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视 

行业要闻 

欢喜传媒发布公告称，集团已与北京字节跳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开始战略合作，安排院线电

影于字节跳动旗下的平台包括但不限于西瓜视频及今日头条等平台上播放。此外，集团自

2019年 12月开始陆续在“欢喜首映”平台上线纪录片频道以及一系列的全国独播院线电影及

网剧，截至目前，“欢喜首映”平台的付费用户累积超过 200 万，App 下载次数超过 1100 万，

平台 2020 年 1 月及 2 月的活跃用户合共超过 1300 万。 

 

演艺 & 音乐 

资本市场 

音乐应用发行商“MWM（Music World Media）”近日完成约 5590 万美元（5000 万欧元）新

一轮融资，由 Blisce 领投，Idinvest Partners，Bpifrance，AglaéVentures 和 Xavier Niel

等机构跟投。 

 

游戏 & 动漫 

资本市场 

游戏相关服务提供商“巨堃（kun）网络”完成 2.29 亿人民币战略融资，投资方为巨人创投。 

 

社交媒体 & 营销 

行业要闻 

【字节跳动】原战略投资负责人严授在 2 月初已经正式转岗，全面负责游戏业务。严授最

主要的工作是带领游戏自研和独家代理业务实现突破。字节跳动今年将会推出一款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一款 SLG（策略类游戏）和 MMO 游戏（大型多人在线游戏）。

目前，字节跳动战略投资负责人的职位暂时空缺。一位接近字节跳动人士称，新的人选大概

率通过外部引进而非公司内部接任。 



【黑鲨】发布黑鲨游戏手机 3，这是业内首款 5G 游戏手机，并与腾讯游戏进行了合作。这

款两家联名的手机搭载了两个游戏引擎，一个是黑鲨自己的 GameEngine，另一个是腾讯

的 SolarCore，对和平精英、QQ 飞车、王者荣耀等几十种游戏进行了适配。 

【谷歌】据外媒报道，谷歌宣布其已经聘请到索尼游戏开发负责人香农·斯塔斯蒂尔负责领

导其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地区的游戏开发工作室 Stadia Games and Entertainment。Stadia 

Gamesand Entertainment 副总裁杰德·雷蒙德在一篇帖子中表示，该游戏开发工作室将专注

于提供“独家游戏，使用新的游戏机制，探索创造性的游戏方式以及独特的互动模式。” 

【斗鱼】近日，斗鱼透露已上线云游戏平台，并在云端部署了近 20 款端游和 30 多款手游，

囊括了最受玩家喜爱的 DOTA2、绝地求生、魔兽世界、星际争霸、王者荣耀、跑跑卡丁车、

消消乐等等。据了解，云游戏对显卡、内存要求很低。依托斗鱼已有的联运账号体系，玩家

在 web 端一次性登陆，也不用下载安装游戏。 

【版号】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网显示，3 月首批国产网络游戏版号已下发，共 50

款游戏获得游戏版号，其中多为休闲益智类游戏。在此次版号中，北京巨量引擎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字节跳动旗下平台）的《战斗少女跑酷》、腾讯的《天涯明月刀》、中青宝的《源

代码：删除》《地表法则先遣者》《雨城》、心动网络的《恶果之地》、英雄互娱的《影之

刃 3》等获批。 

 

社交媒体 & 营销 

行业要闻 

【华为】行业内知情人士确认，华为将针对海外市场推出“Huawei Search（华为搜索）”应

用，以支持华为及荣耀设备，华为搜索 App 将作为华为 HMS 生态系统的重要部分，“目前

正在海外小规模内测。” 

【腾讯】腾讯文档正式宣布月活跃用户突破 1.6 亿。自 2018 年 4 月独立上线以来，用户已

累计创建超 5 亿份文档。此前，为应对疫情期间的社会需求，腾讯文档紧急进行产品扩容

和服务升级，对单个收集表可支持 10 万人次填写，同时在线编辑人数提升至 200 人，并免

费开放会员功能。 

【金山办公】3 月 3 日晚公告，受各企业短期内远程办公需求增长影响，公司在线文档协作

产品金山文档产品月度活跃用户数有较大增长。截至 3 月 2 日，金山文档月度活跃用户数

达到 2.39 亿。金山文档及相关功能目前主要面向个人用户免费提供，产品没有互联网广告



推广功能，不会带来办公服务订阅收入及互联网广告推广收入，该业务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产

生直接影响。 

【Zoom】公布了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的 2020 财年第四季度财报。据财报数据显示，Zoom

视频通讯 2020 财年第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 78%，达到 1.883 亿美元；GAAP 归属于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12 倍，达到 1531.3 万美元。其他数据方面，2020 财年第四季度有

641 个客户向 Zoom 支付了 10 万美元以上的款项，同比增长 86%；到本季度末，员工人数

10 名以上的客户数量为 81900 个，同比增长 61%。 

 

信息技术 

资本市场 

【知因智慧】智能产业金融解决方案提供商“知因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完成亿元级 B 轮融

资，由金科君创领投，中冀投资、老股东领沨资本跟投，多维海拓担任独家财务顾问。 

【小米】天眼查显示，小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新增对外投资，成立重庆口岸产融大数据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 66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为小米金融战略副总裁曹

子玮，其经营范围包括大数据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

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科技中介服务等。天眼查股权结构显示，小米

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为该公司大股东，持股 49%。 

 

体育 & 教育 & 旅游 

资本市场 

【好未来】发布公告称，受疫情影响，预计 2020 财年 Q4 收入为 8.5-8.72 亿美元，同比增

长 17%-20%。之前在 Q3 财报中，好未来预计 Q4 营收为 9.591-9.8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35%，也即下滑 15%，损失 1 亿美元收入。 

【携程】业内人士透露，携程金融即将推出额度 5 万元以上的大额贷款产品，正在积极招

募有流量需求的银行和消费金融机构合作。携程这次的大额贷款产品重点强调，可以根据金

融机构的需求定制化，可提供车、房、保单、社保公积金、营业执照等资料，也支持电核、

视频面签以及上门面签、系统直核等多种审核方式。 

行业要闻 



【飞猪】近日，飞猪推出民宿直播联盟，开设专属频道，投入百万级流量支持民宿行业恢复

生产。目前全国累计有上百家民宿开通飞猪直播。飞猪旅行直播业务负责人徐翔介绍，春节

后，飞猪旅行直播推出的宅家旅行计划吸引了全球旅行达人和商家，每天数百场直播，覆盖

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单场最高观看达 750 万人。 

【猿辅导】在线教育公司宣布，2020 年春招将面向全社会开放 1 万多个就业岗位，包含公

司旗下猿辅导网课、猿题库等产品和业务，涉及研发、教学等各领域。此外，猿辅导面向武

汉加大岗位招聘力度，目前已通过“云招聘”的方式，零接触完成在线投简历、在线面试、在

线培训、在线 offer 的招聘全流程，2 月以来已为约 834 名武汉应届毕业生发放正式录用通

知，接下来还将在武汉本地扩招 5000 个就业岗位。 

【帮帮答】近日，阿里推出了名为“帮帮答”的独立 App，一款针对中小学生课业问题的付费

问答平台。这是除钉钉推出的在线教育功能之外，阿里在入局在线教育领域后，首次推出的

独立产品。天眼查信息显示，“帮帮答”App 的开发者为卓易畅游（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实

际股权控制方为阿里巴巴文化娱乐有限公司。 

 

其他 

行业要闻 

【京东】京东发布 2019 年第四季度财报，京东第四季度营收 1707 亿元，同比增长 26.6%，

市场预期 1667.2 亿元。2019 年第四季度净利润 36.33 亿元，市场预期亏损 3.13 亿元，去

年同期亏损 48.05 亿元。京东 CFO 黄宣德宣布将于 2020 年 9 月退休，京东预计 2020 年

第一季度营收至少增长 10%。2019 年，京东集团的 GMV 首次突破 2 万亿人民币大关，2019

年全年达到 20854 亿元（约 2996 亿美元）。2019 年的年度活跃购买用户数增长至 3.62 亿，

环比截至第三季度末的年度活跃购买用户数增长 2760 万，单季新增年度活跃购买用户数创

下过去 12 个季度以来的新高，其中第四季度的新增用户中超过七成来自三至六线城市；

2019 年 12 月，京东移动端月活跃用户数较 2018 年同期增长 41%。 

【共享经济】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

显示，2019 年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为 3282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6%；直接融资额约 714

亿元，比上年下降 52.1%。2019 年，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 8 亿人，网约车客运量占出租

车总客运量近四成，在线外卖收入占全国餐饮业收入的比重达到 12.4%。2020 年共享经济

增速将因疫情影响而出现一定幅度的回落，预计在 8％-10%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