百度共同

宣布达成基于互联网智能视频摄像机的合作，二者的合作的首款智能摄像机

将采用‚百度云?萤石‛双品牌。 

【Bloomberg】10 月 16 日，Netflix 发布 2014 财年第三季度财报，其第三

财季营收 14.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净利润 5900 万美元，同比增长

84%。但 Netflix 美国会员增速放缓，净增会员数不及预期，公司股价大跌近

20%。 

【Bloomberg】10 月 16 日，P2P 网贷社区网贷天眼获联想旗下君联资本千

万美元融资。同时网贷天眼发布 P2P 理财服务平台投友圈。目前君联资本共

管理六期美元基金、两期人民币基金，资金规模逾 160 亿元人民币。 

【Bloomberg】10 月 16 日，高通出价 25 亿美元收购英芯片制造商 CSR，

CSR 股东可获每股 900 便士现金。CSR 在蓝牙、蓝牙智能与语音处理领域处于

领先地位，将在物联网领域助力高通。 

【Bloomberg】10 月 17 日，报告显示，第三季度美国风险投资市场共进

行了 899 笔交易，环比下滑 24%，同比下滑 7%。融资额 110 亿美元，环比下

滑 7%，但同比增长 16%。 

【Bloomberg】10 月 17 日，谷歌公布第三季度财报：谷歌第三季度总净

利润为 28.1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 29.7 亿美元下滑 5%。 

【Bloomberg】10 月 17 日，谷歌推出 Nexus 6 智能手机、Nexus 9 平板、

以及 Nexus Player 三款硬件设备，同时发布 Android L 系统，命名为 Android 

5.0 Lollipop(棒棒糖)，其中新发布的三款新 Nexus 设备成为首批搭载 Android 

5.0 系统的机型。 

【Bloomberg】10 月 17 日，微软 MSN 更名为微软在线网络通讯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将代表微软在中国市场推广微软的在线产品和业务以及广告解决

方案，为中国和国际广告主提供全面数字营销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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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berg】10 月 20 日，特斯拉宣布将在天猫试水售车，并参战天猫

双 11，消费者还可在天猫预约特斯拉试乘试驾。这是特斯拉首次在中国除官

网之外的第三方网站销售整车。 

【Bloomberg】10 月 21 日，雅虎有意以约 7 亿美元收购跨平台数字视频

广告平台 BrightRoll。 

【Bloomberg】10 月 22 日，以色列风险投资公司 Carmel Ventures 宣布，

旗下 Carmel Ventures IV 基金已获得百度等公司的 1.94 亿美元投资。 

【Bloomberg】10 月 22 日，谷歌收购了软件工具提供商 Firebase，后者的

产品可以方便工程师在移动应用和网站之间存储和同步数据。 

【Bloomberg】10 月 22 日，雅虎公布第三季度财报：雅虎发布 2014 财年

第三季度财报营收为 11.48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 11.39 亿美元增长 1%。 

【Bloomberg】10 月 23 日，诺基亚今天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由于电信

运营商增加网络开支，该公司的利润超出分析师预期，并实现自 2011 年以来

首次季度营收增长。 

【Bloomberg】10 月 23 日，传微软已在马来西亚购置逾百英亩地皮，拟

投资约 3.1 亿美元建设资料数据库。 

【Bloomberg】10 月 23 日，传 Twitter 或通过 Fabric 工具包与中国开发者

建立商业关系，进而渗透中国。 

【Bloomberg】10 月 23 日，扎克伯格在清华经管发表中文讲话，并表示

将于明年启动 Facebook 的中国招聘计划。 

【Bloomberg】10 月 24 日，亚马逊股价在周五美国股市的早盘交易中大

幅下跌。亚马逊报告的上季度亏损大于预期，而业绩展望也令人失望。 

【Bloomberg】10 月 24 日，印尼最大网购平台‚Tokopedia‛获软银、红

杉 1 亿美元 E 轮投资。Tokopedia 成立于 2009 年，入驻商家主要为中小店主。 

【Bloomberg】10 月 25 日，谷歌旗下智能恒温器制造商 Nest 周五宣布，

该公司已经收购了智能家用路由器创业公司 Revolv，希望借此进一步打造智

能家居平台。 

【Bloomberg】10 月 26 日，消息称 Twitter 即将收购图片分享服务

Twitpic。后者帮助用户将照片发布至 Twit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