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剧集网端播映表现（8.27-9.02）

长视频
【Netflix】8 月 31 日宣布已聘请 Snap 首席商务官杰雷米·戈尔曼担任其全球广告业务新总
裁，还聘请了 Snap 的广告销售副总裁彼得·纳莱担任流媒体服务的同一职位。聘请这两名
业界资深高管标志着 Netflix 致力于打造一个由广告支持的流媒体服务版本，该版本预计将
于 2023 年推出。
【Netflix】带有广告的低价订阅服务将于今年推出，定价为每月 7 至 9 美元。这一定价与
竞争对手 Hulu 和华特迪士尼旗下迪士尼+的商业支持计划的 6.99 美元和 7.99 美元持平。
Netflix 目前的收费水平表明，在竞争加剧、用户持续流失的情况下，管理层采取了谨慎的
做法。
【国家电影局】9 月 1 日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暑期档（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总票房
为 91.35 亿元，其中国产影片票房为 75.55 亿元，占比 82.7%，总观影人次为 2.34 亿。暑
期档票房排名前 6 位的影片分别为：《独行月球》28.96 亿元、《人生大事》17.09 亿

元、《侏罗纪世界 3》10.6 亿元、《神探大战》7.12 亿元、《明日战记》6.23 亿元、《新
神榜：杨戬》3.34 亿元。
【IMAX 中国】9 月 1 日宣布 2022 年暑期档 IMAX 总票房达到 3.03 亿元人民币，较 2021
年同期大幅增长 34%。与此同时，2022 年全国暑期档票房达到 92 亿元，较 2021 年增长
24%。目前全国有 680 家 IMAX 影院在正常影业中， 营业率稳定在 90%以上。2022 年暑
期档共有 8 部中外大片登陆 IMAX 影院，档期票房排名前 10 的影片中有 7 部 IMAX 影
片。其中《独行月球》以 1.1 亿的战绩登顶 2022 年 IMAX 暑期档冠军。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8 月 29 日官网，根据中办、国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关于“实施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的要求和有关工作部
署，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积极组织开展“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网络动画片）”
征集评选工作，各相关机构积极参与。经专家评审，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确定了 10 部网络
动画片作为 2022 年重点扶持项目。

短视频
【淘宝直播】9 月 2 日在淘宝直播盛典上公布的数据显示，淘宝直播过去一年为店铺引导
沉淀了 1.2 亿新会员，人均购买超 20 次的复购率，日均 ARPU 值超过 30 元的流量价值。淘
宝直播事业群总经理程道放还在现场发布了“新内容时代”战略，包括与首猜、逛逛、搜
索、有好货等手淘场域以及点淘实现“大公域贯通”，推出以成交与内容双指标的流量分
配机制等举措。
【抖音】推出了一项“ 没网看视频 ”的功能，可以让用户在 Wi-Fi 环境中提前缓存
一定数量的视频，然后在无网络的离线模式下进行播放。
【东方甄选】推出了独立的 APP，并已在各大应用商店上线。进入 APP 后可以看见，页面
底部设有“甄选”“分类”“购物车”和“我的订单”这四大入口。在“分类”中，除了
东方甄选的自营商品以外，共有 11 个类目的近千款商品，大多有关零食、生鲜、农副产品
和图书，具体商品和抖音商城中的基本一致。第三方数据显示，东方甄选 APP 已经在各大
应用平台上线，累计总下载量接近 20 万。新东方最近财报显示，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
直播电商分部总营收为 2460 万元，分部毛利为 930 万元，毛利率为 37.8%。
【东方甄选】宣布，与顺丰物流、京东物流达成紧密合作伙伴关系，在北京、广州、杭
州、郑州、成都 5 个城市，计划建立 20 个自营产品仓库，为自营产品提供面向全国的物流

服务保障。顺丰物流方面，东方甄选自营产品常温仓发货，已基本覆盖全国。冻品物流则
以各仓为中心，覆盖周边区域。京东物流方面，东方甄选自营产品的同城订单，可实现即
日达或次日达，跨省订单承诺 72 小时送达。
【艾瑞咨询】9 月 1 日发布了《2022 中国商户私域布局洞察报告》。报告显示：多平台布
局成趋势，微信、支付宝、短视频平台成为商家私域经营最重要的三大阵地；小程序已是
最主要私域载体；近 8 成商家对私域经营效果表示满意，新客、会员增长效果显著；商家
私域经营成本平均涨 40%，转化效率、经营成本、公域引流成商家布局私域的核心关注
点；公域是私域最重要的流量来源，继支付宝 2018 年提出公私域结合开放模式后，微信、
快手等也开始公私域建设布局。

游戏&元宇宙、区块链
【论坛】9 月 2 日，以“数实融合，产业元生”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
暨 202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在宝山区举行。会上，《宝山区工业元宇宙产业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同步发布，明确到 2025 年，宝山区工业元宇宙相关产业规模突破 100 亿元。
【中国信通院】9 月 1 日，由工信部等国家部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2 世界人
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办。由中国信通院牵头发起的“元宇宙创新探索方阵”正式成立，会
上同时发布了《2022 元宇宙产业图谱》。
【百度】9 月 1 日，百度集团副总裁袁佛玉在 202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表示：“真正的元
宇宙，将是强大 AI 能力与虚拟空间的完美结合。没有 AI 构建的底层框架，就不可能创造
出足够迷人的元宇宙上层建筑。”袁佛玉提到，AI 技术，不仅是驱动数字世界持续运行的
底层基石，也贯穿了元宇宙从设计、研发、构建、运营、再到体验的各个环节。
【DFS】世界知名奢侈品旅游零售商 DFS 集团正式推出“DFS 元宇宙”数字世界，从虚拟 IP
营销，到元宇宙平台上线，DFS 集团正加速完善其元宇宙生态构建。同时，限量数字藏品
同步发行，引领消费者跨入更具未来感与趣味性的交互世界。此次上线，与全球知名奢侈
品及美妆集团合作，举办“开拓新视野”年度美妆节，通过美妆导赏员 IP 打造，进一步打
通线上线下渠道，不断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购物体验。
【data.ai】9 月 1 日，《英雄联盟手游》于 2020 年 10 月在 Google Play 平台首次发布，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其在 iOS 和 Google Play 平台的全球用户支出已经超过 7.5 亿美

元。2021 年 10 月，《英雄联盟手游》首次进入中国市场，同月其全球用户支出（在 iOS
和 Google Play 平台）与 2021 年 9 月相比增长 7 倍。
【腾讯】8 月 31 日，日本角川集团周三宣布，腾讯和索尼通过第三方配售的方式收购了旗
下游戏开发商 From Software 的部分股权。FromSoftware 将通过发行新股募集 364 亿日元
（约合 2.63 亿美元）资金，用于该公司 IP 开发，同时建立全球出版网络。

上市公司公告
【欢瑞世纪】9 月 2 日晚间，深交所向公司下发关注函，要求该公司自查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是否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星期六】9 月 1 日晚间，公司发布公告称，截至 8 月 31 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已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 362 万股，占公司总股的 0.4%，最高成交价为 14.37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3.41 元/股，已使用资金总额 4992.87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中国出版】8 月 30 日晚间，公司发布 2022 年半年度报告，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2.14
亿元，同比下降 13.7%，归母净利润为 1.92 亿元，同比下降 24.96%。
【奥飞娱乐】8 月 30 日晚间，公司发布 2022 年半年度报告，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3.31
亿元，同比增长 1%，归母净亏损 2678.29 万元，同比止盈转亏。
【知乎】发布 2022 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二季度营收 8.36 亿元，同比增长 31%，市
场预期 8.25 亿元。第二季度商业内容解决方案收入达到 2.4 亿元，广告收入达到 2.38 亿
元，二者在公司总收入中占比达到 57.2%；付费会员收入为 2.712 亿元，比 2021 年同期的
1.549 亿元增长了 75.1%；职业教育收入同比增长达到 600.5%。
【爱奇艺】8 月 30 日，爱奇艺发布 2022 年二季度财报，二季度调整后运营利润 3.44 亿
元，连续两个季度实现运营盈利；二季度营收 67 亿元，其中会员营收 43 亿元，同比增长
7%。爱奇艺创始人、CEO 龚宇表示，二季度实现了运营利润环比增长，过程极具挑战但结
果令人振奋。
【乐华娱乐】撤回香港 IPO 计划。此前，乐华娱乐于 2022 年 8 月 24 日至 31 日招股，原计
划于 9 月 7 日正式登陆港交所。有媒体称，有接近乐华娱乐管理层处的消息人士证实了这
一消息。该消息人士同时表示，“这一决定得到了包括字节、阿里等原始股东的支持，后
续安排视市场情况确定。”

【融资】世优（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完成过亿元的 A+轮第二期融资，本轮融资投资方为
上市公司捷成股份、天地在线以及其他两家公司和元宇宙基金 2 号。世优科技创始人纪智辉
表示，本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现有业务规模化、数字人技术升级、以及开发元宇宙平台
Meta Avatar Show。据介绍，世优科技是一家聚焦于数字人、虚拟内容打造的虚拟技术提供
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