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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持续加码短视频赛道，背后是

整个短视频市场的飞速增长。易观国

际预测，2018年中国短视频市场规模有

望突破100亿元。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

务协会近日发布的《2018中国网络视听

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热门短视频

应用用户规模已达5.94亿，占整体网民

的 74.1%，短视频应用的用户规模和使

用时长呈爆发式增长态势，成为中国网

络视听市场的新生“主力军”。

二更模式
利用场景打造内容IP

创立仅4年的二更，依托出色的内

容生产能力、强大的全网传播矩阵、完

善的营销服务体系，近年来与阿里巴

巴、通用、京东、欧莱雅、联合利华等500

多家国内外知名品牌企业深度合作。

作为一家互联网内容公司，二更将

内容生产能力转化为服务能力，用内容

和创意变现。

“创立4年来二更坚持原创、精品的

非虚构内容创作。”就像二更创始人、董

事长丁丰所说，二更最擅长的是寻找普

通人的、最真实的故事，二更记录下各

种各样的小场景，并用温度去连接场

景，进而触达用户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我们在验证未来3~5年利用场景寻找

内容、打造内容IP新模式的可行性。”

场景实验室创始人吴声说：“通过

内容化的体系，让作品成为场景。短视

频作为接收门槛最低、分享效率最高、

有史以来最普惠的一种媒介形态，将会

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更选择场景和短视频，作为IP的

激活方式来切入（市场）非常富有启发

性。“通过内容和IP完成场景的搭建，进

而形成用户体验程度的优化，而这种优

化最终会成为基于用户的社群。”

在最近举办的4周年庆典上，二更公

布了多部作品计划，这些计划可以用一个

关键词概括——“新纪实”。包括与人民

日报客户端旅游频道联合发布的《青年行

走计划》；携手南方周末联合打造长达10

年拍摄周期的时代大型纪录片“年代”系

列；与优酷联合发布出品90后真实婚恋

纪实片《我们去结婚》；与爱奇艺联手打造

深夜食客治愈系IP《此食此客》等系列。

二更传媒内容营销负责人常培羚

表态，下一步，二更将加速技术、人才、

产能以及品牌与市场规模优势的创新

转化之路。“坚定不移地把二更打造成

为‘优质内容孵化与产出平台’，在‘美

好时代、真实故事、场景叙事’的方向上

开拓全新的内容IP。”

毋庸置疑，传播是优质内容变现的

基础。“二更除了创造优质内容，希望能

为行业提供基于内容营销的媒体整合

传播”，正如二更传媒副总裁郑博东所

说，二更懂内容，二更更懂传播。“短视

频、社交话题传播、互动游戏、H5等，是

制作门槛偏低，但受关注度高的内容类

型，也是最有影响力、投入产出比最高

的方式。现在二更与很多品牌的合作

方式是定制原生广告，我们预期‘内容

即广告，广告即内容’这种形式未来将

大行其道。”

据了解，二更每一条视频都有自己

的标签，其中有一个维度叫温度标签，

既是二更的创作路径，也是品牌传播的

主线。2018年，二更生产了近百个社会

话题纪录片，其中，播放量排名前三的

分别是“为什么现在男生不追女生了”

“为什么越来越多人不发朋友圈””为什

么你还不辞职”，这三个分别属于情感、

生活、工作领域的纪录片也是最能代表

二更话题策划能力的。“4年来二更积累

的对话题纪录片的生产经验，使得二更

生产的内容有网感、有共鸣、抓热点，也

更加有温度。”郑博东表示，与用户的有

效交互仍会是二更实现更优质传播的

重要战略之一，当用户观看二更的内容

后，产生强大的共鸣感，进而愿意分享

自身的故事，这样就形成了“用户的共

鸣共建式互动”，实现内容价值传递的

闭环。

此外，在传播渠道方面，二更已经

实现全域传播，“W+T+N+S+I”（双微+

TOP渠道+视频门户+屏幕+海外）几乎

覆盖了可以分发短视频的所有渠道。

目前，二更已落地30个国内城市和3个

海外站，全球布局能够实现对所有区域

的主流用户的精准传播。

字节跳动模式
生态协同运营粉丝

当抖音国内用户日活数破2亿、西

瓜视频的短视频日均播放量超40亿次，

字节跳动旗下抖音、西瓜视频、火山小

视频构成的短视频矩阵汇聚了国内互

联网的巨大流量池，撑起这些流量的是

用户对内容的极致需求，随之而来的庞

大内容消费潜力则为字节跳动带来更

多变现的可能。

《2018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

告》指出，短视频将成为未来网络剧市

场的重要趋势，并形成长短剧并行的局

面。最具商业价值的短视频内容是微

垂直内容和微综艺。

今日头条内容生态总经理洪绯在

2018中国文娱创新峰会上透露，今年，

今日头条平台上娱乐类内容的发布数

量增长了 173%，其中短视频、小视频、

微头条增加明显。过去半年，小视频和

短视频对于今日头条整体内容消费量

增长的拉动非常明显，短视频的内容消

费增长了160%。过去1年来，15秒以下

小视频的播放量增长了400%。“增长背

后是今日头条平台已经形成多题材、多

内容联动的娱乐宣发方式。今日头条

平台上快速成长起来一批大V，他们能

够运营好自己的粉丝，这标志着今日头

条的粉丝生态已经初步建成。明年还

将继续加大在整体娱乐粉丝生态上面

的建设。”洪绯说：“娱乐营销不只是内

容推荐，媒体曝光、品牌展示，今天的娱

乐营销是完整的内容链路的联动。”

11 月 28 日，今日头条公布将于

2019年启动“闪耀计划”，用百亿流量扶

持优质影视项目宣发、用百亿流量扶持

优质明星的内容的合作。通过打通字

节跳动内部生态赋能娱乐内容。

今日头条将拿出百亿流量，包括字

节跳动整体粉丝生态、信息流推荐、今

日头条APP开屏资源等，加大力度对宣

发项目进行曝光。同时大力联动字节

跳动体系内的多条产品线，实现内部联

动以及与整个行业进行深入合作，主要

包括西瓜视频、抖音、火山小视频等，每

条产品线的DAU都是几千万级的。今

日头条还将对宣发项目进行深度运营

扶持，从立项到运营提供完整服务。并

加大整体热点发酵力度，联动多领域作

者对一个话题进行重点发酵，同时大力

扶持头条热搜榜的内容。洪绯称今日

头条将构建完善整体娱乐生态，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

《一出好戏》就是按照整个内容链

路拉动字节跳动内部多条产品线协同

宣发的代表案例，该项目在宣发期内总

计触达2亿受众。在内容环节邀请所有

剧组明星在头条上预热，参与各种问

答。发酵环节头条引导大量头条号作

者对《一出好戏》进行各种解读，拉动不

同圈层用户的关注。宣发期内“微访

谈+话题”总阅读量达1.4亿、产生额外

曝光量8000多万。在短视频方面，今日

头条拉动抖音、西瓜视频协同运营，实

现4.35亿播放量。

“西瓜视频强调移动和原生。”西

瓜视频品牌市场与娱乐中心总经理谢

东升介绍说，西瓜视频大部分用户消

费行为在移动端，因此在内容制作过

程中就会考虑用户在移动端对于视听

语言，对于节目兴奋点的需求，进而去

设置内容。

谢东升用“精品，轻量，创新”三个

关键词概括2019年的发展方向。“资本

回归理性之后会越来越重视好的内容

和精品内容，精品化和精品内容会在接

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不断涌现。”比如西

瓜视频打造的《百万英雄》便是一种创

新，“它既可以视为游戏，也可以视为时

长20分钟的综艺产品，用户在消费内容

的同时可以通过答题的形式参与交互，

参与结果即时反馈到节目中，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基于移动端的原生互动综艺

产品。”

基于这种判断，今年10月，西瓜视

频对外宣布启动微综艺计划，并先后上

线《侣行翻滚吧非洲》《我和哥哥们》试

水。与朱丹联合打造的文化旅游纪录

片《丹行线》已于11月18日上线，上线2

天视频播放量即破500万。谢东升直言

微综艺是非常有市场前景的：“微综艺

这种形态，可以以较低成本、较小体量

实现丰富的内容矩阵和内容产品，非常

符合移动原生互联网时代用户碎片化

的消费时间。我们也在思考通过微综

艺这种内容产品击穿某个圈层。”

2018 年是短视频行业风起云涌的

一年，走过野蛮生长，短视频平台向着

规范化精品化迈进。在刚刚结束的第

六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聂辰席透露，

《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和《网络

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近期将向

社会公布，将进一步规范短视频平台

传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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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年来“耳朵经济”迅猛发

展，有声阅读以其海量、便

携、随身收听的属性，逐步

渗透到用户的碎片化场景，

并培养了用户连续收听和

付费的习惯。易观智库发

布的《2018中国有声阅读行

业发展趋势分析》显示，

2017 年我国有声阅读市场

规模达 40.6 亿元，其中 80

后男性成为消费主力。值

得关注的是，有声阅读用户

的付费意愿很高，比例达

50%以上，月均支付费用达

30元。

11 月 29 日，为了更加

深入地探讨有声阅读的经

济、文化和社会价值，以“新

阅读·心聆听”为主题的

2018 有声阅读生态大会在

深举行。大会由中国音像

与数字出版协会有声读物

专业委员会、深圳读书月组

委会办公室主办，有声阅读

平台懒人听书承办。深圳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楚宏，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

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

炬，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

室副主任、深圳出版发行集

团副总经理曹宇、著名演播

家李野墨等 200 多位来自

高校、有声读物专业委员

会、有声阅读行业代表以及

数十家媒体出席大会。

懒人听书CEO宋斌在

会上透露，2018 年懒人听

书用户付费预计可达 2.5

亿 元 ，与 去 年 相 比 翻 一

番。截至 11 月，安装并使

用懒人听书 APP 的用户达

3.2 亿，日活用户的平均使

用时长达 3 小时。当前懒

人听书收听排行，以玄幻

奇幻、都市传说、武侠、仙

侠题材为代表的原创文学

吸引力最大，再之后是传

统文学、儿童、历史题材。“懒人听书致力于

打造一个稳定健康发展的生态圈，从内容

生产与合作、用户消费、影视动漫互动、渠

道开拓等，每一个参与者都可以体现自己

的价值或收益。”

有声阅读生态是由多方共同组成的，包

括版权方、制作方和渠道方，每一方诉求都

不相同但又密不可分。多方力量的介入与

合作让有声阅读的生态更加完善。会上，围

绕“传统出版转型之有声阅读的选题策划与

运营”“全场景时代有声读物用户渗透与推

广”两个话题，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王丛刚、阅文集团副总裁朱靖、蜻蜓

FM副总裁朱峰、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黎遥、科大讯飞副总裁兼消费者BG

高级副总裁章继东、十点读书副总裁廖仕

健、未来之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CEO卢

俊等嘉宾进行主题发言。

大会同期发布了《英文有声书：“美国市

场和全球市场”报告》《懒人听书构建有声阅

读生态圈》等报告。 （李丽萍）

关键词 短视频 垂直内容 微综艺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陈 莹

刚刚过去的11月，腾讯接连推出“哈皮”“酱油”“YOO视频”3款短视频

APP，加上10月上线的音乐短视频“音兔”APP，至此，腾讯旗下已经云集微视、

下饭视频、速看视频、闪咖、猫饼、MOKA魔咔、腾讯云小视频等15款短视频产

品的庞大矩阵。

有流量的地方就有竞争，短视频作为当今互联网最大流量池之一，已经形

成字节跳动系、腾讯系、快手等几大玩家。

字节跳动旗下抖音、西瓜、火山与快手，常年垄断短视频排行榜前4，抖音日

活2亿、快手日活3亿，仅两款产品已占据短视频用户市场半壁江山。巨头加磅

后，二更、一条、视知、梨视频等中小短视频平台也在逐步巩固细分市场，依靠内

容营销、知识付费、内容电商、版权交易等方式盈利，短视频平台开始走向分化。

掌阅课外书公布最受欢迎书单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掌阅科技公布了“掌阅课外书”APP上架3个月来最受欢迎书单，排名前

5位的分别是《绿山墙的安妮》《大林和小林》《三字经》《稻草人》和《柳林风声》，《森林报》《绿野仙踪》《骑鹅

旅行记》《安徒生童话精选》和《鲁滨孙漂流记》排名第5~10位。

获得第一名的《绿山墙的安妮》由加拿大作家露西·莫德·蒙格马利所著，诞生于1904年，距今已超百

年，全书围绕成长与梦想，充满正能量。

“掌阅课外书”是掌阅科技2018年8月发布的独立品牌，引进教育部语文新课标推荐图书，并独家引

进人民文学、二十一世纪等出版社精选版本，现已汇集36个国家的2万多种优质图书。在内容分类上，

“掌阅课外书”按小学、初中、高中，以及不同年龄段推荐书籍，循序渐进引导孩子阅读，例如小学四年级推

荐《福尔摩斯探案集》《昆虫记》，而六年级推荐《小王子》。在名师推荐上，汇集教育界专家老师提供的书

单；在兴趣培养上，邀请专家导读；在安全保障上，“掌阅课外书”收录的每种书都经过严格的“7S”内容筛

选机制，从大数据初筛到最后由专家评估推荐，确保内容的安全、绿色、优质。在阅读体验方面，“掌阅课

外书”采用精细化的图文排版，APP内置护眼模式和防沉迷系统，电子书阅读器提供电子墨水屏显示效

果，丰富阅读体验。

“掌阅课外书”负责人表示，这份书单还显示出孩子与家长的课外阅读倾向，从类别看，教育部推荐的

书目更受青睐；从内容看，开发想象力、增加正能量的书籍更受欢迎。该负责人还发现“掌阅课外书”部分

用户群体年龄在28~34岁，说明家长和老师也在参与课外阅读。 （陈 莹）

纸媒关停并转向融合求生机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法制晚报》

和《潇湘晨报》相继在头版发布公告，前者于

12月1日宣布2019年1月1日起休刊，后者于

11月28日宣布正式启动改版。

据法晚网报道称，《法制晚报》现有采编

团队将与上级单位北京青年报社的采编团队

进行有机整合，集中精力打造北京青年报社

融媒体平台“北京头条”客户端，在主打新闻

资讯的同时，开发视频（短视频）、自媒体、网

上商城等多种功能，将于近期正式上线，目前

已开始试运行。

随着媒体融合进入深水区，京城纸媒融

合进程提速。今年 8 月《北京晨报》公告称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停刊，10 月 31 日新京报

APP上线发布仪式上，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杜飞进透露，北京正积极推进新京报、北

京晨报、千龙网三家媒体整合工作。

而《潇湘晨报》公告称改版是作为媒体机

构、纸质媒体在全媒体融合背景中的一次角

色重塑；是报纸、ZAKER 潇湘、晨视频、微博、

微信等多介质、全媒体立体传播的手段再

造。改版后的《潇湘晨报》头版将全新升级为

全媒体封面。

11月28日，无锡日报报业集团迎来15周

年庆之际，“未来媒体中心”楼顶字牌被点

亮。11月27日，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南海

网建设运营的海南互联网+文旅创业中心正

式挂牌，“海南头条”APP、“海南旅游头条”网

站同时上线。

就像“无锡日报”官方微博所说，在拓宽

格局的同时提升格调，在建设新型主流传媒

集团的新征程上又一次点亮了信号灯、吹响

了集结号。关停并转虽是传统报刊的转型阵

痛，亦是求生之策。 （筱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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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
内容圈层消费正形成 短视频商业价值被看好

11月28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

务协会在第6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发

布《2018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公布了10

大主要发现：

一是网络视听各领域规模持续增加，

成为网络娱乐产业的核心支柱。截至

2018年6月，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

6.09亿，占网民总体规模的76%；短视频应

用迅速崛起，热门短视频应用用户规模达

5.94亿，占整体网民规模的74.1%；网络

音频持续发力，用户规模达3.0亿。《报告》

预计网络视频内容的市场规模将达

2016.8亿。

二是网络视频行业马太效应显

著。网络视频用户、内容、流量进一步

向腾讯、爱奇艺、优酷三大平台集中，

头部平台与第二、三阶梯之间差距继

续拉大。

三是网剧、网综、网络电影走向精品化。

四是网络视频收看设备进一步向手

机端集中。

五是近半数网络视频用户不再接触

传统媒体。

六是网络视听成为娱乐刚需。

七是内容圈层消费正形成。电视

剧、新闻资讯、网络电影成视频用户最爱

看的节目类型。用户经常收看的节目类

型因性别、代际、地域呈现明显差异。

八是业界看好 1+3+1 的结构格

局。知识付费内容、短视频、微综艺将

成为2019年3大新风口。未来网络视

听市场将形成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优

酷、腾讯、爱奇艺和抖音构成的“1+3+

1”头部格局。

九是业界看好短视频商业价值。

短视频将成为未来网络剧市场的重要

趋势，并形成长短剧并行的局面。最具

商业价值的短视频内容为微垂直内容

和微综艺。但整体创作水平偏低，加强

对短视频、直播及网综监管成为必然，

政策导向将指引内容。

十是人工智能和算法将嵌入视听

产品制播流程。

二更4周年庆典公布2019年内容计划和商业化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