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音【 【

累计播放68亿次！这家IP运营商咋这么火？

商学院08 ECONCMIC
TIMES 2018年3月2日 星期五 编辑 秦雨 美编 徐剑 图编 任琦 王小村 校对 刘玛利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 唐小堞

广告

公告遗失
遗失2016年09月28日发重庆夔东劳务有限 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7MA5U
7U062G、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副本D35009521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巫山净坛路分
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78000850801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揽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113MA5URDHH3P） 股 东研 究 决
定 ，拟将原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减少至30万元 。 根据
《公司法》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内
来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2018年3月2日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渝0103破1号之一

根据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2017）渝05
破申110号民事裁定书，于2017年12月15日裁定
受理重庆市粮油总公司申请破产清算申 请一
案 ，并将该案交由本院审理 ，本院于2018年1月
22日立案受理 ， 并于同日指定重庆索通律师事
务所担任重庆市粮油总公司管理人。 重庆市粮
油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向
重庆市粮油总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重庆市渝
中区华盛路7号企业天地7号楼10层 ；邮政编码 :
400000；联系人 ：欧阳玉倩 阳琴琴 ；联系电话 :
18380136393 17382333239）申报债权 。 未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 未
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同时，重庆市粮油
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重庆
市粮油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

本院定于2018年4月26日9时30分在重庆市
渝中区人民法院第34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 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出席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 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由重庆两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
的开县关面乡姚程村黄连窑至石笋包村
公路及姚程村煤场至牛屎槽村公路新建
工程已完工，如该项目还有未支付完毕的
民工工资、机械费 、材料款等 ，请各位权利
人在见到本报公告后三十日内与重庆两
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联系 ，以便完清相关
手续 。 逾期未联系的，一切后果自行承担。
联系电话：023-86076755 邮编：401147
信函联系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海王星

科技大厦B区4-1

综合房讯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 重庆
物流基地旁标准厂房10.8米层
高，10t行车，纯一楼，50年出让
地，2300元/平，有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 023-47633266

●沙坪坝区小新街泉映副食店食品流通许可证
正本（编号：SP5001061250037660）遗失作废
●贾芹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70219770711052210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 重庆易美天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编号：500114104253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相傲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078133584)声明作废
●遗失李雨霏四川美术学院虎溪校区学生证2016211051作废
●遗失2005年10月26日核发的重庆罗格通信系统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5001082102157声明作废
●刘贞贞 （身份证号 510212198302013548）遗失
会计从业资格证:证号50011600003640，声明作废
●遗失王一寰女出生证，编号O500143760声明作废
●重庆立达仁教育管理有限公司遗失2016年
5月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3-3，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3MA5U46DL68声明作废
●杨晓娇遗失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0280020161204388作废
●段正群遗失三峡学院美术学院毕业
证,证号:106431201005001202，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岸区支公
司增值税车险发票 :发票代码5000171320号码08067026作废
●彭水县小马家电经营部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本，税号：50024308467247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木烨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16.11.16核发营
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304926363T作废
●秀山县龙凤乡饲养场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
册号5002412300008），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
●遗失曹兴明从业资格证5001060010009013535作废
●遗失2015年03月16日发重庆市北碚区天子
家俱城营业执照正本500109600105242作废
●遗失2014.8.6发重庆冠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500108000109345,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05037404-3作废
●遗失重庆坤顺财务咨询有限公司重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开支行开户许可证J6530032654601，声明作废。
●遗失王维建稅务登记证正本510215630220272作废
●遗失重庆市北碚区沙坝百货商店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510215195901081345声明作废
●重庆润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2018年1
月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3765925304Q，声明作废

●巫溪县宏运五金经营部不慎将国税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丢失，税号5135241975111158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重庆云水物流有限公司印章刻制 、
查询、缴销证明，编号50010720160316066，声明作废
●杨元秀遗失重庆市九龙坡区西铁一村8栋一单元
3-6号租赁证（NO.重字第2014第00482号）声明作废
●重庆市荣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2017年9
月1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6554075979D，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重庆市谢兰友诊所遗失公
章壹枚，编号：5001078013679，声明作废
●重庆市江北区天助粮油经营部遗失2017年5月
8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500105MA5UK5MA8Q声明作废
●声明 ：重庆艺皓图文有限公司 （纳税
人识别号91500112588918196u）遗失金
税盘 ：编号44-66155484802，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沙坪
坝支公司遗失一份商业险保单业务联AEDAA
E0015D00，流水号50001700707187，特此声明。
●重庆燃渝燃气设备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MA5UQLB88A 1-1-1,声明作废
●金陵科技学院邱丹妮遗失毕业生就业协议书、推荐表作废
●黎容才遗失重庆市渝北区人民医院开具的住院医药费专
用收据一张 ，票据号000245935金额24176.16元 ，特此声明
●遗 失 冯进 警 官 证 ， 警 号 010
288，有效期2022年声明作废
●遗失壁山县千大汽车美容服务中心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纳税人识别号510202196302080618声明作废
●遗失沙坪坝区麦尔医生药房食品流通许可证正 、
副本，许可证编号：SP5001061550082615特此声明
●重庆骓卓贸易有限公司基本户160101040007124遗失重庆
银行文化宫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08092307声明作废
●遗失彭俊红执业证号02000150000080020170710855作废
●遗失郑博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5014859作废
●重庆九龙坡区龙行美术培训学校遗失财务
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7100251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益丰生物肥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500221000036472作废
●遗失李冬菊保险执业证02000350000080020160500797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璧山区禾雨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5UD31Q17）
股东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 。根据《公司法 》
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
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经重庆云起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901008021117）股东会研究决定 ,
本公司拟将注销。 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 , 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18年3月2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名庆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3394881212） 股东
会研究决定 ，拟将注销本公司 ，根据 《公司法 》
规定 ，请相关债权人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
内来我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声明：重庆尚兴物流有限公司，于2018年01月31
日遗失北京梅赛德斯奔驰牌轿车合格证一份 ,
车辆型号为C200L, 车辆识别代码为 ：LE4WG
4CB7JL358748，发动机号为 ：10947542，合格证
编号为：WAH005000683301。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重庆狼人户外拓展有限公司 （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08MA5YMPML7P）经
股东会决议 ，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金由原人民币300万元减至10万元 ，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
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 。 特此公告 。

污水处理设备购买及安装询价公示
因G5001重庆绕城高速龙兴收费站改造

工程需要 ，现面向社会对一体化污水处理设
备购买及安装询价。 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要
求采用MBR工作原理 ，规格为30m3/d；采购
费用包含配套土建工程费 、设备费 、安装调
试费 、营运维护费等到我司指定地点 、完 成
安装并完成验收交付使用的所有费用 （含税
费），（注：设备保修及后期维护时限为五年）。
望有意向的单位前来洽询合作。

联系方式：陈先生 18684796611
重庆通力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交房公告
尊敬的爱与山业主：

您所购买我司开发的爱与山C区
2期 （大渡口区山海路133号1幢 、5幢 、7
幢、9幢、13幢 、14幢 、15幢 、16幢 ）房屋 ，
经相关职能部门验收合格， 现已具备
交房条件。 我司将从2018年3月5日起
开始交付 ， 届时请您携带购房合同原
件、抵押贷款合同原件、业主身份证或
护照原件（委托他人接房的，还应带上
经公证部门公证的委托书和被委托人
身份证或护照原件）、房款税费缴纳票
据等前来接房，电话：023-68077916。

特此公告
重庆瑞奥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日

以下平安保险从业人员执业证遗失现声明作废：
张青微02000150000080002016030916、曾 婷02000150010980020170601902、杨中平02000150010980020170900121、
李 飞02000150010980020170600250、黄 梅02000150010980020170601919、阳 琼02000150010980020170401234、
刘作琴02000150000080002013177540、谭江红02000150010980020180100748、王 真02000150000080002015010647、
黄 艳02000150000080002016037653、傅小玲02000150010980020160901571、刘仁行02000150010980020171001480、
邹宏兵02000150010980020170300636、邹 云02000150010980020170700074、吴媛媛02000150010980020170700912、
刘 峰02000150010980020170700701、张宏宾02000150010980020170904753、肖 攀02000150010980020171100615、
但周玉02000150010980020180100406、张正容02000150000080002011045150、谭春梅02000150010980020170801530、
王 平02000150010980020170902334、张代勤02000150000080002015024240、曹兴群02000150010980020171101851
遗失邱秋（身份证号510222197810097125）平安保险代理合同及协议（合同号0913230760）作废。

●重庆市环境卫生管理局遗失重庆农村商业
银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Z653000135
2501，账号5001010120350000011。 声明作废
●遗失永川区朱沱镇伍能华餐馆发票
领购本5102291968050287310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维忠纸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320411941K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宅急送快运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营业执照正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MA5U5CJP91声明作废
●遗失奉节县青田家俬经营部通用手工发票 ，代码
150001520531号码07340176、07340200特此声明
●遗失彭水县西西米亚餐厅营业执照副本 ，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500243MA5UCEXB75声明作废
●武隆县翠云路美仑商务酒店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50023219890515003502遗失
●遗失袁诗涵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02197304291827作废
●遗失重庆同景物业有限公司M组团61栋1807， 聂智宇2000.00
（贰仟元整 ）装修押金类收据一张 （NO.SK0000004544）作废
●徐璎嘉遗失重庆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发票壹张 ，
发票代码150001621615，发票号00405393，声明作废。
●遗失陈桓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9608204413作废
●遗失薛成容税务登记证副本510229195508021981作废
●遗失2016-04-20核发永川区 乐惠嘉超市 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38360759422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璧山区家洪烤羊腿店税
务登记证副本500227305202148作废
●遗失璧山县每家美食品配送中心税务
登记证副本50022719850915132601作废
●遗失2017年03月20日发重庆贵从机械厂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580185100Q作废
●遗失陈国庆男安全员证书渝13470040261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本人孙敏购买恒大未来城9街区12幢12-
06，代收费合计15255.96元 ，收据编号wlcl0033284，首
付房款141447元，收据编号wlcl0026031。 特此作废！
●遗失璧山区小邓餐馆税务登记证
副本50022719960212462601作废
●遗失重庆市永川区翰龙门窗厂税务登记
证正本 ，税号500118321771762，声明作废

声 明
2月28日股东冯元强行拿走了我的公司和个人
资料 ，其中主要证照有 ：重庆宇恬农业有限公
司营业 执 照 ，号 91500107327725425Y；及 该 公
司的开户许可证等相关资料 ， 徐小勤名下渝
D8F058汽车登记证一本，及车辆保险等相关资
料 ；房屋产权证二本 ，分别是徐小勤名下位于
九龙坡区白市驿白欣路100号的龙锦新园 26-
3-2-2；蒋自宇名下位于龙锦新园31-2-4-2房
屋 ；重庆宇恬农业有限公司公章一枚 ，及其他
合同文件和财务资料若干。 本人声明凡因上述
资料和公章造成的法律责任和风险 ，以及产生
的后果均由冯元承担 ，重庆宇恬农业有限公司
法人徐小勤 （本人 ）声明 ：如因本次登报产生的
法律责任和经济纠纷 ，由本人承担 。

注销公告 ： 经重庆雷克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50010505171365XK）
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 根据《公司法 》规
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遗失中国人寿 财险 重庆分公司商
业险保单号805112017500198006194
项下的保单、保卡及保险发票 ，今后
不在作为理赔依据 ，特此声明

拟注销公告 ：经重庆市开州区海青养鱼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4MA5U6EPN19） 成员
大会决议，本社拟将注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民专业合作社法 》规定 ，请债权人在本公告登报之
日起45日之内向本社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遗失永川区李波建材经营部税务登记证
副本51028119790429453301在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永川支行大南门 分
理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6530044588001，
账号3100222209000012913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天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
庆分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加州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正本 ，核
准号J653006245670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重庆飞荣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345891371X经股东会研究
决定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减至520万元。根据《公司
法 》规定 ，请债权人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
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 特此公告 .2018年3月2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忠兴初级中学校拟向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 现已
成立清算组 。 请债权人自2018年3月1日起
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遗失2011年06月27日发云阳县路宝商
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35000
011953、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57796
5771、公章一枚5002351004985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沙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5UFQY53M）股东决
定，拟将注销本公司。 根据《公司法 》规定必须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 ,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18年3月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枫骅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7K655Y） 股东
大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 。根据《公司法 》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请债权债务人
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重庆市枫骅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日

注销公告 ：重庆优佳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8563483173R） 经公司股东
会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 《公司法》规定，请
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2018年3月2日
减资公告： 我单位经全体股东研究决定将
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人民币 减至 300万元
人民币， 请各债权债务人在公告登报之日
起45日内持有效证件来我公司清算债权债
务。 特此公告 重庆海源燃气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重庆庆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一分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082423946B）
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请债权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18年3月2日
垫江县桂溪镇北门农贸市场城酉商住楼江津
帅 乡 酒 厂 白 酒 付 食 个 体 何 明 峻 （5102251968
0619247401） 遗失营业执照 （注册号 5002316
00076220）和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重庆闻易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5UAYLM48）经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销 。 根据《公
司法 》规定 ，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
内来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重庆闻易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日

注销公告 ：重庆东欣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注
册号 500229004053943）经股东决定 ，拟将注
销本公司 。 根据 《公司法 》规定 ，请债权人债
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 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3月2日

重庆仲裁委员会公告
于晶 、尚祥虎 ：本会受理的胡石权与你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 （2017渝仲字第1949号），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变更仲裁申请书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 。 仲裁庭将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次日
起第15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会开
庭审理。 你若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

彭水县天一装饰设计有限公司遗失重庆银行
彭水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970101040007165核
准号J68750007090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 经彭水县天一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 信 用代码 91500243MA5U3JU029）
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 根据 《公司法 》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请债权债务人
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遗失2008年11月11日核发的重庆仁方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901210406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仁方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9012104063） 股东会决议 ，拟
将注销本公司 。 根据 《公司法 》规定必须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请债权债务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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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经重庆怡胜劳务有限公司 （注册
号 ：500105000175797）股 东会决议 ，拟 将 注
销本公司。根据 《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
日起45日内 ,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 2018年3月2日

迅速出击，抢占未来风口

2015 年底，张晓曦做了一个重要
的决定。近十年互联网行业的从业经
历，让他对行业发展趋势极其敏锐——
各种行业的数据显示，短视频即将成为
未来的风口。“是继续拥有稳定的工
作？还是做披荆斩棘的创业者？”没有
纠结太长时间，他决定放手一搏，选择
拥抱未来的风口。

彼时，网生IP运营行业还未成气候，
机遇正等待着有准备的人。2016年 1
月，他成立了IMA想像创客，最初的核
心团队不到5个人。起步阶段，他基本整
天都处于一个极度忙碌的状态，围绕着
团队的逐步组建、内容研发、核心运营准
备等。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让他与团
队备受煎熬，但也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当时市场上流行的大多是以“僵尸
片”为主的题材类型，为了避免落入俗
套，团队在立项筹备的时候就很明确，
希望第一部作品能够有不一样的大胆
尝试，要推出让市场耳目一新的作品。
于是，他们选择了相对小众的科幻题
材，推出了网络电影处女作《迷失空
间》，并在摄制时采用了一镜到底的拍
摄手法。

不过，这部超前思维的作品上线后
获得的评价却参差不齐，有部分网友甚
至认为“太烧脑”、“看不懂”。但作品
却在业内收获了一致好评，获得了
2016年全球华语星云奖最佳网络电影
奖，并得到陆川导演的高度评价。“比
起市场结果，我们更希望被看到的是内
容打造上的思维和想法。”张晓曦说，
公司第一年收入达到了千万级。

明确重心，专注垂类短视频

“让数据说话”是IMA想像创客一
直强调的工作准则，用户画像、行业画
像等都是判断受众喜好的重要依据。
2017年起，公司的重心更加明确化，专
注在垂类短视频 IP上，长视频方面以
投资合作为主。这个优化一方面是基
于市场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是基于
团队的基因，做喜欢且更擅长的事情。

有了 IP 运营的经验之后，公司接
连打造了多款原创短视频节目：《口袋

舞蹈》、《爆蕉头条》、《话很多的小姐姐
们》、《爱曰不曰》等。其中，《口袋舞
蹈》上线8个月，获得了累计播放量1.3
亿次的成绩，一举夺得了新浪微博颁发
的2017最具影响力舞蹈机构奖。2017
年，IMA想像创客自有 IP累计播放量
达到 68 亿次，粉丝订阅数累计达到
200万人。

“行业预判很重要，如果提前进入
布局，就能为后续的发力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张晓曦告诉记者，在运营的
过程中还应该根据多维度反馈，进行实
时动态调整，实现快速迭代。同时，为
了更贴近用户，团队成员的组成以90
后为主，每天都能感受到他们身上散发
出来的青春热血光芒。目前，《口袋舞
蹈》在新榜和卡思数据的排名均保持在
全国运动舞蹈垂类的前列。

“公司在做决策的时候是谨慎的，
每走一步都会反复推敲。只站在风口
上是不够的，创业是九死一生的事情，
也许前一刻还拥有全世界，如果决策不
慎，后一刻就会被全世界抛弃。”他总结
道，这一年，公司收入比上一年翻番。

直面挑战，行业竞争白热化

2016 年，IMA想像创客选择短视
频作为切入口，专注于垂直领域的网生
短视频开发运营，和MCN（多频道网络

的产品形态）矩阵的建设。2017年，短
视频行业进入爆发期，涌入数万家企
业，各种内容形态并存。2018年，网生
短视频会迎来怎样的发展呢？

据国内大数据平台QuestMobile
发布的《2017 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年度
报告》显示，短视频行业的爆发，进一
步侵占用户使用时长，短视频用户行
业使用时长增幅明显。用户人均
使用时长较去年同期也有了较
高的增长，随着更多优秀从业
者与内容的进入，短视频进
一步挤占用户时长，成为
主要娱乐场景之一。

在张晓曦看来，互
联网行业一直处于不
断变化之中，他所从
事 的 行 业 也 不 例
外。“从行业目前的
发展来看，未来会趋
于细分，从 2018 年
开始将迎来行业洗
牌，内容会逐渐趋向
于精品化，产业也将
进入协同阶段。”他
认为，相对于三次元
而言，90 后、00 后人
群庞大，中国动漫发展
尚处于起步阶段，空间
很大，二次元会是其中

的重要方向。
目前，短视频行业的天空依旧很

大，但竞争将更加激烈。IMA想像创客
除了继续专注在垂类短视频IP方面，另
外，公司第一次将MCN平台提升到核
心业务位置。形成“垂类短视频 IP+
MCN 平台双核心驱动”的商业模型。
除了《口袋舞蹈》以外，他们还计划在另
外两个垂类行业推出高品质的作品。

至于 2018 年，他思考得很清晰：
“第一，继续专注网生短视频IP；第二，
MCN方面，深耕垂类行业——舞蹈，与
300 家机构继续进行合作，将区域
MCN重点放在西南。”

他告诉记者，付费是视频行业的趋
势，短视频付费也正成为可能。“中国
产业链过去不重视版权，现在已经开始
重视。版权保护是趋势，不是靠一家公
司或一个平台的努力，而是共同的努
力。”IMA想像创客将努力成为中国重
要的垂类短视频运营商之一，进而最终
实现“成为卓越的网生短视频 IP（垂
直）运营商为人们提供更好的泛娱乐体
验”的企业愿景。

注意力是稀缺
资源，随着生活节奏
的加快，人们更加需
要短而精的内容。
短视频，这种时间在
5 分钟内的内容形
式就成为了人们的
首选。2015 年，在
短视频还未大火之
时，有一位互联网从
业者便预见了它的
兴起。他就是80后
张晓曦。随着对行
业观察的逐步深入，
他越发相信这是未
来发展趋势之一，进
而萌生了创业的想
法。两年多时间，他
带领的团队打造了
多档热门短视频节
目，仅去年全网累计
播放量达到了68亿
次，成为了重庆网生
短视频 IP运营的引
领者。

一个新兴行业的发展主要受到经济、技
术、社会和政治的影响，短视频作为一个新兴的

文化娱乐形式，正是在技术和社会两方面符合了
当下的中国国情。宽带和 WiFi 的普及和移动通信

数据流量不断升级，使得手机视频娱乐消费无处不
在，这正好吻合了短视频节目时间比较短、画面质量
要求不高的产品特性，所以制作容易，观看容易，行业
火爆。社会的因素决定了短视频内容的特色，多是超现
实的节目。一方面，超现实节目制作比较简单，另一方
面，也更重要的是，目前不仅中年人，而且青年人也面
临各种迷惑和困扰，因此，逃离现实，趋于理性的那些
短视频节目受到热捧。

未来几年技术继续进步，5G 时代落地，全面屏普
及，短视频行业会获得更大发展，但业内企业也会面
临较大的淘汰，只有那些在内容上拥有更多 IP 的企
业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短视频行业即
将进入成熟期，赢家通吃，能持续创新内容 IP 的少

数企业将主宰整个行业。

持续创新内容IP
少数企业将主宰行业

著名管理专家、重庆理工大学MBA教授姜维：

IMA想像创客团队 受访者供图

口袋舞蹈团队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