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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互联网时虽然互联网时
代仍旧因为某种机缘代仍旧因为某种机缘
巧合让一个人一夜成巧合让一个人一夜成
名名 ，，但 如 果 想 继 续但 如 果 想 继 续

““红红””下去下去，，必然要进必然要进
入这个网红生产机制入这个网红生产机制
中中。。MCNMCN由此进入调查由此进入调查
者的视野者的视野。。国内国内 MCNMCN
在在 20172017 年经历了爆年经历了爆
发发式增长式增长，，据克劳锐方据克劳锐方
面统计面统计，，截至截至20182018年年
1212月月，，机构数量已经机构数量已经
超过了超过了50005000家家，，并且并且
9090%%以上的头部红人以上的头部红人
被被MCNMCN公司收入囊中公司收入囊中，，
或成立了自己的或成立了自己的MCNMCN。。

国务院安委会：
全面开展危险化学品
安全隐患集中排查整治

据新华社电 记者25日从应急管
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日
前发出紧急通知，要全面开展危险化
学品安全隐患集中排查整治，对本地
区危化品安全状况进行专题研判，组
织对所有涉及硝化反应工艺装置和生
产、储存硝化物的企业进行全面排查
摸底，立即开展安全专项治理，对所有
化工园区进行风险评估，及时消除重
大隐患。

通知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

“3·21”爆炸事故重要指示精神，就进
一步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
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作出部署。

通知要求，要深入开展煤矿、非煤
矿山、道路交通、消防、建筑施工等其
他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严防
各类事故发生。

通知指出，要持续加大安全执法力
度，正确处理严格执法与“放管服”改
革、督查检查的关系，既避免大呼隆、一
阵风，又防止监管执法宽松软。真正让
执法“长牙齿”，对漠视法规、罔顾生命
的企业及其负责人依法严惩不贷。深入
组织“专家指导服务团”和“安全执法服
务团”，帮助基层解决专业监管能力不
足问题。充分运用“四不两直”等方式明
察暗访，定期组织“回头看”。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对儿童和学生用品
开展专项整治

据新华社电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25 日发布 2019 年儿童和学生用品安
全守护行动工作方案，将重点聚焦儿
童玩具、学生文具、校服、校园跑道原
材料等产品，持续开展监督检查和专
项整治，夯实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
全保障线，让青少年儿童穿得称心、用
得舒心、玩得开心。

在儿童玩具方面，重点检查塑胶
玩具、金属玩具、弹射玩具、娃娃玩具、
电玩具、童车等6类列入CCC认证目
录的产品，是否存在未经认证擅自出
厂、销售，以及伪造、冒用、买卖CCC
证书等违法行为。重点检测增塑剂、可
迁移元素超标等化学性危害，以及小
零件、危险锐利尖端、绳索等物理性伤
害。重点查处牙签弩、口袋弹弓、金属
飞镖、电击玩具等危险玩具，不符合强
制性标准要求的产品，“三无”产品及
假冒伪劣产品。

在学生文具方面，重点检查记号
笔、中性和油性圆珠笔及替芯等书写
类文具，水彩笔、彩泥、蜡笔、油画棒、
指画颜料等美术类文具，固体胶、液体
胶、学生白胶等胶粘类文具，橡皮擦、
涂改液等修正类文具，以及课业簿册
等。重点检测苯系物、可迁移元素、游
离甲醛超标等化学性危害。重点查处
不符合强制性标准要求的产品、“三
无”产品、假冒伪劣产品。

在校园跑道原材料方面，重点抽
查用于建设校园跑道的塑胶颗粒、胶
水等原材料，检测其安全性能指标。

当前市场上各个MCN的变
现方式主要有广告营销、平台补
贴、内容电商、课程销售、衍生品
销售、IP授权等，由于各个MCN
的基因属性不同，其核心变现方
式也不尽相同。

不同规模的 MCN 会根据
自身优势采取不同的变现方
式，但多数 MCN 的变现仍以广
告营销变现为主，其中电商逐
渐发挥重要作用。目前资本方
较为看重 MCN 的变现潜能，
内容方面一些足够垂直、贴合
用 户 需 求 、内 容 可 持 续 性 的
MCN 机构非常受到资本的欢
迎；变现方面一些具有电商化
变现潜能的 MCN 机构同样备
受资本青睐。

在克劳锐的本次调查中发
现，2018 年有 59.3%的 MCN 完
成过融资，其中半数以上融资轮
次集中在A轮（28.6%）和天使轮
（23.8%），融资总额在亿元人民
币规模以上的案例不在少数。

MCN在发展与转型过程中
需要得到资本的支持，包括目前
资金状况充裕的 MCN 中，也有
半数左右都在关注融资机会或
正在规划融资。相对而言，头部
的 MCN 更易获得融资机会，行
业的一些A轮、A+轮、定向增发
类的融资也都多集中在头部机
构中。

MCN的发展
5G时代
或将引发行业剧变

当然，新崛起的 MCN 也面
临着如优质人才短缺、内容创意
匮乏、账号管理不规范、新造血
能力不足等问题，于外，MCN面
临着如红人出走、红人契约问
题、核心账号管控、政策面、融
资、变现、营收等诸多压力。

一些以 IP 孵化为主的自营
型 MCN，虽拥有持续“造血”的
能力，但头部红人效应越发明显
的当下，也同时面临着新IP打造
难的压力；一些以账号签约为主
的经纪型 MCN，虽有着平台资
源和商业化加持下的较高变现
速度和营收规模，但同时账号的
运营成本也在不断提升。

从 2013 年开始到 2018 年，
MCN 已经走过了 5 年的历程，
这其中包含了3年的高速发展期
和一年的理性发展期。

克劳锐根据观察及调研情
况，也归结出了如下几个行业发
展趋势：MCN 机构与平台逐步
走向专业化与程序化，账号也将
面临去同质化的竞争。

随着越来越多内容平台相
继在海外布局，红人及优质内容
的“走出去”和“引进来”成为国
内不少MCN机构的选项。另外，
5G 时代即将来临，各运营商节
点的价值已经开始凸显。伴随着
5G所带来的上网速率的成百倍
提升，未来的内容形式、分发渠
道、触达方式都有可能发生剧
变，随之而来的平台策略、资源
分配、重点方向也都有面临重新
组合的可能。

据澎湃新闻

网红脚下
庞大的冰山

最近，克劳锐公司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的调研方式，与300多家MCN机构(一种多频
道网络的产品形态，基本组织架构包含运营、商业变现)对话，发布《2019中国MCN行业发展
研究白皮书》，解读MCN的发展概况、具体分类、平台布局、商业模式、未来趋势等。

根据克劳锐针对315家中国MCN的生存状况调研显示，2018年超三成被调研MCN的营
收规模在5000万以上，营收规模破亿的MCN数量占比高达6%。

截至2018年12月，国内MCN机构已超5000家，90%以上头部红人被MCN公司收入囊中或
成立了自己的MCN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很多
MCN机构，其实大多数在早
期都是由一些头部红人、内
容工作室、自媒体广告公
司、平台签约达人等内容
行业的不同角色演变而
来的。由于出身的不同，
MCN的分类实际上也有
很多种，比如可以按照量
级规模分类、按照所签约
账号的行业类别分类、按

照所耕作的平台分类等等。也
可以粗略的将其分为电商型、泛

内容型、营销型、知识型等，其中知识
型和电商型比较容易识别，营销型和

泛内容型则代表了现在的更多平台所
捆绑的MCN的业态。

从基础业态来看，MCN主要以内
容生产和运营为内核，链路营销、电
商、经济等多种业态形式。

不同业态的MCN，其发展路径和
主打方向也完全不同。为了尽可能全
面地迎合内容市场上的各类消费需
求，很多的MCN机构往往都采用了多
种业态组合的协同发展模式。其中，内
容和运营作为基础内核，在此基础上
衍生出各个不同的业态组合。同时，不
同类别的MCN机构在不断巩固自身
优势的基础上，也在不断地探索适合
自身运营模式的多样化变现渠道。

多种业态组合

协同发展

解读

网红经济七大业态
即主要以内容生产为主，并逐

步开始工业化、IP化。很多内容生
产业态的MCN机构，往往都已形
成了自己较为成熟的内容专栏，比
如《陈翔六点半》、《三感故事》、《罐
头视频》、《十二位房客》等等。

内容生产业态 MCN 包括二
更、新片场、三感video、罐头视频、

小题影视等。
一直走内容和故事向的“二更”

诞生于2014年，在2016年开始利用
短视频和城市站做全国化布局，并主
打内容，同时它不断建设导演团队、
在影片创作方面进行人才储备。2017
年，“二更”开发投资影视剧、纪录片，
将触角伸向艺人经纪、影视技术、娱

乐营销等领域，2018年，“二更”以“更
杭州”为起点，在不同的城市推送针
对本城市的内容，到2019年，“二更”
则计划向非虚构纪实类长视频延展。

罐头视频的 slogan 则是“3 分
钟有趣有用短视频，教你 get 生活
黑科技”，视频内容大部分关于美
食制作品鉴、动手DIY等。

运营业态是助攻账号变现的重
要一环，业务包含内容、平台和账号
等。其中内容运营包括内容策划、选
题把控、内容传播；平台运营包括规
划研究和内容分发；账号运营包括
账号定位、粉丝管理、矩阵规划。

运营业态 MCN 包括大禹网
络、蜂群文化、洋葱视频、末那传
媒等。

以“洋葱视频”为例，“洋葱视
频”是一家以短视频为主要载体的
MCN 公司，提供脑洞挖掘、IP 研
发、运营孵化等，“洋葱视频”旗下
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办公室小野”，
此外，“七舅脑爷”“爷爷等一下”

“办公室小作”“苏豪同学”等IP也
是由其孵化。

“洋葱视频”的鲍泰良副总监曾

在采访中谈到，洋葱集团采用从零
开始孵化的方式，挖掘到潜力达人
后，即将其放进“孵化器”，为其进行
组队匹配，通过全网分发、资源倾斜
等方式帮助达人成长，带来粉丝流
量，并以淘汰制炼取爆款头部IP。

以“办公室小野”为例，与其同
期培养的一共有十余个账号，最终
仅有“办公室小野”突围成为爆款。

营销业态是MCN主要的变现
方式之一，主要是通过综合分析制
定最佳的整合营销方案，然后通过
大批量的账号形成流量池。

电商业态则更注重粉丝经
济。电商业态在塑造个人 IP 的同
时也会按照粉丝需求进行消费转
化，而且电商变现和品牌变现的
效率往往比广告变现要高，单一

粉丝的收入规模也远超广告，或
将成为 2019 年最受青睐的变现
方式。

电商业态根据驱动力的不同
还可划分为以“人”为主要驱动力
完成销售转化的红人电商和以“内
容”为主要驱动力完成销售转化
的内容电商。

红人电商业态MCN举例：杭

州宸帆、如涵控股、美嗖文化、达人
说、美one等。内容电商业态MCN
举例：微念、洋葱视频、军武科技、
有狐文化、鹿角熊等。

以红人电商业态的美one旗下
的“口红一哥”李佳琦为例，在视频
中李佳琦现场试色，并对各大口红
品牌的色号进行分析，做出评价，
他曾一分钟售罄14000只唇膏。

经济业态致力于解决网红前
端商务问题，通过内容生产和资源
优 势 进 行 组 合 营 销 ，该 类 别 的
MCN 机构，往往签约大量的独家
账号，然后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来
驱动其商业化进程，变现途径多以
广告为主，辅以IP授权、电商等。

经纪业态MCN包含无忧传媒、

星匠联盟、papitube、贝壳视频等。
以贝壳视频为例，它是最早一批

签约50+短视频创作者的平台，覆盖
1.2亿粉丝，总播放量达220亿+。除
了直接签约红人外，贝壳视频还先
后投资了美拍网红喵大仙、刘阳
Cary。短视频的发展最初是以搞笑、
吐槽为主的泛娱乐，中间是美食、旅

游等大垂直品类PGC内容，如今则
是更纵向、多元的细分呈现。从贝壳
视频签约的红人如旅行探险类的

“冒险雷探长”、方言类“大连老湿王
博文”、外国人搞笑“嘿人李逵”，不管
是旅游、美食，往下都可以延伸到更
多细分领域，这样最后更容易也更
快形成品牌价值和商业价值。

社群、知识付费业态主要是从
大盘粉丝中来沉淀出“重垂粉丝”
做专业变现，一般通过内容生产+
粉丝沉淀的模式，进行社群经济的
开发转化。具体方式有图书出版、
付费课程、内容电商、影视节目开

发等多个方位的商业变现模式可
供选择。

社群、知识付费业态包括：灵魂
有香气的女子、日日煮、米未传媒等。

以“灵魂有香气的女子”为例，
以图书出版为起点，“灵魂有香气

的女子”于 2015 年开始了内容创
业的探索，目前在公众号领域有将
近400万女性用户，运营了内容号

“灵魂有香气的女子”、夫妻关系指
南“姐姐在上”、电商号“生活馆”和
社群号“香蜜会”等。

IP 授权、版权业态的前期变
现效率略微缓慢，一般是通过内
容生产+品牌/栏目打造的模式，
进行版权层面的变现。该业态往
往有着自己广为人知的形象 IP，

然后通过形象 IP 授权、周边电
商、线下漫展、费用采购等形式开
展业务。

IP 授权/版权业态业态 MCN
包含：十二栋文化、震惊文化、吾皇

的白茶、幕星社等。
吾皇的白茶是其中最为人所

知的，吾皇和巴扎黑不断地衍生出
故事，白茶工作室也和很多商业机
构进行合作。

内容生产业态 以内容生产为主 逐步工业化、IP化

运营业态 是助攻账号变现的重要一环

电商业态 或成2019年最受青睐的变现方式

经济业态 利用资源优势驱动网红商业化进程

社群、知识付费业态 多方位商业变现模式可供选择

IP授权、版权业态 前期变现效率略微缓慢

网络时代网络时代，，技术技术
在决定与塑造着人类在决定与塑造着人类
的生存状态的生存状态，“，“网红网红””
即是这个信息化时代即是这个信息化时代
的产物之一的产物之一。。从早期从早期
因为极偶然因素被发因为极偶然因素被发
掘掘、、还是散兵游勇的还是散兵游勇的
一代网红发展到现一代网红发展到现
在在，，更多的人与资本更多的人与资本
进入进入、、各种直播平台各种直播平台
崛起崛起、、经过一番井喷经过一番井喷
式的人力物力介入式的人力物力介入，，
当一夜之间某一个当一夜之间某一个““网网
红红””推送到你面前时推送到你面前时，，
他可能只是露出水面他可能只是露出水面
的冰山一角的冰山一角，，其背后公其背后公
司的包装司的包装、、各种平台的各种平台的
运营运营、、多种渠道的宣传多种渠道的宣传
则是让其在互联网的则是让其在互联网的
汪洋中能够崭露头角汪洋中能够崭露头角
的庞大推手的庞大推手。。

MCNMCN全称为多频全称为多频
道网络道网络，，产生于美国的产生于美国的
MCNMCN 相当于内容生产相当于内容生产
者和者和 YouTubeYouTube之间的之间的
中介中介，，MCNMCN将众多内容将众多内容
创作者聚合起来建立创作者聚合起来建立
频道频道，，帮助他们解决推帮助他们解决推
广和变现的问题广和变现的问题。。本土本土
化以后化以后，，MCNMCN在中国业在中国业
已形成一种多频道网已形成一种多频道网
络的产品形态络的产品形态，，基本组基本组
织架构包含运营织架构包含运营、、商业商业
变现变现，，将专业内容生产将专业内容生产
方方、、用户原创内容等联用户原创内容等联
合起来合起来，，从制作从制作、、推广推广、、
管理管理、、资本等方面进行资本等方面进行
支持支持，，保障内容的持续保障内容的持续
输出输出，，可以最终实现商可以最终实现商
业的稳定变现业的稳定变现。。

MCN的变现：
有电商化变现潜能的
机构更受资本青睐

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部署
做好“传承·2019清明祭英烈”
宣传教育活动

据新华社电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
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民政部、文化
和旅游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
军委国防动员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
中央、全国妇联等 10 部门联合下发

《关于在清明节期间开展“传承·2019
清明祭英烈”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
部署开展以缅怀英烈、传承英烈精神
为重点的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通知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没有英烈前赴后继的牺牲奉献
就没有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宣
传教育活动将整合有关媒体渠道，以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户网站为主要平
台，以其他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渠
道为辅助传播，将线上宣传教育活动
与线下祭扫瞻仰活动有机结合，以清
明节、第六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
国安葬为重要时间节点，从3 月中旬
至5月初“五四运动”100周年期间广
泛开展宣传教育短片展播、网络直播、
英烈精神在身边主题征文、为烈士寻
亲、网上祭扫、寻访陵园等活动。

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要深刻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烈褒扬的
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身体力行缅怀英烈的英雄情怀，
提升对开展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重要意
义的认识，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
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加强领导，形成党
委和政府统筹指挥、各部门通力协作
的工作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
案，落实责任，细化措施，认真组织好
这次宣传教育活动。

据了解，以党、政、军、群 10 个相
关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弘扬英烈精神的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其规模和频度尚
属首次。

日前，退役军人事务部已开通了
“传承·2019清明祭英烈”网上平台以
及相应新媒体平台，已有数百万人次
在线接受教育。

网红时代网红时代
资本入场

庞大推手庞大推手
幕后运作

助推内容助推内容
稳定变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