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
资本市场
【B 站】据报道，哔哩哔哩宣布获得索尼 4 亿美元的战略投资。同时，双方还将在多个领域
展开合作，尤其是动画和移动游戏领域。根据协议，索尼将通过旗下一家全资子公司以约 4
亿美元的总对价认购 B 站新发行的 17310696 股 Z 类普通股。购买价格为每股 Z 类普通股
23.1071 美元，相当于每份 B 站美国存托股份 23.1071 美元。此交易预计将在不久后完成，
届时索尼将通过其子公司持有 B 站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约 4.98%。

行业要闻
【奎比】据报道，被称为“短视频版奈飞”的新服务“奎比”（Quibi）4 月 6 日在美国上线。该
网站的对手包括奈飞、YouTube 和 TikTok 等短视频服务商。在服务推出前奎比公司已经融
资了 18 亿美元。奎比的节目时长不超过 10 分钟，该平台的原创作品聚集了许多好莱坞明
星，包括伊德瑞斯·艾尔巴、索菲·特纳、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克莉茜·泰根和詹妮弗·洛佩兹。

演艺 & 音乐
资本市场
【索尼音乐】4 月 8 日，B 站一则专题页面显示：索尼音乐娱乐已正式与哔哩哔哩达成战略
合作。从即日起，用户可以在 B 站观看索尼音乐娱乐旗下曲库 MV。专题页回顾了索尼音乐
历史上推出的经典专辑，同时也公布了即将在 B 站上线 MV 的艺人名单。名单除了包括
Michael Jackson、Beyoncé等知名歌手及乐队外，还包括了 A-Lin、莫文蔚等华语歌手，
以及嘻哈、电音等领域的音乐人。

行业要闻
【YY 直播】据报道，YY 直播联合摩登天空北河三、太合麦田赤瞳音乐、明堂唱片等国内
音乐厂牌推出“YY 真 LIVE”。据 YY 方面介绍，4 月 13 日至 4 月 16 日每晚 8 点-10 点，12
组国内音乐人将通过“YY 真 LIVE”带来摇滚、电子、世界音乐、嘻哈四大曲风的现场直播表
演。
【网易云音乐】近日，网易云音乐上线歌曲推荐功能“私人雷达”，为每位用户每天生成一份
完全个性化的歌单。介绍称，“私人雷达”于今年初启动灰度测试，4 月初全面上线。数据显

示，截至 4 月 8 日，私人雷达歌单播放量超 2.1 亿次，成为平台单日播放量最大的歌单；获
用户评论超 13.7 万次，歌单总收藏量 400 多万次。

游戏 & 动漫
资本市场
【简造】游戏开发商“简造”完成数千万人民币种子轮融资。投资方为吴世春。

行业要闻
【索尼】据报道，索尼官方公布了 PS5 的新手柄，这款手柄名为“DualSense”，采用黑白配
色，同时灯条的位置也移动到触摸板的两侧。并且加入全新的触觉反馈、自适应扳机以及内
置麦克风。此款产品预计在 2020 年假期时推出。

社交媒体 & 营销
行业要闻
【抖音】据报道，4 月 7 日起，抖音正式上线 DOU 知计划“抖音看世界”系列科普直播。据
抖音方面介绍，“抖音看世界”是“DOU 知计划”在直播领域助推科普的最新举措。该计划由字
节跳动平台责任研究中心、抖音并联合国内权威机构在 2019 年共同发起的短视频全民科普
行动。
【钉钉】据报道，阿里钉钉发布海外版 DingTalk Lite，支持邮箱登录，支持 iOS、Mac、
Windows、Android 多种系统。功能方面，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和语言，
主要包括视频会议、群直播、聊天、日程等功能。疫情期间面向全球用户免费。
【Facebook】据报道，Facebook 公司于本周二发布了一个名为“Tuned”的即时消息应用，
该应用针对的是夫妻和情侣用户，让两者之间可以进行聊天、分享照片和音乐，并且还有一
个记录重要时刻的时间线功能。Sensor Tower 的数据显示，当前这个应用只有 iOS 版本，
而且只在美国和加拿大的 App Store 应用商店中可以下载。
【字节跳动】据报道，字节跳动旗下营销服务品牌“巨量引擎”已开始全面招募生态服务商，
包括内容、电商和品牌三大类型。据悉，巨量引擎招募的内容服务商需要做商家培训、账号
咨询/代运营等业务；电商服务商可以是供货、产业带（包括直播带货等）、电商代运营、
电商 MCN 等各种电商产业链业务；招募的品牌服务商则偏重于市场营销的一类。

【腾讯】据报道，腾讯产业加速器召开线上发布会，正式发布全新社群产品“毕加所”。据腾
讯云生态建设总经理王莹介绍，
毕加所将建立加速器毕业学员的专属社群。从 2017 年至今，
腾讯已推出 AI、SaaS、WeCity 三大产业加速器，吸引超过 170 位成员加入。

信息技术
资本市场
【华为】近日华为旗下哈勃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新增对外投资新港海岸（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 44.7163 万元人民币，持股 8.57%，成为新港海岸第四大股东。
【苹果】据外媒报道，苹果近日收购了人工智能（AI）初创公司 Voysis，目的是为了改善
语音助手 Siri 功能，希望可以提高 Siri 理解自然语言的能力。
【思必驰】AI 语音独角兽“思必驰”完成 4.1 亿元 E 轮融资。本轮由和利资本领投，北汽产投、
中信金石等跟投。
【青云科技】据“IPO 早知道”消息，企业级云服务商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云
QingCloud”）于 4 月 7 日在上交所官网披露了招股说明书，拟科创板挂牌上市，中金公司
担任保荐人兼主承销商。青云 QingCloud 本次计划发行不超过 12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不低于 25%，募资规模约为 11.88 亿元人民币。
【币牛牛】区块链资讯服务商“币牛牛”完成千万级人民币战略融资，投资方为欧科集团。
【曦智科技】光子芯片公司“曦智科技”完成 2600 万美元 A 轮融资。该轮融资由经纬中国和
中金资本旗下中金硅谷基金领投，祥峰投资、中科创星、招商局创投等跟投，老股东百度风
投和峰瑞资本持续加码。

行业要闻
【特斯拉】据货运管理技术公司 CargoSmart 宣布：已与中远海运公司、上海国际港务集团
以及特斯拉完成了一个成功的试点项目，以“改变货物放行流程”。这是特斯拉首次尝试利用
区块链技术帮助上海工厂管理进口产品的物流。
【Microsoft】微软中国宣布 Microsoft 365 将推出多个新版本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实现
Office 365 部分产品的更新换代。Microsoft 365 仍然提供 Word、
Excel、
PowerPoint、
Outlook、
OneNote 等办公应用，并将进一步融入更多人工智能。同时，Microsoft Teams 智能远程会
议服务将面向全球市场新用户提供六个月的免费服务。

体育 & 教育 & 旅游
资本市场
【SportsEdTV】
美国在线体育平台“SportsEdTV”完成 300 万美元 A 轮融资，
投资方未披露。
【Airbnb】获 10 亿美元投资。本轮银湖（Silver Lake）和 Sixth Street Partners 将以债券
加股权的形式对该公司进行投资。
【Hotelmize】酒店价格 AI 预测和收益优化科技公司“Hotelmize”获 B 轮融资。本轮由阿里
巴巴香港创业者基金和 Brilliance Ventures 领投。

行业要闻
【字节跳动】据报道，字节跳动旗下的启蒙 AI 课 App“瓜瓜龙英语”已经上线。据知情人称，
瓜瓜龙英语是对标猿辅导旗下品牌“斑马英语”的一款产品（斑马英语已改名斑马 AI 课，内
含英语、数学两个科目）。此外，据业内人士称：字节跳动内部有 20 多条教育线并行推进，
B 端产品有智能台灯、教育机器人等；C 端产品则覆盖学前、K12、职业教育各个阶段各种
模式。
【新东方】据报道，新东方旗下 OK 智慧教育在线发布了教育行业首款 5G 教育产品——OK
5G 云盒。据官方介绍，云盒集服务器、无线 AP、有线网络于一体，既具备缓存功能，又
能保证数据传输的速率。5G 云盒的现场下载速率接近 350Mbps，是 4G 网络的 10 倍以上。

其他
行业要闻
【5G】中兴通讯宣布，近日，中兴通讯助力中国移动在杭州成功打通了基于 GSMAUP2.4
标准的 5G 消息 first call，标志着国内 5G 消息商用进入正式倒计时。在打通 first call 之后，
项目即将进入商用准备阶段，预计 6 月底就会推出正式商用，5G 消息将有望成为运营商最
快落地的 5G 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