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剧集网端播映表现（4.01-4.07） 

 

长视频 

【两部门通知】4 月 15 日消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中共中央宣传部

出版局发布通知，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平台游戏直播管理。通知规定，严禁网络视听平台传

播违规游戏；网络影视剧、网络综艺、网络直播、短视频等各类网络视听节目均不得直播

未经主管部门批准的网络游戏，不得通过直播间等形式为各类平台的违规游戏内容进行引

流；加强游戏主播行为规范引导；严禁违法失德人员利用直播发声出镜；督促网络直播平

台建立并实行未成年人保护机制。 

【亚马逊】4 月 14 日消息，亚马逊流媒体 IMDb TV 将于 4 月 27 日被更名为 Amazon 

Freevee。亚马逊表示，新名字更能反映服务的免费属性。2022 年亚马逊将为 Freevee 添

加更多原创电视电影内容。2021 年 5 月时亚马逊带广告视频内容总计已有 1.2 亿月活跃观

众，它覆盖 IMDb TV、Twitch、直播体育频道及其它频道。 

短视频 

【TikTok】4 月 14 日消息， Sensor Tower 商店情报数据显示，2022 年 3 月抖音及海外

版 TikTok 在全球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吸金超过 3.08 亿美元，是 2021 年同期的 2.1



倍，蝉联全球移动应用（非游戏）收入榜冠军。其中，大约 45.6%的收入来自中国版本抖

音；美国市场排名第二，贡献了 18.8%的收入；沙特阿拉伯市场排名第三，占 4.2%。 

【TikTok】4 月 12 日消息，研究机构 Insider Intelligence 最新预测显示，TikTok2022 年

广告收入可能增加两倍至逾 110 亿美元，超过竞争对手 Twitter 与 Snapchat 二者之和。

Insider Intelligence 分析师 Debra Aho Williamson 表示：“过去几年来，TikTok 用户群呈

爆炸式增长，这些使用者同时还在应用上投入大量时间。” 

游戏 & 元宇宙、区块链 

【三七互娱】三七互娱和智度股份、智度宇宙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基于本次合作，三七互

娱将在 Meta 彼岸（智度宇宙研发的元宇宙艺术社区）内，落地“互联网+”行动计划。三七

互娱全国首个元宇宙游戏艺术馆已在建设中，近期将会与用户见面。合作期间，三七互娱

还会将部分作品授权给智度宇宙，进行相关数字艺术藏品的发售。 

【云计算】Gartner 发布 2021 年全球云计算 IaaS 市场份额数据，排名第一的亚马逊 AWS

份额较上年微跌至 38.92%，微软、阿里云位居第二三名，市场份额均有所扩大。其中，

阿里云在全球市场占据 9.55%份额，排名第三；在亚太市场占据 25.53%份额，排名第

一。此外，华为云、腾讯云分别位居全球市场五、六名。 

【奇遇 VR】3A 大作《死亡之后：凛冬》上线爱奇艺旗下平台奇遇 VR。2022 年 4 月 7

日，这款由《亚利桑那阳光》的开发团队制作的 3A 级 VR 大作，终于登陆了国内的 VR 平

台。除了能享受更加流畅的联机外，中国玩家还有专属的福利——奇遇 VR 提供了独家皮

肤“龙的传人”及枪械装备“龙魂”。同一时段内，包括益智、体育、战争等多题材 VR

游戏上线奇遇 VR，为中国新兴 VR 平台注入新的活力。 

【三七互娱】4 月 15 日消息，36 氪获悉，三七互娱和智度股份、智度宇宙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基于本次合作，三七互娱将在 Meta 彼岸（智度宇宙研发的元宇宙艺术社区）内，

落地“互联网+”行动计划。三七互娱全国首个元宇宙游戏艺术馆已在建设中，近期将会

与用户见面。合作期间，三七互娱还会将部分作品授权给智度宇宙，进行相关数字艺术藏

品的发售。 

【安谋科技】4 月 15 日消息，安谋科技与 Rokid 宣布就面向元宇宙应用的终端芯片和生态

建设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终端芯片、终端设备，以及操作系统、软件工具和人工

智能算法等多个领域进行深度合作，共同推动元宇宙的生态建设。根据双方合作协议，安



谋科技与 Rokid 将针对 AR 芯片，基于核芯动力 XPU 智能数据流融合计算平台，打造完整

的定制化设计、验证、测试方案。 

【虚拟资产税】4 月 14 日消息，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计划在其 VR 社

交平台 Horizon Worlds 上对销售的数字资产进行抽成，抽成比例高达 47.5%，这是该公司

创建所谓“元宇宙”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Meta 发言人向媒体证实，公司将从每笔虚拟资

产交易中抽取高达 47.5%的总费用：其中包括 30%来自 Meta Quest Store 的“硬件平台

费”，以及 Horizon Worlds 平台收取 17.5%的费用。 

【版号开放】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 2022 年 4 月份国产网络游戏审批信息，包括游族网

络、中青宝、三七互娱、百度等公司出版的共计 45 款游戏。 

其他 

【博涛文化】大连博涛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新一轮融资。本次认购对象是陕旅产业

基金。本轮融资后，陕旅产业基金对博涛文化的持股比例将上升至 4.36%，中青旅对博涛

文化的持股比上升至 15%，跃升为第二大股东。据官方介绍，博涛文化为一家高科技文旅

创意设计公司。 

【办公软件】4 月 15 日，第三方机构 QuestMobile 最新数据显示：钉钉 2022 年 3 月

MAU2.2 亿，DAU 超过 1 亿，位列效率办公赛道第一，超过 2021 年峰值。随着国内疫情

形势的变化，3 月效率办公赛道多个 App 迎来用户活跃数峰值：其中钉钉月活跃用户数

（MAU）为 2.2 亿排名第一，其次是企业微信（9800 万）和飞书（611 万）。 

【豆瓣】4 月 14 日消息，豆瓣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专项行动的处罚公告

（2022 年 4 月 14 日）。公告称，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专项行动的公

告》的工作要求，给豆友营造一个清朗的网络讨论环境，豆瓣将持续配合开展整治“饭

圈”乱象的专项工作。本期整治工作中停用的部分问题小组包括豆瓣鹅组等。 

【B 站】4 月 12 日消息，36 氪获悉，B 站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了《2022 青年求职行为洞

察报告》。报告显示：B 站用户最关注的职业中，程序员摘得榜首，超 3 成 00 后期待成

为互联网人；“灵活就业”成为报告关键词，智联数据显示，88.1%的 00 后愿意或正在尝

试灵活就业，视频 UP 主是 00 后最想从事的新兴职业；而人工智能算法研究员、密室

NPC、剧本杀编剧、脱口秀演员等多个新兴职业在 B 站的投稿量及搜索量增速中异军突

起。 

上市公司公告 



【腾讯】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告，今日斥资 3 亿港元回购 79.9 万股股份，回购价格为每股

373.4 港元-377.6 港元。 

【完美世界】完美世界发布公告称，预计 2022 年第一季度净利润 8.3 亿元，同比增长

78.79%。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预计约为 4.3 亿元 

【富春股份】4 月 14 日晚间，公司发布 2021 年年报，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66 亿

元，同比增长 16.47%；实现归母净利润 7504.06 万元，同比增长 104.40%。 

【人民网】4 月 14 日晚间，公司发布 2021 年年报，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1.83 亿元，

同比增长 3.93%；实现归母净利润 1.66 亿元，同比下降 47.89%。 

【金逸影视】4 月 15 日晚间，公司发布 2021 年年报，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3.62 亿

元，同比增长 131.12%；实现归母净亏损 3.56 亿元，亏损同比减少 29.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