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视 

资本市场 

【阿里影业】发布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 12 个月财务业绩。阿里影业营收达到 28.75

亿元，同比下降 5%；经调整息税摊销前亏损为 7.22 亿元，同比扩大 21%。除此之外，阿

里影业内容制作年度收入为 4.28 亿元，同比下降 6.55%；版权综合开发年度收入为 2.42

亿元，同比增加 117%。 

行业要闻 

【苹果】击败了 Netflix 等其他感兴趣的制作公司，获得导演马丁·斯科塞斯下一部大作《花

月杀手》的制作权，这将是目前为止苹果进入电影领域的最大动作。《花月杀手》将由莱昂

纳多·迪卡普里奥和罗伯特·德尼罗主演，制作成本超过 2 亿美元。 

据外媒 The Verge 消息，苹果公司在《布偶奇遇记》重启版登陆 Apple TV+前买下了该节

目所有经典剧集的流媒体版权。此前 Apple TV +服务完全依赖原创内容。目前苹果没有提

到版权交易，但 1983 年至 1987 年期间播出的所有 96 集都可以通过其流媒体平台播放。 

 

演艺 & 音乐 

行业要闻 

【Facebook】发布了名为 Collab 的新产品。这款应用从短视频平台 TikTok 身上获取灵感，

旨在为用户提供新的音乐制作平台。 

 

社交媒体 & 营销 

资本市场 

【斗鱼】发布 2020 年第一季度财报，数据显示，斗鱼第一季度营收 22.78 亿元，同比增长

53%，市场预期为 21.33 亿元；净利润 2.545 亿元，去年同期为盈利 1820 万元，市场预期

盈利 1.81 亿元。斗鱼一季度直播收入增长 56%至 21.13 亿元，广告及其它收入增长 22.2%

至 1.65 亿元；运营数据上，斗鱼月活跃用户为 1.581 亿，其中移动端 MAU 增长 15.3%至

5660 万；付费用户同比增长 26.2%至 760 万。 



【陌陌】发布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本季度营收 35.941 亿元，同比下降 3.5%。本季

度 GAAP 净利润 5.389 亿元，持续 21 个季度盈利。直播收入为 23.32 亿元，同比下降 13%；

增值服务收入为 11.758 亿元，同比增长 30%；移动营销以及移动游戏收入分别为 5720 万

元和 1270 万元。月度活跃用户为 1.08 亿，同比下降 5.6%，直播服务与增值服务付费用户

去重后总数达 1280 万（包括探探付费用户 420 万）。 

行业要闻 

【B 站】广州信言科技有限公司推出了一款名为“Meet 社区”的 App，产品定位是集社交和

语音聊天为一体的社交平台。广州信言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5 月，该公司的股东为

胡天宇和上海幻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哔哩哔哩）。 

 

信息技术 

资本市场 

【腾讯、快手】腾讯和快手完成对茄子快传（SHAREit）的新一轮投资，具体金额未披露。 

【英特尔】英特尔加入蚂蚁区块链生态，正式宣布战略合作。加入蚂蚁区块链生态后，以英

特尔为源头的硬件租赁供应链体系，将实现整体区块链化，租赁厂商、保险公司、资金机构

全部上链，流转过程中所有信息均真实不可改。 

行业要闻 

【腾讯云】腾讯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总裁汤道生对外宣布，腾讯未来五年将投入 5000 亿，

用于新基建的进一步布局。介绍称，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服务器、大型数据中心、

超算中心、物联网操作系统、5G 网络、音视频通讯、网络安全、量子计算等都将是腾讯重

点投入领域。其中，在数据中心方面，腾讯将陆续在全国新建多个百万级服务器规模的大型

数据中心。 

【华米科技】华米科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宣布，共同建立“脑机智能联合

实验室”，联合实验室成立后，按计划将先后开展非侵入式和侵入式脑机接口研究，重点聚

焦在情绪识别、睡眠健康、癫痫检测、脑语义解析等领域，以脑电信号为信息载体结合智能

可穿戴设备开展系列研究。 

【云米科技】云米科技在 5G 物联网战略和 2020 年新产品发布会上引入了多条新产品线，

包括 21Face 交互式智能屏幕，并宣布扩大其以 AI 为中心的“coKiing”品牌。21Face 交互式



智能屏幕（电视）带有 5G 连接和 8K 分辨率，支持 3D 交互传感器、远程传感器和 1080

高清摄像头，能够实现手势和动作控制，同时集成 WiFi、蓝牙、Zigbee 等，真正实现物联

网的整体功能。 

 

体育 & 教育 & 旅游 

资本市场 

【滴滴】天眼查数据显示，5 月 20 日，北京小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注册资

本 5000 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蔡晓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境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

旅游信息咨询；火车票销售代理等，由北京桔财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控股，后者由滴滴关

联公司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 

【携程】一季度净营业收入为 47 亿元，同比下降 42%，高于彭博一致预期的 40.97 亿元。

归属于携程集团股东的净亏损为 54 亿元，由盈转亏；对比去年同期净利润为 46.13 亿元，

上季度净利润为 20 亿元。其中，住宿预订营业收入为 12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62%，环

比下降 61%；交通票务营业收入为 24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29%，环比下降 31%；旅游

度假业务营业收入为 5 亿 2300 万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50%，环比下降 35%；商旅管理业

务营业收入为 1 亿 2600 万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47%，环比下降 66%。 

行业要闻 

【学而思】目前学而思轻课项目组已从内容产品事业群并入互联网服务事业部。一位接近学

而思轻课项目组的人士表示，轻课原有 to B 业务仍在交付，但基本已经不再拓展新客户，

这意味着销售业务量减少，因此被优化的主要是销售人员。在疫情影响下，所有创新业务的

考核都将更加严格，预算也将进一步收紧。被视为 to G 业务的智慧教育事业群并入开放平

台事业群。内部人士称，最近受疫情影响，且整体预算收紧，为了整合资源提升效率，合并

“并不意外”。 

【字节跳动】旗下教育产品清北网校发布中小学网课教师招聘启事，称将为优秀教师提供“年

薪两百万，上不封顶”的薪资待遇。该招聘要求相关网课老师，“能有效输出 1-9 年级优质的

课程体系内容，或完整的课程产品内容”，“在数学、语文、英语、物理及化学任一学科中具

备丰富的线上或线下大班课主讲经验，在对应学科的教研教学上有较深的造诣”。 

【快手教育】据知情人士称，前 58 集团副总裁彭佳曈近期已入职快手，职位为 CEO 业务

助理，或将负责快手的教育业务线，与现有的教育内容是两码事。公开资料显示，彭佳曈



2018 年加入 58 集团，任职 58 集团副总裁，负责集团人力资源事业群（HRG）经营及销售

等管理工作。 

【支付宝】复星、华住、首旅如家、锦江等 26 家大型酒店集团与支付宝达成战略合作，共

同建设“数字酒店”。根据合作内容，支付宝用户可免费领取各大集团的会员卡，全国有超过

25000 家门店参与。据支付宝方面介绍，升级为“数字酒店”后，用户可以通过支付宝无接触

入住、免押订房、自助开票、调用酒店周边出行、餐饮等服务。 

 

其他 

资本市场 

【蜻蜓 FM】钛媒体 5 月 28 日消息，天眼查数据显示，5 月 25 日，蜻蜓 FM 的关联公司上

海麦克风文化传媒发生工商变更，投资人新增天津金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

例 1.35%；此外，公司注册资本也从约 1.32 亿人民币增至约 1.36 亿人民币，增幅为 2.78%，

经营范围也新增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网络文化经营等。 

行业要闻 

【上交所】表示将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信息披露政策，在更强调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理念

的同时，在量化指标、披露时点和披露方式等方面做出更有包容性的制度安排；适时推出做

市商制度、研究引入单次 T+0 交易，保证市场的流动性，从而保证价格发现功能的正常实

现。 

【美团点评】发布 2020 年第一季度财报。美团点评一季度营收 167.5 亿元，市场预期 155.89

亿元，去年同期 191.74 亿元，同比下降 12.6%。调整后净亏损 2.163 亿元，同比下降 79.4%。

一季度餐饮外卖业务的交易金额同比减少 5.4%至 715 亿元，餐饮外卖日均交易笔数同比减

少 18.2%至 1510 万笔；餐饮外卖业务于 2020 年第一季度录得经营亏损 7090 万元。美团

到店、酒店及旅游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31.1%至人民币 31 亿元。间夜量达到 4280 万，同比

下降 45.5%。新业务及其他分部的收入同比增长 4.9%至 42 亿元。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零售集团平台业务中心负责人韩瑞在 618 发布会上表示，今年

的京东 618 将推出超级百亿补贴、千亿优惠和百亿消费券，这会是史上优惠力度最大，购

物体验最佳，新品发布最多、品牌增长最强的一次京东 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