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剧集网端播映表现（8.13-8.19） 

 

 

长视频 

【数据】8 月 19 日消息，根据尼尔森发布的月度数据显示，7 月美国流媒体视频服务使用

量占收视率的 34.8%，高于有线电视的 34.4%和无线广播电视的 21.6%，首次占据最大电

视收视份额。7 月份流媒体观看时间同比增长 22.6%，达到每周 1909 亿分钟。在流媒体

分销商中，Prime Video、Netflix、Hulu 和 YouTube 在 7 月份的份额均创下历史新高。

Netflix 在整体收视中份额最大，达到 8%。（界面） 

【芒果 TV】8 月 16 日消息，芒果超媒在互动平台表示，芒果 TV 已与小鹏汽车等车企展

开会员领域相关合作，共同探索车载屏视频娱乐服务。广泛携手智能汽车平台是芒果 TV

会员权益服务的最新延展，通过搭载在车载系统内的芒果 TV 客户端，车载屏用户将能随

时随地畅享芒果 TV 影视综等优质内容。（36 氪） 

【Spotify】8 月 17 日消息，Spotify 宣布将会员免费试用期延长至三个月，可供符合条件

的用户和首次使用软件的用户使用。此外，Spotify 表示，无论何种原因，在 7 月 15 日之

前取消付费计划的人，都可以在三个月内重新付费，需要付的费用为 9.99 美元，即每月不

到 4 美元。（新浪科技） 



 

短视频 

【亚马逊】8 月 18 日消息，亚马逊正在其应用程序中测试一项功能，该功能将向用户展示

TikTok 风格的产品图片和视频流，供购物者与其他用户分享。目前只有少数亚马逊员工参

与这项测试。亚马逊此举加入 Meta 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等其他大型科技公司的行列，

尝试通过短视频和源源不断的内容来提高参与度。（界面） 

【抖音】8 月 19 日消息，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高

念东带队赴抖音集团调研。高念东对企业发展提出三点希望：一是继续发挥龙头企业表率

作用，为本市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发展贡献力量。二是切实做好履行社会责任的典范。切

实加强合规与风控，严格把控商家资质审核关、广告内容审核关，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

三是继续协力做好社会共治。（证券时报） 

【饿了么-抖音】8 月 19 日消息，饿了么和抖音共同宣布达成合作。双方表示，将携手探

索本地生活服务的新场景升级，在视频化时代带来“即看、即点、即达”的本地生活新体

验。依据合作，饿了么将基于抖音开放平台，以小程序为载体，与抖音一起通过丰富的产

品场景和技术能力，助力数百万商家为 6 亿抖音日活用户提供从内容种草、在线点单到即

时配送的本地生活服务。（36 氪） 

 

数字出版 

【腾讯幻核】8 月 16 日消息，腾讯幻核发布公告，表示基于公司聚焦核心战略的考量将做

出业务调整。自 2022 年 8 月 16 日起，幻核将停止数字藏品发行，同时所有通过其平台购

买过数字藏品的用户可自行选择继续持有或发起退款申请。据腾讯内部人士透露，本次幻

核调整不涉及团队人员裁撤。（36 氪） 

 

游戏 & 元宇宙、区块链 

【VR 数据】8 月 19 日消息，2021 年，VR 头戴式显示器的全球出货量达 1095 万台，突

破年出货一千万台的行业拐点，2022 年一季度 VR 头显全球出货量同比增长 241.6%。国

内 VR 行业的热度也正在逐渐提升。数据显示，2022 年上半年，中国 VR 市场零售额突破

8 亿元，同比增长 81%，头戴式显示器销售均价由早期的千元以下升至 1740 元左右。但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我国的 VR 硬件市场规模尚处于初期发展的阶段，平台和内容方面有

待进一步完善。（央视财经） 

【百度】8 月 17 日消息，百度输入法基于多模态交互、3D 数字人建模、自然语言处理和

大模型等技术，正式推出国内首款情感陪伴型虚拟博主——林开开和叶悠悠。这两位超写

实数字人，将在百度输入法的 AI 侃侃功能上，为超 6 亿用户提供 24 小时在线陪伴、拟人

化聊天、情绪治愈等服务。据测试期间统计，单人用户每天在 AI 侃侃的聊天频次超过 50

次，逾 86%的用户公开点赞对话内容。（36 氪） 

【腾讯】8 月 17 日消息，在腾讯二季度财报发布后的电话会议中，腾讯高管表示，目前腾

讯正在执行成本控制举措，后续成本仍然有进一步下降空间，在之前的措施中，包括对人

数和薪酬进行了优化。公司期待 2021 年下半年成本控制效果将进一步体现，相信未来几

个季度会恢复收入增长，即使游戏收入保持现状。（澎湃） 

【快手】8 月 16 日消息，快手于近期推出面向虚拟人内容扶持及孵化的 V-star 虚拟人计

划。该计划旨在与合作伙伴共建行业生态标杆，将针对不同虚拟人账号情况定制成长路

径，通过举办定制活动、开发平台独家虚拟互动能力、提供专属资源位等方式，为虚拟人

提供冷启及加速成长保障。此外，该计划还涉及优质账号保护、运营 1v1 扶持、招商资源

等多项附加权益，总曝光量将超过 100 亿。（36 氪） 

【Meta】8 月 16 日消息，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准备收购 VR 公司 Within Unlimited，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试图阻止收购，双方将在 12 月份对峙法庭。FTC 认为 Meta

收购 Within Unlimited 将会在 VR 产业形成垄断。对此，美国将会召开听证会，FTC 将全

力阻止交易。听证会持续 7 天，直到 12 月 20 日结束。（新浪科技） 

【政策引导】8 月 15 日消息，为规范集聚区先导示范区企业引入、培育、退出等各项管

理，南沙区科学技术局为《南沙元宇宙产业集聚区先导示范区入驻实施方案》公开征求意

见，符合准入条件、3 人及以上团队即可申请入驻集聚区先导示范区，人均办公面积最高

10 ㎡，最高免租三年。（21 世纪经济报道） 

【政策】8 月 14 日消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近日正式对外发布《北京市促进数字人产

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这是国内首个数字人产业专项支持政策。根据

《行动计划》，到 2025 年，北京市数字人产业规模将突破 500 亿元，初步形成具有互联

网 3.0 特征的技术体系、商业模式和治理机制，成为全国数字人产业创新高地。（财联

社） 



【游戏数据】8 月 19 日消息，伽马数据发布《2022 年 7 月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22 年

7 月，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 208.08 亿元，环比下降 7.14%，同比下降 15.12%。

2022 年 7 月，流水测算榜 TOP10 中，TOP5 产品排名不变，新游《暗黑破坏神：不朽》

上榜。（36 氪） 

【游戏数据】8 月 16 日消息，据 Sensor Tower 商店情报数据显示，2022 年 7 月腾讯

《王者荣耀》在全球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吸金超过 2.25 亿美元，蝉联全球手游畅销

榜冠军。来自中国 iOS 市场的收入占 94.6%，海外市场收入占比为 5.4%。腾讯《PUBG 

Mobile》(合并《和平精英》收入)以 1.64 亿美元的收入位列榜单第 2 名。其中，69%的收

入来自其中国 iOS 市场，美国市场的收入占 6.4%。榜单前五另外三款游戏为米哈游《原

神》、King《Candy Crush Saga》和《Roblox》。（36 氪） 

 

上市公司公告 

【吉比特】 

8 月 19 日晚间，公司发布股份减持预披露公告，股东高岩拟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至 2023

年 3 月 12 日期间，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10 万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7%。 

8 月 15 日晚间，公司发布 2022 年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5.11 亿元，同比增

长 5.17%，归母净利润为 6.88 亿元，同比下降 23.59%。 

 

【横店影视】 

8 月 19 日晚间，公司发布 2022 年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8.33 亿元，同比下

降 43.56%，归母净亏损为 6824.23 万元，同比止盈转亏，上年同期净利 2.01 亿元。 

 

【新国脉】 

8 月 19 日晚间，公司发布 2022 年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9.34 亿元，同比下

降 2.27%，归母净亏损为 2160.84 万元，亏损同比减少 81.34%。 

 

【华立科技】 



8 月 18 日晚间，公司发布 2022 年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57 亿元，同比增

长 2.98%，归母净利润为 289.14 万元，同比下降 90.72%。 

 

【宣亚国际】 

8 月 18 日晚间，公司发布 2022 年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4.2 亿元，同比增长

15.31%，归母净利润为 2815 万元，同比扭亏为盈。 

 

【恺英网络】 

8 月 18 日晚间，公司发布 2022 年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0.1 亿元，同比增

长 103.49%，归母净利润为 6.27 亿元，同比增长 126.41%。 

 

【芒果超媒】 

8 月 17 日晚间，公司发布 2022 年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67.14 亿元，同比下

降 14.50%，归母净利润为 11.91 亿元，同比下降 17.95%。 

 

【分众传媒】 

8 月 16 日晚间，公司发布 2022 年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48.52 亿元，同比下

降 33.77%，归母净利润为 14.03 亿元，同比下降 51.61%。 

 

【浙数文化】 

8 月 16 日晚间，公司发布 2022 年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4.31 亿元，同比增

长 64.76%，归母净利润为 2.34 亿元，同比下降 18.54%。 

 

【富春股份】 

8 月 15 日晚间，公司披露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拟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

期权总计 2000 万份，其中，首次授予 1600 万份，预留 400 万份;行权价格(含预留部分)

为 6.10 元/份。 

 

【思美传媒】 



8 月 15 日晚间，公司发布 2022 年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9.35 亿元，同比下

降 17.98%，归母净利润为 509.19 万元，同比下降 84.84%。 

 

【天下秀】 

8 月 15 日晚间，公司发布公告称，股东庥(xiu)隆金实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2%

公司股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