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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运营和变现双重难题

短视频内容创业“背靠大树好乘凉”
本报记者 黄 鑫

近年来，逐渐升温的短视频已成为内容创业最大风口，但大多数创作者

却面临运营和变现的双重难题。为了生存，短视频创作者一方面在商业化

方面抱团取暖，向更贴近广告主的垂直内容发力；另一方面争取获得阿里、

腾讯这些巨头的青睐，“背靠大树好乘凉”

在9月6日举行的第九届中国网络
视听产业论坛上，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
团副总裁周晓鹏表示，短视频行业迎来
新风口，但大多数创作者却面临运营和
变现的双重难题。阿里大文娱将以大鱼
号为核心，从内容生产、用户触达和商
业化三个方面，发力短视频行业基础设
施建设，赋能产业链，推动产业升级。

近年来，逐渐升温的短视频已成为
内容创业最大风口，每天都有数千万条
短视频上传。在周晓鹏看来，短视频风
口的出现源于三大“新基础设施”，即
网络条件完备、视频采集生产软硬件普
及以及内容创意爆发的大环境。但发展
初期的流量红利正快速消失，内容制作
成本不断提升，商业化路径狭窄，短视
频从业者面临冰火两重天局面。

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同天发布的
《2017短视频行业大数据洞察报告》显
示，短视频内容生产正向组织化、垂直
化和个性化三个方向发展。内容生产者
从个体转向组织化机构化发展，短视频
内容正从泛娱乐化向垂直内容转型，搞
笑娱乐类趋于同质化的内容占比逐渐减
少，专注于美妆、美食、生活方式等垂
直领域的创作者正在发力。

这些趋势印证了短视频创作者的生
存现状，即在商业化方面抱团取暖，向
更贴近广告主的垂直内容发力。目前，
短视频的主流变现途径有平台补贴、广
告植入、电商营销等。其中，广告植入
和品牌定制视频等回报较好的方式主要
被头部内容占据。

为了吸引和留存优质内容，各大平

台纷纷推出奖金扶持计划。今年 3月
份，阿里文娱大鱼号宣布将原UC订阅
号的“量子计划”升级为“大鱼计
划”，在原有10亿元资金扶持基础上，
再追加10亿元。目前，短视频行业中
腰部创作者由于商业化不足，做精品内
容成本高，因而生存艰难。设立高额补
贴，正是希望发掘更多有潜力的作品和
新锐创作者。
“一个行业不能只有头部。”大鱼号

产品负责人吴越表示，大鱼号平台将通
过提升服务满足内容创作者需求，让大
鱼号成为短视频内容创作者的素材库、
互动粉丝站和赚钱的“淘宝店”。

专家表示，短视频创作者要实现商
业变现，进而形成品牌价值，最终要靠
清晰的用户洞察，尤其要满足年轻人复

杂多样的内容需求。大数据分析显示，
30岁以下用户是短视频受众主力，用户
黏性也更高。在土豆平台上，30岁以下
人群占比超过60%，其中19岁至30岁
主力用户人群表现尤为突出。

同时，不同年龄段用户喜好的短视
频类型、观看时间及互动方式也有明显
差别。数据显示，18岁以下青少年最热
衷于游戏类短视频，19岁至25岁用户
热衷于追剧及动漫，26岁至30岁用户
更加关注育儿类题材。

因此，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分析
认为，随着市场走向成熟，短视频用户
口味将更加挑剔，平台应持续打造优质
内容生态，完善内容分发方式，提升互
动体验，进一步增强用户黏性。同时，
在短视频行业残酷洗牌中，单体短视频
平台将面临更大风险和压力，依托阿
里、腾讯或微博等生态体系才能有更大
发展机会。例如，在谷歌生态支持下，
YouTube的估值从2006年的16.5亿美
元飙升至现在的 900亿美元。与之类
似，今年3月底土豆全面转型为短视频
平台，不足半年时间，土豆活跃用户数
保持了每月20%以上的快速增长。

本版编辑 杜 铭

“2017年1月份至7月份，我国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完成总收入2.9万亿
元，同比增长 13.5%，实现利润总额
3520多亿元，同比增长14.1%。我国软
件产业在产业规模、创新能力、企业实
力、行业应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
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在近日召开的第十
三届中国南京软博会开幕式上，工信部
原党组成员金书波说。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
网、物联网等技术迅猛发展，软件的面
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南京市市长缪瑞林表示：“软件产
业和其他产业跨界融合交叉渗透，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正在步入加速创新、快速
迭代、全体突破的爆发期，产业竞争正
在由单一技术、单一产品、单一模式加
快向多技术、集成化、融合化、平台系
统以及生态系统竞争转变，可以说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发展正迎来一个全新的时
代。”

金书波也表示：“软件定义和数据
驱动成为全球信息革命的重要标志和显
著特点，加速了各行业领域的融合创新
和转型升级。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全球
2000多万个APP构筑的移动互联网生
态蓬勃发展，繁荣了电子商务和智慧城
市，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工业领域，软件成为推动产业变革的
重要动力，加速了生产效率，业务模式
不断革新。”

未来的软件是什么样？又将怎样改
变人们的生活？本届南京软博会的主题
是“软件定义世界，数据驱动未来”，
正是这些问题的答案。

人工智能“加速奔跑”

“合同违约如何赔偿？”“侵犯名誉

权怎样起诉？”南京擎盾信息科技的展
台上智能机器人“小法”有问必答，这
是国内首台法律人工智能机器人。南京
访客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展台上，“来
访通”机器人自动转向访客的方向，向
它点点头，输入联系方式，访客就被记
录下来并被赋予不同的权限，通过人脸
识别，门禁就会自动向访客开放。

在本届软博会上，形形色色的机器
人吸引了大量眼球。人工智能是机器人
的“心脏”，也是未来软件大显神通的
“发动机”。南京软件谷管委会主任谢祖
国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以
深度学习等关键技术为核心，以云计
算、生物识别等数据和计算能力为技术
支撑，不断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医
疗、自动驾驶、安防、家居以及营销等
领域的应用场景落地生根，并创造价
值”。

人工智能的发展得益于对海量数据
的学习。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
理陆晓晔告诉记者：“人工智能怎样改
变世界？必须要结合行业大数据的采
集，学习行业的基础情况和专业知识。
就拿科大讯飞在教育行业的应用来说，
全国有将近1万所中小学使用科大讯飞
的技术，在北大附中和黄冈中学，学生
的学习效率已经得到明显提升，从教学
实践中获得的数据也让人工智能变得越
来越聪明。今年的高考，我们尝试用人
工智能对主观题阅卷，机器阅卷真的达
到了专家水平。”

摩拜单车首席技术官夏一平同样表
示，摩拜平台上管理着超过700万辆自
行车，每天产生着海量的数据。“这些
数据已经通过人工智能平台来提升运营
效率，节省了运营成本。比如，地铁站
有4个出入口，在不同的出入口放置自
行车，骑行效率完全不一样。这样的调

度就是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来实现的，我
们也对日常调度加以预测，让我们的运
营人员知道要去哪里找摩拜单车，应该
把它们放到什么位置去。”

人工智能也在推进传统行业走向智
能化。滴滴出行创始人程维表示：“通
过将交通线上化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将会让智慧交通可感可知。在苏州，滴
滴统一实时调配了8个红绿灯，没有任
何硬件投入，仅靠算法调整就降低了
12%的拥堵；在济南，滴滴统一调度了
超过100盏路灯。不仅人和车能连上互
联网，路和灯也能连上互联网，这一切
来自于滴滴大脑有一个人工智能引擎，
每天都在学习大家出行的规律，实时了
解路况，作出最优决策。”

虚拟现实“由虚入实”

VR！VR！本届软博会上，VR
（虚拟现实） 随处可见。戴上 VR 眼
镜，坐上虚拟海盗船，失重的感觉颇为
清晰。戴上VR头盔，用手脚比划一
番，感觉如同控制滑雪板在山间穿行
……VR展馆中不时听到观众的惊呼
声：“真好玩！”“这也太逼真了！”

作为游戏和娱乐手段，虚拟现实的
互动方式不断丰富，专业体验设备的出
现，也让VR在线下场景的商业模式越
来越通畅。“流动体验店、商业中心里
的小型体验店和专门的大型VR体验店
都在遍地开花。”苏宁文创副总裁米昕
表示，“以前的传统游乐场，需要租用
大片场地搭建游乐设施，还要购买大量
昂贵复杂的游乐设备并加以运营维护，
成本极高。现在不同了，只需采用
VR、一些座椅系统和相关替代技术，
就可以完全逼真地模拟游乐场景”。

更重要的是，虚拟现实正在与各个

传统行业迅速融合，并进入了游戏与娱
乐之外的广阔天地。中国移动在展台上
展示了VR机房体验应用。南京移动工
作人员朱诗宇请记者戴上 VR 眼镜：
“看到了吗？左边一排一边10个机柜，
下面这些小洞底下是空调，这就是我们
宁丹路机房的小模块设计，我去看过，
一模一样。很多要托管给我们的客户在
外地，用VR眼镜就能带他们看看机房
到底什么样。”绿萝科技则展示了VR
规划展示系统，建筑设计师可以亲身体
验建筑在实际环境中的景观和建筑物之
间的关系。全控科技甚至推出了挖掘机
动感驾驶体验平台，销售经理刘洋告诉
记者：“通过一比一真实建模过程逼真
地学习，让学员上机前就可以打下操作
基础。”

AR引擎技术提供商 Infinity AR
首席执行官莫蒂·库什尼尔表示，继计
算机、因特网、移动设备之后，AR代
表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来临。“比起硅
谷，更好的AR市场在中国。”显然，
虚拟现实不能仅仅停留在玩乐方面。瑞
士工程科学院院士丹尼尔·查理斯·唐
尔曼表示，随着技术不断创新，VR将
为人们实际工作带来更多帮助。“目前
技术的发展可以不再依靠手持设备，而
是可以让计算机去主动识别人们的手部
动作，因此绘画者仅仅用真实的手动
作，就能在虚拟环境中绘画。因为不再
需要戴上包括传感器在内的手套，人们
操作起来会更加准确和方便。”

VR由虚入实，需要更为宽松的政
策环境。金书波表示，“深化软件融合
应用，大力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
展，推进工业技术软件化，繁荣工业应
用生态，培育壮大融合性新兴产业，扩
大和升级信息消费，引领数字经济发
展，将是工信部的重点工作之一”。

第十三届中国南京软博会日前召开——

软件：推进传统行业智能化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南京软博会是我国规模

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最具

影响力的行业盛会。在从9月

6日至9日的这4天时间里，来

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1375家

企业带来了体现新一代信息

技术发展趋势的最新产品和

服务。未来的软件是什么

样？又将怎样改变人们的生

活？记者带您去寻找答案

首辆太阳能汽车样车计划年底推出

汽车“边开边充电”有望实现
本报记者 王轶辰

近日，汉能薄膜发电集团宣布旗下美国全资子公司阿
尔塔设备公司将与奥迪合作，开展“奥迪/汉能薄膜太阳能
电池研发项目”。这意味着太阳能汽车研发生产迈出了关
键一步。

据介绍，双方合作第一步将推出薄膜太阳能全景车顶
解决方案，旨在延长车辆行驶里程，提高用电便利性。此
后，将逐步研发利用薄膜太阳能技术为奥迪电动汽车提供
主驱动力，实现零排放出行。双方计划于2017年年底合作
推出首辆集成薄膜太阳能全景车顶奥迪原型样车。

汽车产业打造真正意义上的零排放汽车，具有移动能
源特征的太阳能供电成为首选。但车身轻质化趋势及有限
的车顶面积，对太阳能芯片的转化率及重量提出了很高要
求。具有全球领先水平的汉能砷化镓薄膜太阳能技术脱颖
而出，成为汽车太阳能车顶增程方案首选。

汉能薄膜发电集团董事会主席袁亚彬表示，薄膜太阳
能芯片具有能效转化率高、弱光及高温条件下发电性能优
越等优势；薄膜芯片最明显的物理特性是柔性可弯曲、可结
合衬底材料塑形，为薄膜太阳能技术应用于汽车领域以及
全太阳能动力汽车研发提供了技术前提。

奥迪董事会成员、采购业务负责人贝恩德·马滕斯说：
“行驶里程对电动汽车至关重要。我们将与汉能携手，将创
新型太阳能技术应用于电动车，延长其行驶里程。”下一阶
段，太阳能将直接为奥迪电动车牵引用蓄电池充电。“这将
是打造可持续零排放出行方式的里程碑。”

早在3年前，汉能就曾与阿斯顿马丁赛车合作，同年还
为特斯拉交付过薄膜太阳能充电设施；此后，汉能推出了自
主研发的太阳能餐车、房车、观光车。2016年，知名物流厂
商使用汉能柔性薄膜电池铺设于卡车顶上，用于冷链物
流。汉能还于去年7月份推出4辆全太阳能动力汽车。此
后，汉能围绕汽车产业布局，先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发低速电
动车，后与福耀玻璃成功研发薄膜太阳能车顶全景天窗。

接下来，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双方将凭借各自优势共同
寻求市场突破。这或许为汉能“移动能源+汽车”的战略勾
勒出最佳的产业化路径：顺应传统车企追求智能与环保的
大势，从薄膜太阳能车顶为车辆提供增程方案入手，逐步过
渡到用太阳能为车辆提供主驱动力，摆脱充电桩的束缚，打
造真正的零排放太阳能汽车。

今年1至7月原煤产量同比增长
新闻回放：9月5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

数据，2017年1月份至7月份，90家大型煤炭企业
原煤产量完成14.1亿吨，同比增加0.91亿吨，上涨
6.9%。统计局数据显示，前7月中国煤炭总产量
为20.06亿吨，同比增长5.4%。

点评：在去年执行276个煤炭企业工作日的

情况下，煤炭产量曾出现了较大幅度下滑。今年

修改成330个工作日后，产量出现回升是正常情

况。需要注意的是，从8月底至今，环保限产不断

升级以及山西等地煤矿停产整顿让煤炭供应处

于偏紧状态，煤价近期也出现了小幅反弹。市场

人士预测，煤炭库存制度或于9月底前全面推行，

在冬季煤炭消费旺季到来实施，以确保市场调节

弹性，防止煤价大幅波动。

挖掘机销量持续攀升
新闻回放：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

分会9月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挖掘机销量
同比增长逾1倍，连续8个月保持超过100%的增
长速度。受益于挖掘机及相关工程机械销量持续
高增长，相关公司上半年净利增长显著。

点评：年中，不少分析机构认为8月份挖掘机

将进入相对淡季，下半年销售数据将有所回落，但

从实际情况看，挖掘机销量维持高位增长态势，表

明基建需求依旧强劲、设备更新换代需求明显。

同时也说明，工程机械行业经过近几年调整，行业

库存去化充分，行业持续增长或超预期。据中国

工程机械协会挖掘机分会人士预计，国内市场挖

掘机今年销量有望突破12万台，在去年基础上翻

一番。

水泥价格有望持续反弹
新闻回放：近期，全国水泥市场价格环比继续

上涨。天津、河北唐山、保定、冀南地区水泥企业
都有价格上调计划，北京区域的水泥价格已经在8
月底率先上调30元/吨。据业内预计，未来几个
月水泥价格将步入第二次上升通道。

点评：目前水泥价格的回暖与市场整合力度

加大，去产能、去库存，以及错峰生产都有密切关

系。在今年水泥市场需求与去年基本持平的情况

下，大集团对市场掌控能力得到加强，市场供需关

系得以修复，确保了市场价格、产业利润得以提

升。展望未来几个月，仍将是水泥市场传统旺季，

水泥生产仍然维持偏紧状态，需求保持较稳定态

势。业内预计，未来水泥价格高位运行态势有望

延续。

在近日召开

的南京软博会

上 ，观 众 戴 上

VR眼镜，坐上

专业设备，体验

“骑马”的感觉。

本报记者

陈 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