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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宇
重庆商报讯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

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昨日上午，大
渡口区八桥镇逸景社区活动室，传出了《我
和我的祖国》高亢激昂的歌声。原来，为增
添社区老人生活乐趣，逸景社区社工室在半
岛逸景公租房开展了一场“老友聚会乐趣
多”的长者歌友会。

歌友会分为“听音乐猜歌名”和“我爱记
歌词”两个环节，活动在一次次的齐声合唱中
拉下了帷幕，参加的老年人也从开始的各自
为阵到最后的融合一体，笑呵呵摆谈着刚才
活动中自己看到的有趣事儿。八桥镇逸景社
区社工室工作人员表示，举办这次活动旨在
为居家老年人创建一个交流平台，扩大老年
人的交友圈子，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重庆商报讯 “感谢你们社区、感谢热心的
网格员，幸亏有你们，不然今天我的1000多元
退休金就要打水漂了。”昨日中午1点，渝北区
龙溪街道新牌坊社区，握着社区工作人员杨裕
行的手，张阿姨激动得差点说不出话来。昨日
上午10点30分，新牌坊社区网格员在开展日
常例行巡查工作中，发现疑似算命骗钱的一伙
人正在街边组织年龄大的居民聚集。社区工作
人员与网格员及时报警成功阻止了诈骗案，嫌
疑人被民警带回派出所接受调查。

在重庆跑网约车月收入多少？快来看看

全职开专车 勤奋收获高回报

家住江北区的曹磊从事专车工作已经4
年之久，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老司机”。经过
下岗、创业失败后，曹磊把跑网约车当成自己
的全职工作。曹磊告诉记者，在滴滴平台开
专车以来，全职投入，平均每月的收入都高于
1万元，相比其他工作，性价比还是颇高。但
在曹磊看来，除了收入以外，工作带来他的还
有社会价值的体现。不久前，他因千里送病

人，被江北区评为“2017—2018年度江北区新
时代百名身边好人”，“这样的成就感不是金
钱能够衡量的”。

男司机收入高，那么女司机呢？今年36
岁的范梨是一位从出租车转型为专车的女司
机，她告诉记者，因为跑的时间长，路线熟悉，
结合滴滴热力图和平台奖励，自己平均每月
能挣一万多。范梨告诉记者高额的回报必定
有勤奋的付出，“我有朋友也跑滴滴，每个月
收入只够零花钱，但她是兼职司机，付出时间
也少。”在范梨的工作中，早出晚归是日常，

“每天7点出车，每个月只休息4天……遇到
预约单，也会在凌晨两三点到机场等乘客。”
在范梨看来，现代社会男女的职能分工越发
模糊，自己的收入虽然是老公的二三倍，但从
来不觉得任何不平衡，“因为我比较忙，老公
就照顾家庭，这样的家庭也非常幸福。”采访
临近结束，范梨聊起了她心里的遗憾，就是平
时跑车时间长，陪伴小孩的时候变少了。今
后她打算周末尽量抽空休息，一起带小孩出
去玩，增进与孩子的感情。根据滴滴前不久
发布的《技术进步与女性发展：滴滴平台女性
新就业报告2019》称，中国女性网约车司机人
均月收入2557元（含兼职），约10%月收入超
8000元。

灵活就业 挣钱又兼顾家庭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所带动的新就业以其

灵活、高效的特性，受到不少人的欢迎。在这
其中，利用闲暇时间挣点外快，网约车是许多
车主的选择。

“一个人要带孩子，还要挣钱，那种打
卡上下班的生活真不适合我。”39 岁的贺强
是一位九岁男孩的父亲，因为感情原因，四
年前他离了婚，此后独自带着孩子。贺强
告诉记者，离婚之后他自购车辆，成为滴滴
平台上一位专车司机，“随着孩子不断成
长，家庭的支出越来越大，开滴滴每月都能
有 1 万 3 到 1 万 5 不等的收入，其中大部分
投入在孩子身上。”除了解决了就业和收
入，贺强也没耽误带小孩这件大事，“每天
都开车送孩子上学放学，周末送补习班，虽
然忙但我却不想错过他的成长。”贺强表
示，孩子是很多中国父母的动力，为了给孩
子更好的成长环境，他每天都工作十多个
小时，有时候辅导完孩子的功课后，晚上还
要继续“加班”。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37岁的李倩（化名）
身上，毕业于重庆大学建筑学的她，曾拥有一
份高薪的工作，和一个美满的家庭。然而经
历生孩子、离婚之后，她的生活跌入了谷底，
最终她辞职开起了滴滴。“因为设计工作竞争
大，加上之前生孩子荒废了学习，不得不被淘
汰。”不过生活的压力并未击倒李倩，2年来她
用自己的私家车跑快车，每月都能挣 1万多
元，同时利用闲暇时间，不断学习专业知识，
争取早日转型。

社区歌友会扩大老年人交友圈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宇

社区网格员成功阻止诈骗案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宇 通讯员 王顺蓓

一直以来，网约车新就业以
其独有的灵活、公平、多元等特
征，成为不少人就业的选择。但
是随着补贴下降，行业规范加
强，跑网约车还挣钱吗？近日，
借滴滴重庆分公司召开年度司
机表彰会，本报记者调查采访了
多位司机发现，许多滴滴司机都
有着上万月薪。既能兼顾家庭，
又能挣钱养家，成为不少滴滴司
机从业的理由。

熊猫关停 虎牙盈利 斗鱼狂奔

直播行业的冰与火

云投汇数据，截至2016年11月30日，全国共有31家网络直
播公司完成36起融资，涉及总金额达108.32亿元，因此不少人
将2016年视为“网络直播元年”。3年过去了，直播行业完成洗
牌，进入了下半场。

随着行业洗牌的加剧，直播行业投资进入理性期，头部平台
掀起上市潮，在资本市场寻求突破，二线平台则通过重组、收购、
合作促进资源整合，实现优势互补，抵御竞争平台冲击。

直播行业分为游戏直播和泛娱乐直播，两者有明显的区别，
两个平台的内容形态不一样，消费方式和商业模式都不一样。两
类直播平台都有一些短板，如泛娱乐直播，签约主播就可以开播，
现金流更强，缺点是用户黏性不足；游戏直播，用户黏性强、流量
大，但还需要支付游戏版权及赛事成本、高清带宽成本，比较烧钱。

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内游戏直播行业已经形成从游戏版权、
电竞赛事到直播平台、公会、主播、粉丝及衍生品的产业链，这其
中又以游戏版权和电竞赛事为核心。一场知名电竞赛事的直转
播权限都在数千万元级，甚至更高。

而腾讯掌握着游戏版权和电竞赛事等上游资源。可以说，
腾讯在下半场的游戏直播领域扮演着“关键先生”的角色。虎
牙、斗鱼是获得腾讯重金加持的直播平台。市场有观点认为，未
来国内游戏直播市场会出现斗鱼和虎牙长期并存的可能，甚至
可能仅有腾讯系投资的斗鱼和虎牙两家。

不过，仅仅有“金主”的支持是不够的。在冲刺上市之后，直
播平台需要寻找更多盈利模式，虎牙就宣布，虎牙上市公司体系
内将成立电竞公司，从架构上将电竞提升至为虎牙公司级战略。

海外市场，则是另一个掘金选择。虎牙就表示，将目标瞄准
海外市场。2018年6月，虎牙率先宣布与腾讯展开战略合作，进
军东南亚市场。截至2018年12月，虎牙宣布其海外产品月活用
户已突破1000万，在部分海外区域市场建立起较大的优势。

而随着行业洗牌，直播行业玩法也悄然生变，下半场应该怎
么玩？专业投资人钟裕宽认为，首先，直播的盈利模式还是比较
单一，要想突围要摆脱老旧的运作模式，向多元化的方向拓展。
网络直播发展至今，海量用户是最大的资源。很多直播平台只有
流量，却不能将流量变现。之前大部分直播平台只是靠投资存
活，一旦资金链断裂，可能就是直接死亡。所以，在海量用户资源
的基础，其实可以进行很多多元化的尝试，让流量变现。如陌陌
就发展成为一个集社交、视频直播、圈子、地理位置、甚至婚恋等多
种属性的集合体，而天鸽互动除做直播外，现在还做手机游戏、互
联网金融等纯互联网业务；其次，除了多元化的探索，平台还可以
考虑出海。国内竞争十分激烈，市场却是有限的。海外比如东南
亚一些区域的市场仍然是蓝海，发展潜力巨大，竞争却并不激烈，
拓展海外市场能够带来更广阔的盈利空间。像天鸽互动已经将
移动直播、短视频、现金贷等业务做到了东南亚；然后，可以加快资
本化的运作，通过资本运作可以推动网络直播行业加快转型升
级，孵化出更多的垂直平台。特别是一些行业巨头，可以利用自
己在资源、资金层面的优势，帮助解决行业恶性竞争所造成的负
面影响。整个行业转型升级后，各大平台才有茁壮成长的土壤。

2016年，被称为直播元年，一大批直播平台相继
诞生，热钱涌动、千播大战。然而，随着风口的冷却、
资本的退潮，各大直播平台的命运却大不相同。抢
先一步上市的虎牙，连续5个季度盈利；“直播一哥”
斗鱼正在上市的路上，一路狂奔；熊猫直播则因为资
金缺口的问题，提前掉队。行业新一轮的洗牌后，下
半场的直播行业又会怎么玩呢？

在官宣关停之前，“熊猫直播破
产”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熊猫直播
全体员工被裁”、“熊猫直播平台永久
关停”等消息层出不穷。事实上，熊猫
直播经营遇到问题，已经早有征兆。
此前熊猫曾与腾讯、网易、虎牙、斗鱼、
触手直播等洽谈收购的事宜，同时公
司也在积极寻求融资。

3月7日深夜，熊猫直播创始团队
成员兼首席运营官COO张菊元在公
司内部工作群中发长消息称，在2017
年 5月获得由兴业证券兴证资本领投
的B轮10亿人民币融资之后，至今没
有外部资金注入，在资金缺口无法解
决情况下做出了遣散员工的决定。

“熊猫直播助战流浪计划，第一阶
段开启。工程师请逐渐断开与木星连
接。”3月8日下午，熊猫直播官方微博
证实关停消息。

2015年下半年开始，直播逐渐成
为一个资本追捧风口，熊猫直播就诞
生于风口之中。公开资料显示，熊猫
直播平台由王思聪于 2015 年 7 月创
办，三个月后正式上线并主打游戏直
播。平台签约的主播Angelababy、与
灿星合作制作的直播脱口秀《小葱
秀》，以及《hello，女神》等都曾引起广
泛关注。

这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平台，高
峰时观看人数达到了58.2万。最风光
的时候，熊猫 TV估值高达50亿元。

不过，另一面熊猫也是问题不
断。2016年4月14日，文化部公布熊
猫因涉嫌提供违规内容的互联网文化
产品，被列入查处名单。2017年2月，
上海市网信办会同市文广局、市网安
总队、市文化执法总队，就直播中的低
俗问题依法联合约谈熊猫直播，要求
进行全面整改。

虽然排名靠前，但是作为一个烧
钱的项目，熊猫直播一直无法实现盈
利，只能依靠不断融资来维持经营。
一旦资金链断裂，没有新的融资注入，
那倒闭只是时间的问题。

熊猫TV关停

资本退潮，直播平台只能朝着上市
一路狂奔。对于“直播一哥”斗鱼，上市
或许正是它的成人礼。

2014年 4月斗鱼开启天使融资轮，
之后9月进行了A轮融资。之后几乎是
每年进行了一轮融资，融资金额达 60
亿。斗鱼备受资本的青睐，其中腾讯参
投了三轮。最新一轮的融资中获得腾讯
6.3亿美元战略投资。

从2018年年初开始，斗鱼上市的消
息层出不穷。2018 年 1 月有媒体报道
称，斗鱼TV计划在2018年启动 IPO，融
资大约3—4亿美元。针对这一消息，官
方回应称确实有 IPO的打算，而且目前
正处在筹备中。2018年 7月，有消息称
斗鱼计划赴美进行IPO，筹资6至7亿美
元资金，从港股转向美股。该消息引发
热议，但是官方始终没有做任何表态。

到了2019年，斗鱼上市的消息终于
有了清晰的眉目。据媒体报道，直播平
台斗鱼已于农历春节（2月 4日）前向美
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上市申请，
投行为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等，最早
可能在今年4月登陆资本市场。

根据工商信息，武汉斗鱼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斗鱼运营主体）于1月9日变
更股东结构，湖北长江招银成长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金诚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招银共赢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退出股东行列，
三家公司将斗鱼5.37%的股份转让给斗
鱼创始人兼CEO陈少杰。目前，陈少杰
共持有 35.15%股份，为斗鱼最大股东。
这一变化间接证明，直到1月9日斗鱼才
完成了内地的股权调整，做好赴美上市
准备。

VIE 控制结构方面，据查询斗鱼的
股东权益全部指向武汉斗鱼鱼乐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斗鱼鱼乐），而斗鱼鱼乐则
为斗鱼（香港）有限公司（下称：斗鱼香
港）的全资子公司，斗鱼香港疑似为斗鱼
在境外的控制实体。斗鱼香港成立时间
为2018年1月24日，类别为私人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姓名为陈少杰，中国籍。

斗鱼冲击IPO

抢先一步上市的虎牙直播，则在
资本市场成功扭亏为盈。

3月5日，国内游戏直播第一股虎
牙发布了该公司截至2018年 12月 31
日的第四季度及全年未经审计财报。

财报显示，2018年虎牙总营收同
比增长113.4%至 46.63亿元（人民币，
下同），第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103.1%
至 15.05 亿元；受上市后股权激励影
响，全年归属于虎牙的净亏损为19.38
亿元，第四季度归属于虎牙的净收入为
9958 万 元 ；非 美 国 通 用 会 计 准 则
（Non-GAAP）下，即去除股权激励影
响，虎牙连续5个季度盈利，2018全年
实现净利润4.61亿元，实现扭亏为盈。

但就收入构成看，虎牙的收入模
式仍略显单一。财报显示，直播收入
和广告收入是虎牙营收的主要来源，
其中，直播对营收的贡献高达95.8%，
广告收入贡献不超过4.2%。

运营数据方面，2018年第四季度
虎牙平均MAU（月活用户数）同比增
长34.5%到1.17亿，付费用户数同比增
长 73.1%至 480万。据新京报记者测
算其付费率为4.1%，单用户平均收入
约为300元/月活/季度。

财报发布后，虎牙首席执行官董
荣杰在分析师电话会议上透露，2018
年第四季度，虎牙平均MAU（月活用
户数）强劲增长主要受三大因素推动：
一、对网页版的观看体验做重大优化；
二、一系列的重大电竞赛事在四季度
举行，令游戏直播平台收获更多活跃
用户；三、持续重视内容合规并加强在
应用商店的合作。此外，主要竞争对
手2018年 10月份在国内苹果和安卓
应用商店的下架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
虎牙整体的竞争地位。

虎牙预计，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
的总净营收将介于15.1亿元至15.5亿
元人民币之间。

财报发布当天，虎牙股价上涨
21.99%至每股 29.96 美元，市值突破
60亿美元大关至61.06亿美元。

虎牙连续盈利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谢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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