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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猫否认员工为泰游船事故船方经理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7月11日，泰国普吉岛
搜救中心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普吉游船倾覆事
故救援相关情况。发布会上，泰国普吉府府尹诺拉帕
表示，登上“凤凰”号的总共89人中，有42人获救，其
他47人均已遇难。对于事故调查进展，普吉府警察局
局长提拉蓬表示，涉及事故的懒猫公司员工彭大迁
作为“艾莎公主”号经理对事故的发生有一定责任，
目前已被逮捕。对此，懒猫旅行相关负责人独家向北
京商报记者透露，“ 艾莎公主”号是由懒猫向泰国
TCG公司租赁的船只，而彭大迁是懒猫与泰国企业
在当地合资开设旅行社的中方负责人，负责提供懒
猫向该旅行社采购的导游、餐饮服务，并非“艾莎公
主”号经理。
诺拉帕表示，目前，事故中遇难人员中已有43具遗
体被证实为中国公民，普吉府将向每名遇难者赔付210
万泰铢（约合43万元人民币）。而据提拉蓬介绍，目前案
件仍在调查中，已逮捕相关责任人，并传唤船主公司员
工等人员进行证据收集，
“‘凤凰’号打捞完成后将对船
体质量进行检查。如果确定本次事故为人祸，无论责任
人是政府官员还是旅游从业者，都将进行追责”。
另一方面，懒猫旅行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懒猫向泰国TCG公司租赁“艾莎公主”号后，双方
共同约定了该船只的出船计划，并由TCG负责派出船
长1名和船员4名。该负责人表示，双方签订的《包船协
议》中明确规定，在考虑到客人及天气因素影响的情
况下，TCG公司和懒猫同意船长和船员更改目的地和
行程时间。
对于懒猫在当地参与投资的旅行社，上述负责人
解释称，懒猫与泰国企业合资设立了Lazycat旅行社，
根据泰国当地的政策，外资不能控股合资旅行社，因
此，懒猫持有该旅行社49%的股份，而非控股方。

优酷起诉有票劫持世界杯流量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实习记者 金延娣）7月11
日，北京朝阳法院发布案件快报称，因认为“有票
App”未经许可盗用schema（用户数据库集合），在第
三方手机客户端本应唤起“优酷”客户端时转而唤起
“有票”客户端，劫持了“2018世界杯”广告流量，日前，
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酷”）对
北京有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票”）提起不正
当竞争诉讼，要求停止侵权并索赔300万元。
案件快报显示，优酷公司诉称，公司是“优酷”手
机客户端的合法经营人，依法享有该软件的经营收益
权。为推广该软件，吸引更多客户群体，公司在第三方
手机客户端投放了大量关于“2018世界杯”的广告，当
用户在第三方客户端点击该广告时会唤起已安装的
“优酷”手机客户端或提示用户进行安装。经公证证
实，“有票”手机客户端未经许可利用技术手段，盗用
公司schema，用户在大麦、UC浏览器、淘宝、支付宝、
书旗小说、虾米音乐等第三方手机客户端唤起“优酷”
客户端时不能执行正常操作，而是直接唤起有票公司
运营的“有票”手机客户端。
优酷公司认为，有票公司盗用schema的行为属
于典型的流量劫持不正当竞争行为，严重影响了其商
业利益。为此，优酷公司将有票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有
票公司立即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经济损失
及合理支付费用300万元。据悉，朝阳法院已正式受理
此案。
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江本伟认为，“优酷
对2018世界杯拥有信息网络传播权，‘有票App’未经
许可转接优酷链接，严重者可造成刑事犯罪。通过破
解优酷的防火墙，破坏其信息系统，把流量引到自己
的App中。目前优酷要求民事赔偿是可以的，如果涉
及到刑事方面，也可以向法律部门报案”。

阿里鱼联手中影华谊加码IP衍生业务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郑蕊）阿里巴巴影业集团
旗下阿里鱼日前宣布，已与东京电视台、特纳、中影、
华谊兄弟品牌管理等IP版权机构就入驻天猫动漫模
玩一级类目一事达成战略合作意向，同时双方就未来
的内容投资、授权和渠道合作展开充分讨论。
公开资料显示，东京电视台于1964年成立，是日
本五大民营无线电视台之一，也是目前日本制作最多
动画片集的电视台之一。近年来，东京电视台一直希
望能够更加深入拓展中国动漫市场。据悉，此次东京
电视台与阿里鱼合作，双方将就 《火影忍者》、
《BLEACH境界》、《银魂》、《黑色四叶草》、《水果篮子》
等IP展开合作。牵手特纳，则是阿里鱼进一步布局C
端、同欧美最大级动漫平台深度合作。据悉，Warner
Media旗下特纳公司的卡通频道是全球知名动漫频
道。今年，阿里鱼除了将续约特纳旗下《飞天小女警》
和《咱们裸熊》的合作外，还将就更多IP开展商业化合
作和用户定制运营。
中影与阿里鱼的合作则是另一种模式。作为海
外电影版权方在中国市场最集中的合作伙伴，中影
拥有丰富的电影衍生品开发授权。据了解，一方面，
中影将通过阿里鱼在天猫开设店铺，帮助电影版权
方实现内容以外的周边衍生品等货品对用户的全面
触达；另一方面，双方将应用国外合作经验开发国内
电影项目衍生品。而此次华谊和阿里鱼的合作，是以
华谊兄弟品牌管理公司入驻阿里鱼平台开店为切入
点，逐步延伸合作范围，如线上手游、线下实景娱乐
等IP衍生渠道。
在业内人士看来，此次阿里鱼与四大IP版权机
构的战略合作，意味着阿里鱼在全面布局全球衍生
品市场。

上市潮助推直播平台新排位赛
距“游戏直播第一股”虎牙直播上市不过两个
月，7月11日，映客直播发布公告称，将于7月12日
于香港挂牌交易。相比以往，近两年直播平台的热
度略显回落，然而各大平台寻求资本市场的热情
却未因此降温，除了虎牙直播与映客直播外，斗鱼
直播也释放出正在筹备上市的信号。但是在密集
的上市之后，面对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直播平台
又该如何拓展业务领域，在不断变化的市场格局
中占据优势地位呢？
密集上市

上市，为直播市场格局提供了新的划分维度。7
月11日，映客直播发布公告称，将于7月12日于香港
挂牌交易，确定发行价格为每股3.85港元，共发行
3.0234亿股。映客直播表示，这些款项净额将用于拓
展业务、丰富内容、开展营销活动、进行品牌推广、开
发技术并进一步提升实力，而这也意味着国内直播
平台的上市阵营中增添了一名新的成员。
就在两个月前，国内“游戏直播第一股”的头衔刚
被虎牙直播收入囊中。5月11日晚间，虎牙直播在纽
约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开盘价15.5美元，较12
美元的发行价高出30%，截至美国当地时间16时收
盘，虎牙直播股价上涨34.75%，收于16.17美元。从
2014年成立，到后期战略引入资本独立运营，上市给
了虎牙直播一个不容争辩的行业第一。
今年以来，不少直播平台都密集地释放出了上
市的信号，除了已经挂牌的虎牙直播与映客直播外，
斗鱼直播同样进驻了筹备上市的赛道。1月13日，在
斗鱼直播平台举办鱼乐盛典颁奖典礼，斗鱼宣布在
2018年将投入10亿元用于培养优秀主播，打造“主播
星计划”，斗鱼直播COO程超也表示斗鱼直播有IPO
计划，仍在筹备中。
与映客直播同属泛娱乐直播的花椒直播，也传
出谋求上市的消息，不过6月花椒直播与宋城演艺旗
下子公司六间房进行重组后，明确表示暂无上市安
排。但有业内人士指出，为谋求长远发展利益，引入新
的融资或者上市对于花椒直播来说都是可期的。
“上市就是企业到了特定的发展时期按照资本
规则增加融资的渠道，这也是对市场资源的集中整
合。”新元文智创始人刘德良表示，直播市场出现的密
集上市潮，一方面说明国内直播平台的运营逐渐开
始成熟；另一方面也显现出直播平台对更大规模资
本的渴求，因为上市融资完成、资本实力加强之后，可
以加快新产品的研发，可以从直播进入到其他领域，
从而拓宽营收渠道。

F

能力就会好。但直播平台在资本市场的竞争力与公司
未来的业绩增长水平、带给股东的回报等息息相关，
如果公司的运营不够规范，对于经营业绩的重视程
度不足，便会给直播平台未来的发展埋下隐患。
2016-2019年中国在线直播用户规模及预测
3.1
3.98
4.6
5.07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60.6%
28.4%
15.6%
10.2%
增长率（%）

用户数（亿人）

数据来源：艾媒咨询《2017-2018中国在线直播行业研究报告》

资本双刃剑

回看被喻为“网络直播元年”的2016年，各种类型
的直播平台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在市场中涌现，直播也
成为放大行业热点的端口。公开资料显示，2016年4月
7日，在《欢乐颂》发布会上，刘涛借直播便吸粉71万；4
月21日，Papi酱广告拍卖直播竞拍价达1800万元；5月
18日，宋仲基的北京粉丝见面会直播赢得了1100万人
的在线观看，这样居高不下的关注度足以挑动资本的
神经，直播市场也掀起了一场“百播大战”。
但直播市场随之而来的便是一轮关停潮。有报
道称，爱闹直播、网聚直播、美瓜直播、猫耳直播等10
余家直播平台在2016年停止了运营，曾在2015年获
1250万元pre-A轮融资、估值高达5亿元的光圈直播
也在2017年倒闭。
在中国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京成看来，直
播市场的人口红利期已过，在监管趋严的情况下，优
质资源不断地向大平台聚集靠拢，行业也由此进入
整合的状态，而平台数量减少的同时，也导致用户数
量在大规模流失。“想要抢占用户时间，仅靠直播平台
主营的单一类型内容是不够的，而内容的外拓也需
要资本的加持，上市便成为不少直播平台选择的方
式。”北京社科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沈望
舒指出，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上市对企业规范化的发
展是有好处的，因为要做到信息市场要求的信息公
开。产品做得好，可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盈利

格局生变

“从之前的百家混战到现在只有几家平台维持着活
跃度，直播市场的第一、二、三极阵营也由此划分出来。”
刘德良表示，上市后直播平台的业务将不单单停留在垂
直内容的表现形式，更会拓深至垂直领域的业务层面，
成为垂直领域开展业务的服务工具，再加上平台间的重
组、合并，直播市场的格局也会发生新的变化。
例如今年兴起的直播答题，便是直播平台在垂
直领域的探索。1月9日，美团100万元冠名花椒直播
“百万赢家”中午场，映客直播孵化的芝士超人的首
个广告则被趣店以1亿元拿下，不少直播平台都借助
直播答题在短期内吸引了相当可观的活跃用户数。
但前期直播答题的大火是水涨船高的结果，每一家
都在追，而且采用这种形式代价很低，还可以在短时
间内得到大量的流量，但是随着增量市场的空间越
来越小，再加上政策严管，直播答题的风口很快便过
去了。
在行业人士看来，直播不是答题的起点，答题也
不可能是网络直播的终点。无论答题如何火爆，都不
可能完全取代网络直播的既有业务，也无法形成更丰
富的商业模式。相反，拓展“直播+”业务，才是试图在
娱乐之外填补用户审美疲劳的有效方式。
此外，短视频行业的快速发展，也会给直播市场
带来极大的竞争压力，极光大数据显示，2018年2月
直播App的用户规模达到2.2亿人，用户渗透率为
21.4%，但较去年同期仅增长4.4%；而QuestMobile
发布数据称，2018年1月国内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到
了4.61亿，短视频的崛起，对直播造成的冲击不容忽
视，直播行业的赛道已变得艰难。
但沈望舒指出，直播市场确实是有社会需要的，
不少平台还掌握着具有市场影响力的优质资源。事
实上，是社会需要使这些直播平台这些年可以坚持下
来，而消费需求的扩展，让很多人既是消费者、受益
者，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生产制作者和传播者，这是时
代进步的体现，“有需求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事业和
产业，因此从直播市场上来看，总得有平台来填补这
种需求，谁在这方面更有资源配置力，谁就会在行业
洗牌的过程中占据优势”。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王嘉敏 实习记者 金延娣/文
宋媛媛/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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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国入境免签推进 三亚清查旅行社资质

北京商报讯（记者 肖玮 武媛媛）为推进入境
游提质，三亚对相关旅行社进行测评。7月11日，记
者从海南旅游发展委员会官网获悉，三亚市旅游
委近日联合相关政府部门，对当地14家旅行社进
行入境旅游接待能力现场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核
实旅行社资质、检查旅行社的管理制度、考核旅行
社工作人员的现场实操能力等。经考核评估，三亚
共有12家旅行社具备入境旅游接待能力，另外2家
未通过评估的旅行社将进行相关整改，并列入下
次参加评估的旅行社名单。
三亚市旅行社协会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北京商
报记者采访时称，外国人入境前必须通过59国人
员入境旅游免签系统进行申请，但上述两家旅行
社并没有参加针对该免签系统的培训，因此评估
不合格。
三亚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则表示，为进一步
提升三亚旅游接待的国际化水平，规范旅行社经

营行为，加强对入境游客的服务与管理，三亚市旅
游委已于日前联合三亚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
队、三亚市旅行社协会共同成立了三亚市旅行社
入境旅游接待服务管理小组，对三亚旅行社的入
境旅游接待服务加强监管。事实上，为着力提升旅
行社入境旅游接待服务水平，该市已多次组织旅
行社参加针对海南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的
相关培训及服务规范考试。下一步，三亚市旅行社
入境旅游接待服务管理小组还将继续通过组织各
类培训、考试及明察暗访等工作，加强旅行社服务
规范考核，保障旅游服务质量。
据了解，今年以来三亚入境旅游人数呈现稳
定增长趋势。据官方数据显示，今年1-5月，三亚市
共接待国内外游客889万人次，同比增长10.07%。
其中，接待国内游客860万人次，同比增长
10.19%；接待入境游客29万人次，同比增长
6.63%。接待过夜游客823.1万人次，同比增长

8.79%；“ 一日游”游客66.85万人次，同比增长
28.68%。1-5月，三亚实现旅游总收入210.59亿
元，同比增长15.18%。过夜游客旅游总收入208.01
亿元，同比增长15.08%；“一日游”旅游收入2.58亿
元，同比增长24.04%。
对此旅游行业资深专家王兴斌指出，自从59
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落地后，一定程度上引
导了海南当地旅行社积极开拓入境旅游市场，相
应的行业监管力度也不断强化。但值得一提的
是，在免签新政对入境旅游市场形成促进作用
的基础上，当地政府还应该持续强化海南旅游
竞争力。对外而言，针对入境旅游国家，加大对
免签新政的宣传、改善或设立相对便捷的航
线，可吸引更多外国游客入境。对内则需要海
南省内旅行社针对入境旅游市场，推出更多适
合外国游客的精品旅游产品，才能有效推动整
个市场持续扩容。

华谊兄弟股价走低 冯小刚发声驳斥崔永元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郑蕊）近段时间影视圈
一直不安稳，尤其是崔永元通过微博发布“阴阳合
同”、偷漏税等信息后，也令事件相关方受到不小的
关注。终于在两个月后，导演冯小刚于7月11日在微
博上发布《十问崔永元》，作为对崔永元此前的公开
言论的回应，并称崔永元对别人的文章和谈话断章
取义、颠倒黑白。同日，华谊兄弟的股价报收于5.96
元，仍旧低于6元大关。另据公开资料显示，华谊兄弟
股票曾在6月4日跌停，并在6月23日盘中股价创下
5.73元新低。
回顾此次事件，一切始于今年5月。由于认为此
前上映的电影《手机》给自身带来负面影响和伤害，
因此随着电影《手机2》开机拍摄，崔永元通过微博发
布一系列关于《手机2》主创团队的图文，比如相关演
员拍摄其他影视作品的合同照片，并称存在“阴阳合
同”、偷漏税的情况。该消息一经发出，便引起业内外
广泛关注，并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其中国家税务总

局办公厅发文称，已责成江苏等地税务机关依法开
展核实，如发现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将严格依
法处理。
除偷漏税外，崔永元还发布多次关于冯小刚、编
剧刘震云、华谊兄弟等方面的言论，同样引起掀然大
波，但冯小刚一直没有正面回应。对此，在此次的《十
问崔永元》中，冯小刚表示，之所以在两个月后回应
崔永元，是因为正在拍摄电影，目前《手机2》已经在
桂林正式杀青。
面对崔永元此前的公开言论，冯小刚回应称，
电影 《手机》 中的主人公严守一与崔永元没有关
联，与崔永元的生活、工作经历也不相同，并将崔
永元的行为定义为“碰瓷”。此外，冯小刚表示，崔
永元威胁出版社、电影公司，不能与刘震云合作，
还威胁电影《手机2》的剧组演员不能继续参演，诋
毁中国电影行业的发展。而对于崔永元此前发布
的关于王中军、王中磊、刘震云等人的信息，冯小

刚则表示是对别人的文章和谈话断章取义、颠倒
黑白，没有过硬的实锤。
目前该事件仍未完结，并持续发酵。尽管对于影
视圈内是否存在偷漏税情况，政府部门还未对外公
布调查结果，但不少影视公司此前相继发布声明表
明自身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而作为《手机2》出品
方，华谊兄弟在此次事件中也受到不小的关注，且该
公司近段时间的股价表现也并不乐观。日前，华谊兄
弟针对崔永元也发布声明，并称，因崔永元在微博等
公开渠道主观臆断、捏造散布大量华谊兄弟虚假负
面信息，对公司和员工造成极大伤害，并引发公众对
影视行业个别不良现象的过度解读，波及整个影视
文化企业，导致市场恐慌、广大股民损失惨重。华谊
兄弟始终坚持合法合规经营，可以依法配合所有相
关部门调查，对恶意散布不实信息、肆意伤害上市公
司员工和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将坚决依法维权、追
诉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