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剧集网端播映表现（6.11-6.17）

长视频
【优酷】发布 2022 待播片单。据介绍，剧集《沉香如屑》《幸福到万家》，综艺《这！就
是街舞 5》，纪录片《幸福中国》《闪耀吧！中华文明》，文化节目《不要回答》等近百部
作品即将上线。
【优酷】宣布调整会员价格。6 月 21 日零时起，月卡调整至 30 元、季卡 78 元、年卡 258
元，88VIP 不受影响。调整后优酷会员价格追平腾讯、爱奇艺。半年来，长视频平台会员价
格普遍上调，去年 12 月，爱奇艺宣布价格调整，黄金会员月卡涨至 30 元，季卡 78 元；今
年 4 月，腾讯视频会员涨价，其中月卡 30 元、季卡 78 元，年卡 258 元。据了解，2020 年
至今，多家视频平台相继多轮调价，优酷上一次调价在 2017 年。
【优酷】单立人喜剧关联公司北京单立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优酷信息技术（北
京）有限公司退出股东行列，新增北京大鱼快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股东。股权穿透图显示，
后者由阿里巴巴文化娱乐有限公司直接持股。

短视频
【抖音】6 月 17 日，Sensor Tower 商店情报数据显示，2022 年 5 月抖音及其海外版 TikTok
以超过 6400 万下载量，
蝉联全球移动应用
（非游戏）
下载榜冠军，较 2021 年 5 月下降 19.4%。
其中，抖音的下载量占 16.6%，TikTok 印尼市场的下载量占比为 9.2%。Instagram 以超过
5700 万次下载排名第二，
相较去年 5 月增长 17.6%。
排名前五的另外 3 款应用依次 Facebook、
WhatsApp 和 Snapchat。
【新东方】“东方甄选”6 月 16 日下午粉丝总量突破千万大关，此前的 6 月 9 日，粉丝总
量刚突破 100 万。新东方在线股价涨超 80%，报 30.2 港元，6 月以来股价涨 716%。
【字节跳动】6 月 17 日，有媒体报道称，字节跳动解散上海 101 游戏工作室，本周 300 多
名员工已有一半离开。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字节跳动确实解散了上海 101 游戏工作室，从
一个月前就开始调整，被裁员工可获得 N+1 的补偿。字节跳动旗下游戏业务朝夕光年近期
频繁调整，除了上海 101 游戏工作室之外，还有多个项目在裁撤或者整合。一位朝夕光年
的合作伙伴称，今年下半年朝夕光年预期合作的游戏只剩下一款，其产品线应该遇到了问题。
【北京市经信局】近日对外发布《北京市数字消费能级提升工作方案》。根据方案，北京市
将推动直播电商产业集聚升级，选取 2 到 3 个区打造高质量直播电商基地，今年将培育或
引进 10 家龙头直播电商专业服务机构，直播电商成交额将达到 1 万亿元。根据方案，本市
鼓励直播电商平台创新发展，支持购物、餐饮、便民服务、文娱体育、旅游出行、跨境电商
等领域平台企业积极开展直播业务。

游戏&元宇宙、区块链
【Facebook】6 月 17 日，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创始人扎克伯格表示，正在 Facebook、
Instagram 和 Messenger 等平台推出名为 Avatars Store 的虚拟服装店，用户可为其头像
购买虚拟服装。Meta 的一位发言人说，这些虚拟服装的价格将在 2.99 美元至 8.99 美元之
间。
【中国信通院】6 月 16 日消息，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牵头，联合华为、百度、京东方、
商汤、电信运营商等近 70 家生态伙伴，在虚拟现实产业推进会框架基础上，组建虚拟现实
与元宇宙产业联盟。接下来，联盟将组织多视角多主题的研讨交流，开展元宇宙相关领域的

技术、产业、标准、应用等体系化研究，鼓励成员在上述重点领域的立项合作，并依托中国
信通院发布《元宇宙白皮书 2022》，凝聚产业共识，推动生态健康有序发展。

【VR】6 月 15 日，VR 品牌 Pico 宣布与迪士尼、索尼影视、环球、派拉蒙及狮门等多家
影业达成合作，并发布“3D 大片重燃计划”陆续上线超 100 部 3D 经典大片版权资源。据
悉，活动上线后，已有超六成 Pico 用户观看了 3D 大片。
【谷歌】一名工程师认为该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已经具有感知力，遭公司暂停职
务。谷歌方面告诉他，在公司否定他的说法后，他违反了公司的保密政策。谷歌发言人 Brian
Gabriel 说，包括伦理学家和技术专家在内的公司专家已经评估了该工程师的说法，谷歌通
知他，相关证据并不支持其说法。
【苹果】摩根大通近期分析报告显示，苹果公司的音乐 Apple Music 与游戏 Apple Arcade
服务相结合，到 2025 年，可能会为苹果带来超过 80 亿美元的收入。到 2025 年，这两项
服务的用户总数可能达到 1.8 亿，其中音乐用户达到 1.1 亿，游戏用户达到 7000 万。到 2025
年，Apple Music 将带来 70 亿美元的收入，而 Apple Arcade 估计将带来 12 亿美元的收入。
【麦肯锡】知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周二发布研究报告称，到 2030 年时，企业和消费者每
年与元宇宙相关的支出可能达到 5 万亿美元（约合 34 万亿元）。麦肯锡表示，元宇宙中的
电子商务将占据总支出的 2 万亿至 2.6 万亿美元，虚拟广告业务将占据另外的 1440 亿至
2060 亿美元。相比之下，去年人们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支出总计 930 亿美元。
【腾讯】6 月 15 日，由敦煌研究院和腾讯联手打造的“腾讯互娱 x 数字敦煌文化遗产数字
创意技术联合实验室”宣布成立。发布会上，技术实验室宣布启动首批合作项目“数字藏经
洞和敦煌莫高窟官方虚拟人伽瑶”的相关工作。
【融资】3D 视觉+AI 检测系统提供商“苏映视”获得近亿元 A+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隐山资
本、钟鼎资本共同领投，老股东元禾金谷资本跟投。本轮资金将继续用于研发和产能建设等。
【融资】南京八点八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宣布获得拉尔夫创投的数百万元 Pre-A+轮融资。八
点八数字创始人耿广星表示，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优化无代码智能化虚拟人内容创作分享平
台 X-Men 的核心技术研发及功能升级，推进虚拟人标准化建设以及虚拟人应用场景由单一
性向多元化扩充。
【融资】人工智能音乐科技公司“小叶子音乐科技”宣布完成由真成投资领投的 C2 轮数千
万人民币融资。小叶子音乐科技创始人兼 CEO 叶滨表示：“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推进
‘全球化’和‘智能化’战略，利用自身在人工智能音乐领域的领先经验，进一步探索音视
频前沿技术在人工智能音乐学习场景中的应用，提高用户体验等。”

【融资】网红数字藏品平台“Moment”获得机构投资者数百万元种子轮融资。本轮融资后，
Moment 将在产品开发、运营、市场等方面投入更多资金。据介绍，Moment 是国内首家数
字藏品社交平台，早期阶段以网红、演员等人物摄影艺术作品为主。Moment 网页版上线一
个多月即获得数十万名付费用户，其 App 产品近期也将陆续上线。
【融资】薄盒 Mints 联合广东汤姆猫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推出“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潮起
逐浪”系列可穿戴数字藏品。据介绍，该款数字藏品将“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 元素融
合于数字虚拟服饰、配饰创作当中。

上市公司公告
【掌阅科技】6 月 17 日晚间，公司发布公告称，持股 6.71%的股东王良计划自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合计减持不超过 751.66 万股公司股份，即不超过公司股本总数
的 1.7126%。
【新经典】6 月 16 日晚间，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大方文化、聚英
管理将进行合伙企业清算，拟合计减持不超过 2.02%公司股份。
【华策影视】6 月 14 日晚间，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大策投资的通
知，大策投资将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本次质押数量为 5250 万股，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16.1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