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8日，由网易杭州研究院主
办，网易数创、网易成都数字产业基
地承办的启航训练营第一期路演成
功举行。本次活动活动吸引了险峰长
青、联想创投、技转创投等6家投资机
构到场，13家优秀入营企业参与路
演，涵盖人工智能、数字文旅、大数据
等多个领域。

活动中，项目方从产品创新、
商业模式、团队构成、发展规划等
方面上进行了充分展示，专家评委
则对各项目悉数进行点评，为参赛
者在项目战略、商业企划、股权优
化上提供了多维度的、多层次的发
展建议。其中，人工智能数据集成
商——向己科技当场获得投资意
向书，中小学生眼健康管理服务平

台——慧眼科技、榫卯拼接的国风
解密游戏——东极六感等均获得
机构投资意向。

据了解，本次网易成都数字产
业基地启航训练营以网易杭州研
究院 MINI 项目孵化体系为依托，
由课程培育、沙盘推演、模拟路演、
正式路演等板块组成，每季度举办
一次，为入营项目提供网易技术产
品、网易特色课程、产业生态资源、
创服资源等生态扶持，第一期训练
营吸引了40余家企业参加，多个入
营项目负责人表示，由国内互联网
头部企业主导、投入大量生态资
源、开展体系化的培育还是首次看
到，收获颇丰。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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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1日，8家A股上市航司
2021年上半年业绩已经全部披露完
毕。红星资本局注意到，随着二季度国
内航线旅客运输规模已恢复到疫情前
水平，航司的业绩也有所回暖。上半
年，8家上市航司营收均实现同比增
长，其中增速最高的山东航空（山航B，
200152.SZ）同比增长58.34%，增速较
低的华夏航空（002928.SZ）也实现了
17.41%的同比增长。

不过，虽然营收增长，盈利水平也
比上年同期有所上升，但仍有5家航司
上半年出现亏损，尤其是三家头部航
司中国国航（601111.SH）、中国东航
（600115.SH）和 南 方 航 空（600029.
SH），合计亏损超过166.84亿元。

3家航司营收同比增长45%以上

红星资本局梳理半年报发现，8
家上市航司营收均较上年同期有较
大增长，其中吉祥航空（603885.SH）、
*ST海航（600221.SH）和山东航空营
收同比增长45%以上，是8家上市航
司中增速最快的3家。

从营收规模来看，中国国航上半年
实现营收376.64亿元，中国东航实现营
收347.1亿元，南方航空实现营收515.76
亿元，仍然是国内航司“三巨头”，占据8
家上市航司总营收规模的76%。

航司业绩回暖，主要得益于国
内疫情防控形势向好，航空市场出
现复苏。据民航局此前发布的数
据，2021年上半年，国内民航市场
呈现较好复苏态势，二季度，行业
旅客运输量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
89.0%，较一季度大幅提高25.6个百

分点。其中，国内航线旅客运输规模
与2019年同期持平，恢复到疫情前
水平。

中国国航上半年巨亏近68亿元

虽然营收增长，盈利水平也同比
上年有所上升，但仍有5家航司上半
年出现亏损，尤其是三家头部航司中
国国航、中国东航和南方航空，合计
亏损超过166.84亿元。

其中，中国国航亏损幅度最大，上
半年巨亏近68亿元，同比减亏26.55亿
元。中国国航的亏损主要源自一季报。
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145.8亿
元，同比减少15.50%；归母净利亏损
62.08亿元，去年同期亏损48.05亿元。

另据半年报，在投资收益方面，
2021年上半年，中国国航投资损失为
12.73亿元，同比减少15.98亿元。其
中，期内确认国泰航空投资损失
13.64亿元，同比减少10.10 亿元；确
认山航集团及山航股份投资损失
0.91亿元，同比减少4.10亿元。

中国东航上半年净亏损52.1亿
元，较上年同期减亏约33.3亿元。中
国东航表示，报告期内，国内航空客
运需求总体回升，国际航空客运需求
持续处于低位。燃油价格的持续上
涨，加重了航空公司的成本负担。

南方航空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亏损
46.88亿元，上年同期净亏损81.74亿
元。上半年，南方航空运输旅客5473万
人次，同比增长62.27%；客座利用率为
73.68%，同比提高6.17个百分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实习记者 余冬梅

半日成交1.2万亿元，热门赛道
集体被低位蓝筹股暴扣，把极端撕裂
的行情演绎到了极致。

A股这样的大场面，确实难得一
见。只是短短两个小时，投资者就经
历了一次牛熊。

昨日亏钱的人，大概就是上个月
赚钱的人吧。极端行情下，资金调仓
换股的行为非常明显。

能源、光伏、元素周期表突然大
幅调整，给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
势。其实简单理解就是，近来这些板
块涨得太多了，获利盘太多，一旦有
风吹草动，最怕的就是获利盘杀跌，
容易造成集体抛售。

蓝筹股初露峥嵘，资金避高就低。
但只就一天，是否具有持续性，还有待
观察。更何况关于市场主流资金的支
配权热门赛道会轻易拱手相送吗？

从蓝筹股来看，前期调整充分的大
金融、大消费风险明显释放了，但这些低

位板块能否就此走强还需要观察，毕竟
市场出现了多次的虚晃一枪。

从热门赛道来看，强周期、半导
体、光伏、锂电池，他们内部的情况又
不一样。大宗类板块最近才启动不
久，半导体已调整一个月，光伏和锂
电池从5月份至今风光无限。热门赛
道的基本逻辑没有改变，各板块之间
的节奏不一致，注定了他们之间会出
现分化。

对于半导体，达哥还想再说两
句，据盘后公告，万业企业和雅克科
技又要被大基金减持了。达哥真是心
疼最近的半导体。

对于前期热点，资金介入非常
深，“一刀切”全部拐头向下的概率比
较小，反复来回拉扯是大概率事件。
一句话来说，市场风格切换不会是一
蹴而就，期间或会经历思想的左右摇
摆，越是市场剧烈震荡，越要保持一
颗笃定的心。 （张道达）

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的最
新规定，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
操作建议，入
市风险自担。

市场监管总局出手
腾讯放弃音乐版权独家授权权利

腾讯愿意割下这一块肉，是因为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的“重锤”。

2016年7月，腾讯控股把含QQ音乐在内的业务
投入中国音乐集团，获得61.64%股权，并取得单独
控制权。同年12月，中国音乐集团整合后更名为腾
讯音乐娱乐集团，后赴美上市。

今年1月24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这一桩收
购案涉嫌违反《反垄断法》、实施经营者集中进行立
案调查。

7月24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行政处罚决
定书》。除了罚款50万元以外，还责令腾讯及其关联
公司采取相关措施恢复相关市场竞争状态。

怎么来恢复市场竞争状态？《行政处罚决定书》
中给了三点要求：

不得与上游版权方达成或变相达成独家版权协
议等，已经达成的，须在本决定发布之日起30天内解
除，与独立音乐人或新歌首发的独家合作除外。

没有正当理由，不得要求或变相要求上游版权
方给予优于其他竞争对手的条件。已经达成的，须
在本决定发布之日起30天内解除。

依据版权实际使用情况等因素向上游版权方
报价，不得通过高额预付金等方式变相提高竞争对
手成本。

从《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发布之日起算30天，恰
好是8月23日，这也是腾讯在公告中以这个日期作
为关键时间节点的原因。

“截至8月23日，我司已针对已达成的独家协议
全部上游版权方发送相关函件，告知其需按期解
约，其中，绝大部分独家协议已按期解约。”腾讯称，
未能按期解约的，其放弃音乐版权独家授权权利。

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讲，其他音乐平台可以
向上游版权方购买相关版权了。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
预计会对业务运营产生一定影响

8月中旬，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以下简称为
“TME”）发布了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在第二季度，TME的营收同比增长15.5%至
80.1亿元，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8.27亿元。
其中，音乐订阅收入为17.9亿元，同比增长36.3%。

截至6月30日，其在线音乐业务的付费用户达
到6620万，同比增长40.6%。从环比来看，这一数字
增长了530万，是TME自2016年以来最大的季度净
增长。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在第二季度，TME的营收
成本约为55.7亿元，同比增长17%。这主要是由于与
版税和收入分成费用相关的内容成本增加。而在
2020年，TME的营收成本约为198.5亿元，同比增长
18.4%。这主要是由于增加对新产品和内容上的投
资、增加了收入分成费用、增加与综艺节目相关的
版税费用等。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去年同期的7.2%，TME在
二季度的付费率增长至10.6%，在线音乐业务的
ARPPU（单个用户平均收益）约为9元。

对于来自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处罚，在第二季
度财报发布时，TME的执行董事长彭迦信回应称，
TME全面诚恳接受，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不折不扣
按期完成整改。

同时，彭迦信也表示，预计这会对业务运营产
生一定的影响。

事实上，自从《行政处罚决定书》披露后，TME
的股价连续走低，一度低至7.03美元/股。当地时间8
月31日，TME的收盘价为8.84美元/股，涨3.88%。

9月1日，腾讯控股的收盘价报488.4港元/股，涨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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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234期开奖结果：163，直选：10375
注 ，每 注 奖 金 1040 元 ；组 选 6：39266 注 ，每 注 奖 金 173 元 。
（40804114.5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234期开奖结果：16308，一等奖102
注，每注奖金10万元。（380408991.4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1101期全国销售281242026元。开奖号码：
13 18 19 27 32 06+11，一等奖6注，单注奖金9675934元，追加1
注，单注奖金7740747元。二等奖101注，单注奖金105827元，追加39注，
单注奖金84661元。三等奖201注，单注奖金10000元。1043300674.47
元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1月1日)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1101期全国开奖结果：01 02
07 09 12 13 23，特别号码：21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1234期开奖结
果：561。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兑彩票

极致演绎！半日经历牛熊

8家上市航司营收齐增长
3家头部航司合计亏损166亿

网易成都数字产业基地启航训练营
第一期路演成功举行

此前，上海市消保委微信公众号认为腾讯
视频在《扫黑风暴》的超前点播中既然是按集
收费的，那消费者就有权选择他要看的那一
集。所谓“按顺序解锁观看”涉嫌捆绑销售是对
消费者选择权的漠视，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9月1日，腾讯视频官方微信发布关于优
化超前点播服务的声明，表示腾讯视频会尽
快调整解锁规则，支持用户选集解锁。

随后，上海市消保委在其官方微信发声，

表示“对腾讯视频的承诺改进表示支持，同
时，我们希望有类似情况的其他平台也能够
积极跟进，@优酷、@爱奇艺 等等。”

随后，爱奇艺发文回应。爱奇艺发文称，
此前我们已经关注到用户对于超前点播单集
点播可选的建议，相关功能已在开发中，预计
本月15号前上线。
综合腾讯视频微信公众号、上海市消保委微
信公众号等

8 月 31 日 晚 ，腾 讯 控 股
（00700.HK）和腾讯音乐娱乐集团
（TME.US）联袂投下一枚重磅炸弹
——放弃音乐版权独家授权权利。

“喜大普奔，再也不用在手机里
下载无数个音乐APP了！”有网友
发自内心地感慨。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虽然现在
只是腾讯宣布放弃，但这被网友视
为在线音乐行业的新开始，网友们
似乎都默认未来每一首歌都会出现
在每一个音乐平台。不过，真的有这
么简单吗？

重磅炸弹被投下之后，在线音
乐行业的格局将如何被改写？

在腾讯控股、腾讯音乐娱乐集团的公
告发出后，最先做出反应的是网易（09999.
HK）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丁磊。

“我们看到腾讯音乐放弃音乐独家
版权的公告，我们非常期待这是一个真
心实意的、不含任何阳奉阴违的决定。”
丁磊在当晚的电话会议上说。

事实上，早前国家市场监管局的
《行政处罚书》披露后，市场上就有消息
称，网易云音乐正加紧与多家唱片公司
商谈，以求尽快上线此前因版权被下架
的歌曲，涉及到周杰伦等歌手。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腾讯放弃音乐版
权独家授权权利一事，有网友产生了误解。

即便腾讯放弃了，如果想要某首歌
出现在某个平台上，该平台仍需花钱去
购买版权。也就是说，同一首歌可以既
出现在A平台，也出现在B平台。

这并非意味着网友可以免费收听，
因为A、B平台可能都会对某些特定歌曲
售卖或开通会员方可收听。而在电话会
议上，丁磊隔空向各大唱片公司喊话：

“请开放授权，我们有足够的资金。”
业内人士表示，腾讯解除独家协议仅

仅代表他们不独占音乐版权。“声明中的
‘上游相关版权方’，据我了解包括相信音
乐、华研国际、福茂唱片、杰威尔都是上游
相关版权方。如果要在网易云音乐上听到
周董的歌曲，网易云现在可以和杰威尔谈
判购买版权的事宜。购买版权后，网易云的
用户才能听到周董的歌曲。”据业内人士透
露，网易云音乐应该早就行动起来和各个
拥有版权的唱片公司在谈判了。但因为涉
及巨大金额，谈判过程应该较为漫长。“据
我了解，周杰伦在内的知名歌手，独家版权
费至少上千万。现在即便不是独家，肯定也
是一个很高的金额。”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有意思的是，在丁磊喊话过后，微
博CEO王高飞提出疑问：“假如市场就
两家公司，比如周杰伦以前卖A公司独
家1亿，现在非独家A、B同价，最后对谁
最有利？对谁最不利？”

对于这个疑惑，有网友回答称，对周
杰伦（音乐人）是最有利的，对B是最不利
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B不买版权，这会
成为B的短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佩雯

任宏伟 实习生 王祖曦

网易云能买到
“周杰伦”吗？

腾讯踩点放弃独家音乐版权

据媒体援引一组不完
全统计数据，2018年，网
易云音乐因版权原因下架
周杰伦的音乐，导致部分
用户转移至QQ音乐，周
杰伦一人的独家版权就让
网易云音乐流失了约
15%用户。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
周杰伦在QQ音乐平台上
的粉丝约为2782万，保
守估计，即便只有30%的
粉丝为周杰伦充值过一个
月的会员，会员费为 15
元/月，那每月给腾讯音乐
带来的收入也足有1.25
亿元。

据业内人士透露，网
易云音乐应该早就行动起
来和各个拥有版权的唱片
公司在谈判了。但因为涉
及巨大金额，谈判过程应
该较为漫长。据了解，周杰
伦在内的知名歌手，独家
版权费至少上千万。现在
即便不是独家，肯定也是
一个很高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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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在线音乐行
业的竞争力在于音乐版权。谁拥有的音乐
版权更多，谁就能获得更多的用户。

直到2018年2月，在国家版权局的
协调推动下，腾讯音乐、网易云音乐及
阿里音乐达成版权合作，各平台相互授
权99%以上的音乐版权，剩余的1%作为
各平台竞争的核心内容。

也就是说，竞争被缩小到1%的头部音
乐版权上，但这并不意味着竞争不激烈了。

以腾讯为例，腾讯音乐娱乐旗下有
QQ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和全民K
歌等平台，同时其拥有周杰伦、SHE等
歌手（组合）的独家音乐版权。

据媒体援引一组不完全统计数据，
2018年，网易云音乐因版权原因下架周
杰伦的音乐，导致部分用户转移至QQ音
乐，周杰伦一人的独家版权就让网易云
音乐流失了约15%用户。

据红星资本局不完全统计，仅QQ音
乐一个平台，周杰伦数字专辑的销量早

已突破1500万张。截至9月1日14时，《说
好不哭》的数字专辑已售出892.52万张，

《Mojito》已售出668.11万张，《周杰伦的
床边故事》已售出115.39万张。

前两者的售价都为3元/张，后者的
售价为20元/张。以此计算，仅数字专辑
一项，周杰伦已为腾讯吸金约6990万元。

除此以外，周杰伦的部分歌曲需要
充值会员（绿钻）才能收听。

一名周杰伦的粉丝告诉红星资本局，
他平时习惯用网易云音乐APP，但是为了
听周杰伦的歌，手机里也长期同时存在
QQ音乐APP，并且充值成为绿钻会员。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周杰伦在QQ音
乐平台上的粉丝约为2782万，保守估计，
即便只有30%的粉丝为周杰伦充值过一
个月的会员，会员费为15元/月，那每月
给腾讯音乐带来的收入也足有1.25亿元。

未来，如果网易云音乐也购买了周
杰伦等歌手的音乐版权，那腾讯旗下的
音乐平台还留得住用户吗？

此前“独家版权”能带来什么？

此后谁会成为受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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