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剧集网端播映表现（4.01-4.07）

长视频
【CNN】CNN 新流媒体服务 CNN+将会登陆亚马逊、Android、苹果设备，很多媒体都在
争夺线上观众。在新服务推出之前，CNN 母公司华纳媒体一直在招揽合作伙伴，但 Roku
并不在名单之内。Roku 是美国重要的电视流设备提供商。新流媒体服务推出时往往会在
商业条款方面与 Roku、亚马逊争执，比如广告收入和付费订阅营收如何分成。
【华纳兄弟探索】4 月 8 日，Discovery 探索传媒集团和华纳传媒的合并案正式完成。
Discovery 将以 430 亿美元从美国电信业巨头 AT&T 手中买下华纳传媒 29%股权。合并后
组建的新公司华纳兄弟探索（Warner Bros. Discovery）将由现任 Discovery CEO 领导，
他将担任这家新公司的 CEO

短视频
【字节跳动】日前抖音正在组建酒水自营电商团队，将依托抖音平台进行直播/短视频卖
酒，目前正在招募电商酒水采销相关人员，销售的酒类商品主要以白酒非茅台系列商品为
主。对此，抖音电商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进一步拓展用户在酒水购买时的商品丰富度，平
台会在酒水自营方面做一些业务尝试。

【快手】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10.8 亿元，同比增长 37.9%，其中 Q4 单季度为
244.3 亿元，同比增长 35%；公司全年实现经调整亏损 188.5 亿元，其中 Q4 单季度为
35.7 亿元，同比均有所扩大，未来将逐步减亏。用户端，2021 Q4 快手 MAU 同比增长
21.4%至 5.78 亿人，DAU 同比增长 19.2%至 3.23 亿人，日活跃用户日均使用时长同比增
长 32.3%至 118.9 分钟。

数字营销 & 企业服务
【京东集团】合作双方将依托厦门国贸控股在多元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的优势资源与京
东集团在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能力，在产业数字化、供应链与产
业投资、数字乡村、大健康等领域积极展开深度合作，全面助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
展，促进国资国企市场化数字化能力，实现双方共同成长、合作共赢。

游戏 & 元宇宙、区块链
【元宇宙安全问题】3 月 29 日消息，据报道，日前，微软网络安全负责人呼吁，元宇宙平
台们需要“武装”起来，在这个新技术刚开始发展时，就阻止黑客和犯罪集团破坏。微软
新上任的安全负责人查理·贝尔表示，元宇宙领域将会有许多的创新，当然面对一些安全
问题，行业也需寻找应对办法。贝尔还建议元宇宙采用元计算安全领域出现的技术创新，
即多家平台服务商推出一个统一的工具，来统一管理用户安全，以及用户对不同供应商不
同应用软件的访问。
【NFT】3 月 29 日，微信客户端中多家与数字藏品相关的公众号突然被封禁，涉及的平台
超十个，均为中小型数字藏品平台，腾讯幻核等头部平台未受影响。
【VR 头显】根据 IDC 报告数据显示，2021 年全年全球 AR/VR 头显出货量达 1,123 万
台，同比增长 92.1%。国内市场方面，2021 年 5 月以来，国内本土 VR 厂商接连推出新
品，迭代节奏明显加快。其中，字节跳动旗下的 Pico 市场占有率第一，爱奇艺奇遇第四季
度全渠道销售额同比增长 475.9%，市场占有率达 22.5%，位列第二，二者份额占据整体
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
【Bilibili】年初至今，B 站投资游戏公司的消息频出，甚至在 3 月 10 日至 17 日，8 天之
内便投资了 4 家游戏公司，加上近期收购的魔爆网络，2022 年至今已经投资了 7 家游戏
厂商
【Meta】4 月 7 日消息，脸书母公司 Meta 近日宣布，将投资 8 亿美元在德克萨斯州坦普
尔建立一个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数据中心建成后总面积约为 90 万平方英尺（约合 8.4 万平

方米），将为社区提供约 100 个岗位。该数据中心预计将于 2024 年投入运营，项目建设
将于今年春季开始。
【Epic】4 月 6 日消息，美国当地时间 4 月 5 日，EpicGam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Tim
Sweeney 在虚幻引擎“State Of Unreal”直播活动中宣布，虚幻引擎 5 正式上线，并已开
放下载。与虚幻引擎 4 相比，新引擎最显著的变化在于推出了全新设计的新技术，可实现
更加逼真的视觉效果，包括“全动态全局光照解决方案”Lumen，以及“虚拟化多边形几
何体系统” Nanite，同时在性能和 UI 层面进行了大量升级。
【渠道纷争】4 月 2 日消息，据报道，针对苹果公司与游戏开发商 Epic 之间的法律诉讼大
战，在线游戏平台 Roblox 力挺苹果，称其 AppStore 应用商店为用户提供了隐私和安全。
苹果与 Epic 之间的恩怨源自《堡垒之夜》游戏，因为 Epic 为其增加了一个新的应用内支
付系统，将苹果和谷歌排除在收入分成之外。由于违反了 AppStore 和 Play Store 的规
定，这款游戏被从 App Store 和 Play Store 下架。

其他
【Sony Group】4 月 2 日，索尼集团官网宣布，从 2022 年 4 月 1 日起，索尼移动公司
（Sony Mobility）正式成立。新公司董事长为吉田宪一郎，总裁兼 CEO 为川西泉。据介
绍，新公司将开发一个移动服务平台并将其商业化，为移动空间的演进和发展做出贡献。
该公司还将主导“aibo”自主型娱乐机器人、Airpeak 专业无人机和 SociableCart：SC-1
娱乐车等业务的发展。新公司还将继续支持索尼与出租车公司合作成立的 S.RIDE 公司，
利用 AI（人工智能）和传感技术提供安全可靠的交通服务。除了上述举措外，新公司还将
推动创新型 AI 机器人产品和服务的研发和商业化。上述部分业务目前由索尼集团公司的
AI 机器人业务本部主导，计划于 2022 年 9 月完成向新公司的转入。
【京东】4 月 7 日上午，京东集团宣布，刘强东将卸任京东集团 CEO 一职，由京东集团总
裁徐雷接任。
【算法综合治理】4 月 8 日消息，据“网信中国”消息，为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
治理，有效推动《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落地见效，促进互联网信息服务健
康有序发展，中央网信办牵头开展“清朗·2022 年算法综合治理”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
动开展时间为即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初。

上市公司公告

【腾讯控股】腾讯控股公告称，于 2022 年 4 月 8 日斥资逾 3 亿港元回购 81.5 万股，回购
价格每股为 366.8-370.6 港元。
【姚记科技】4 月 1 日晚间，1）公司发布 2021 年业绩快报，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8.06 亿元，同比增长 48.55%；实现归母净利润 5.71 亿元，同比下降 47.77%；2）公司
发布 2022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预计 22Q1 实现归母净利润 8000 万-1 亿元，同比下滑
60%-50%。
【完美世界】4 月 1 日晚间，公司发布公告称，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1802.47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291%，最高成交价为 19.69 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 11.06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2.55 亿元(不含交易费用)。
【光线传媒】4 月 1 日晚间，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首次通过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489.32 万股，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的 0.17%，本次回购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 8.34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
币 8.11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4017.59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华立科技】3 月 31 日晚间，公司发布 2021 年年报，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6.27 亿
元，同比增长 47.55%；实现归母净利润 0.53 亿元，同比增长 14.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