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
行业要闻
【阿里影业】总部位于新加坡的 Digital Entertainment Asset Pte Ltd （DEA）公司官方公
告称，其与阿里影业就 DEA 公司所拥有的全球独家使用权的 IP“世界国旗”在大中华区的发
展签署了合作协议，阿里鱼成为“世界国旗”IP 在大中华地区的独家授权方。未来，该 IP 将
计划在中国拓展电商业务，并将面向 2021 年东京奥运会进行原创商品的开发等业务。

演艺 & 音乐
资本市场
【网易云音乐】经纪公司 CUBE 娱乐于 6 月 2 日表示，已与网易云音乐签订关于音源独家
授权及利用 CUBE 和其所属艺人的知识产权联合宣传的战略合作协议，
规模为 75 亿韩元（约
合人民币 4363 万元）。

出版 & 文学
行业要闻
【阅文】（1）阅文集团发布“正版联盟”公告，公布一系列打击盗版成果，并推五大实质举
措打盗版。公告强调对网络文学侵权盗版“零容忍“，联合各合作渠道支持正版内容并展开集
中巡查与净化，同时阅文已对全网相关侵权盗版行为取证，将针对“笔趣阁”系列盗版网站和
其他侵权盗版行为发起进一步维权行动。阅文承诺，将不计代价、长期不懈地开展维权行动，
全部承担为其平台上作家作品维权的成本，并邀请作家和行业加入正版联盟。
（2）人民日报数字传播有限公司与阅文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联合构建“阅读
认知实验室”。依据合作协议内容，双方共同启动“网络文学创作计划”，举办全国军旅题材网
络文学征文大赛，并推出军旅题材网络文学内容平台；举行校园创作新人选拔大赛；以科普
中国为主题主线，举办科幻小说征文活动。

游戏 & 动漫
资本市场

【腾讯】
腾讯已投资捷克游戏开发商 Bohemia Interactive 约价值 2.6 亿美元，占后者 60%-70%
的股份。

行业要闻
【网易】网易与华为在杭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围绕“数字娱乐”创新，就新技术和
生态进行深度合作，将联手共同推动游戏、音乐和教育业务发展。

社交媒体 & 营销
资本市场
【Zoom】视频会议软件开发商 Zoom 今日公布了该公司的 2021 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报告
显示，
Zoom 第一季度总营收为 3.282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 1.220 亿美元相比增长 169%；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2700 万美元，
与去年同期的 20 万美元相比大幅增长 134
倍。截至 2021 财年第一季度末，Zoom 拥有员工人数超过 10 人的客户总数约为 26.54 万
个，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约 354%。

行业要闻
【B 站】（1）据 B 站方面介绍，B 站计划 6 月下旬发射一颗名为“哔哩哔哩视频卫星”的遥
感卫星。该卫星是由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多功能遥感卫星，采用自主研发的大
画幅高分辨视频相机、宽视场夜光专用相机及新一代高速存储系统。哔哩哔哩视频卫星已于
今年 5 月 11 日运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目前卫星发射前的测试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如发射
成功，哔哩哔哩视频卫星或将成为国内首个由互联网公司定制的用于科普的视频遥感卫星。
（2）哔哩哔哩上线一级分区“知识区”。“知识区”由原有的科技区整合升级而来，包含科学科
普、社科人文、野生技术协会、财经、校园学习、职业职场共 6 个二级分区，以分享知识、
经验、技能、观点、人文等内容为主。
【抖音】（1）抖音宣布将其专注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向日葵计划”进行升级：将邀请百位
专家名人创作青少年保护课程、制作青少年安全成长动画、设立向日葵计划“护童专家团”、
上线青少年守护官功能。
（2）抖音开放平台宣布推出公开数据服务。据官方介绍，接入服务的开发者可以为用户提
供抖音热点数据、视频公开数据、星图榜单、生活服务数据等服务。目前，该服务已经上线，

并对抖音用户、营销服务商、mcn 机构、品牌商、各垂直领域服务商等外部开发者全面开
放，登录抖音开放平台官方网站即可申请加入。
【京东】京东近日悄然上线了一款名为“盼汐”的社交产品，定位是一个全新的开放性社交
App，其 Slogan 为“在期盼中遇见你”。用户可以通过视频、文字、图片等方式来展示自己，
发现附近的人，并转换为线下的真实约会。咨询盼汐 App 官方得知，“盼汐”的负责人来自京
东方面。京东早前推出过“梨喔喔”的校园社交产品，后来改名“梨涡”，转型做校园本地生活
服务。
【Twitter】Twitter 周二表示，已任命谷歌前首席财务官 Patrick Pichette 为董事长，接替
Omid Kordestani。Patrick 自 2018 年底起担任 Twitter 董事会首席独立董事。

信息技术
资本市场
【云圣智能】工业级无人机公司云圣智能正式宣布已经完成近 1.8 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
本轮融资由中亿明源基金（苏州工业园区）领投，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深圳南山有限合伙）
跟投，原股东洪泰基金、蓝驰创投继续追加投资，万世资本担任本轮融资的独家财务顾问。

行业要闻
【微软】据英国《卫报》消息，微软决定用 AI 软件代替自己新闻网站的编辑队伍。负责在
网站维护其新闻主页的约 27 名编辑被告知将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被解雇。
【百度】百度 CEO 李彦宏在其百家号动态中转发“百度云计算中心项目二期主体结构提前封
顶”一文，并评论：新基建提速。据阳泉日报报道，百度云计算（阳泉）中心项目二期顺利
封顶，比原计划提前了 20 多天。百度云计算（阳泉）中心项目二期计划总投资 14 亿元，
建设内容包括 D9、D10、D11、D12 共计 4 个数据中心模组和 1 栋扩展厂房，建成后将为“百
度搜索+信息流、智能云、智能驾驶”等业务提供支持。
【京东】京东与高通宣布升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在 5G 终端普及、前沿技术应用落
地等项目上开展合作。据悉，京东与高通的战略合作升级主要围绕 5G 展开，合作覆盖智能
手机、网联终端、XR、移动 PC 和可穿戴设备等品类，推动 5G 终端产品多样化。
【甲骨文】据外媒报道，甲骨文表示看好目前 4G 和 5G 方面的发展前景，计划在今年晚些
时候向移动运营商出售 4G、5G 核心网络服务，这些服务将在甲骨文云内运行，可能意味

着运营商可以定期为他们所需要的服务支付费用。甲骨文高管 Travis Russell 表示，作为全
球主要的云计算服务提供商之一，他们是唯一一家提供 5G 核心网络服务的。
【Facebook】近日，来自 Facebook 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FAIR）的六名成员利用
Transformer 神经网络架构创建了端到端的 AI 工具“DETR”，用于简化计算机识别图像的过
程。DETR 是 Facebook 最新推出的 AI 计划，旨在找到一种语言模型来解决计算机视觉方
面难题。目前，DETR 在大物体的识别上比小物体上更准确。研究人员表示：“目前的模型
需要几年改进才能应对类似的问题，我们希望未来的工作能够成功解决。”

体育 & 教育 & 旅游
资本市场
【vipSing】在线少儿音乐教育 vipSing 宣布完成近千万元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四季教
育和创伴基金双领投，成为资本沙桦跟投。
【QuaQua】沉浸式旅行平台“QuaQua”近日获得来自 Anthill Ventures 和其他现有投资者的
100 万美元融资。
【携程】天眼查数据显示，6 月 3 日，携程创业投资（上海）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注册资
本 1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沈杰，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创业投资，投资咨询，
企业管理，由携程旅游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全资控股，后者为携程投资（上海）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作业帮】作业帮正寻求 6 亿至 8 亿美元新一轮融资，投前估值约 65 亿美元。作业帮发言
人回应，该消息不准确，但拒绝提供更多细节，并称正在与资本市场保持“良好的联系”。
【掌成好课】考研教育平台“掌成好课”宣布完成近千万天使轮融资，投资方为 58 产业基金，
本轮融资主要用于考研学科品类拓展及在线中台体系搭建。

行业要闻
【Keep】在北京举办媒体沟通会，Keep 合伙人、副总裁刘冬介绍，E 轮融资以后，Keep
要在 2 亿用户规模和 10 亿消费品销售规模相结合的基础上，最终要为用户提供整体的运动
解决方案增值服务，包括付费课程、会员及 Keep APP 上面可能会有的新功能等。刘冬称，
现在 Keep 的营收结构里，消费品业务有最大的销售规模，而线上业务则贡献最多利润。目
前，Keep 已经可以实现整体盈利。

其他
资本市场
【网易】网易在香港公开发行 1.715 亿股新普通股，股份代号“9999.HK”。香港发售股份和
国际发售股份分别约占本次全部发售股份的 3.0%和 97.0%，该比例取决于潜在的重新分配
和超额配股权的行使。香港最高发售价为 126 港元。国际发售价或高于最高发售价。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全球化战略及机遇，推动创新及用于一般企业用途。据悉，网易将
在在 6 月 2 日至 5 日进行公开招股，6 月 11 日正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截至 6 月 2 日 16:54，综合 8 家券商，网易已获融资认购 160.05 亿港元，认购倍数 24.66
倍，超额认购 23.66 倍。据香港经济日报数据，截至 17 时，网易孖展额高达 184.5 亿港元，
超购 27.4 倍。上市首日超购倍数超过 20 倍将触发 12%回拨机制，这意味着网易公开发售
股数将为 2058 万股，国际配售为 1.51 亿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