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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楠科技计划今年推出第二代AI芯片产品。嘉楠科技是超级算力解决方案提
供商，于2019年11月在美国上市，嘉楠科技联席董事长孔剑平表示，短期内没有投资

收购计划，但不排除未来对人工智能等产业上下游相关企业进行投资。

■科大讯飞与51WORLD上线智慧城市项目“铜陵城市超脑”。该项目利用5G、数
字孪生、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应用于城市治理、管理决策、公共服务

等领域。项目上线以来，铜陵市城市事件发现量增加900%，事件处置时长降低70%。

■友杰智新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合建语音AI联合实验室。该实验
室将致力于推动AI最新技术在语音领域的落地，推出国际领先的产品解决方案，并在

技术平台建立及人才培养等多层面进行广泛合作。

■自动驾驶软硬件解决方案供应商宏景智驾完成数千万Pre-A轮融资。宏景智
驾主要研发车规级自动驾驶系统解决方案，本轮融资主要用于产品研发、核心研发团

队扩充、自建产能，以实现自动驾驶核心电子电气零部件的自主生产、配建测试和产

品验证。

■文远知行旗下无人驾驶车队超100辆规模。车队共有6种车型，其中有40多辆用
于文远粤行在广州黄埔区、开发区开展的Robotaxi全开放运营服务，其余60辆用于道

路测试。2020年，文远知行的工作重点是稳定技术、扩大运营。

■云从科技完成18亿元新一轮融资。云从科技孵化自中国科学院重庆研究院，当
前业务涵盖智慧金融、智慧治理、智慧交通、智慧商业等领域，通过人工智能、认知计

算与大数据技术形成的整合解决方案，云从科技已服务400家银行14.7万网点、30个

省级行政区公安等。

■2020年一季度智能音箱全球销量同比增长8.2%。根据StrategyAnalytics最
新数据，一季度全球智能音箱销量2820万台，亚马逊、谷歌位列前两名，相应市场份额

23.5%、19.3%，百度、阿里、小米尾随其后，市场份额有所下降。 栏目主持：魏蔚

从图文时代走到视频时代， 技术底
座的稳固、平台力量的推波助澜，让直播
的火爆水到渠成且在意料之中。 但CEO
们如此热衷直播，即便算不上行为艺术，
也是妥妥的有预谋有目的。

比如带货为主的，最像薇娅、李佳琦
的是罗永浩。老罗以前是制造业从业者、
手机厂厂长， 现在是卖艺还债的直播电
商创业CEO。

略有不同的是董明珠、梁建章，他们
搞直播带货也是风生水起， 但他们不可
能，也不应该去争夺所谓的“带货女王”
“带货一哥”。

再细较一下，李彦宏、张朝阳、李斌
等更加不同，不但带货色彩淡薄，甚至把
直播搞成了“企业家对话”的模样。

各方各面的人到齐，直播是个筐，啥
都往里装。CEO们对直播“小甜甜”心生
欢喜，早就忘却了微博、微信公众号那些
“牛夫人”。倒退几年，微博140个字、微信
公众号洋洋洒洒千字文， 也是最火爆的
CEO秀场———有人掐架、有人撩粉，新品
玩社交营销也是一样山呼海啸。

当然，影像化、实时性的直播，更具
沉浸式和互动感， 又与电商导购同气连
枝，让CEO的个人秀与企业销售（营销）
紧密结合， 这是如今CEO们不敢错过的
原因：不能身先士卒做示范，定战略带队
伍肯定不好使。

不过， 一拥而上也要看火候， 前述
CEO与CEO的直播，也分三六九等，这种
差别不在于“高级”“低级”的观感，而在
于是否契合企业发展， 充分释放直播风
口带来的红利。

因此，罗永浩、薇娅、李佳琦，是自己
带货公司的CEO，依附直播产业链，将个
人IP最大化地转化为公司业绩；董明珠、
梁建章应该点到即止， 万不可追逐所谓
直播交易额KPI；李彦宏、张朝阳目的更
为明显，他们的公司不卖货，直播营销的
就是直播软件本身。

这样一划分， 除了老罗全身心地跨
界，90%玩直播的CEO， 还是本职公司的
CEO，并且大多数公司不是零售商、经销
商，而是制造业、信息产业。作为这类公
司的CEO，长远精力必须放在公司战略、

队伍和产品上， 直播充其量是企业发展
长河某一段时期涉及营销和销售渠道的
小型考试。

更为重要的是，90%玩直播的CEO，
正在或者有志于掌管营收千亿、 市值千
亿的公司。简单地算笔账，即便董明珠每
天直播四小时、日均带货1个亿，一年直
播带货也不过如今格力电器年营收的
1/4。这还是击败薇娅，真的成为带货女
王的前提下。

努力工作的人， 不分三六九等。薇
娅、董明珠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直播
的火爆让彼此有了交集，甚至有点“一较
高下”的意味。

但产业链终究是大分工的协作模
式， 直播带货会否有虚火， 目前难下结
论，但90%的CEO们应该找准位置：让薇
娅的归薇娅，CEO的归CEO。

CEO们想让公司搭上直播电商东风
没有错，那就想办法让手下的商务、销售
和市场员工们，变成十个、百个薇娅，而不
是对倾尽全司资源捧起来的CEO直播战
绩沾沾自喜，这样的“高级”，不要也罢。

CEO直播也分三六九等
张绪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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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者各怀心事 网文App不安分

北京商报2020.5.19

多方力量潜滋暗长

“知乎诚邀你来码好文，我们欢迎脑洞

大开、情节好看的好故事，好小说。”知乎在

多个平台低调发布作者招聘海报。

“第一次知道知乎还能写网文？入口

在哪儿？”网友蜗牛蜗牛道出了大多数网

友的心声。很多网友则表达了“望穿秋水”

的心情。

在免费阅读市场小有名气的七猫，对

市场的渴望更迫切。5月17日，一则配以图

文的梧桐中文网的广告出现在朋友圈，以

部分章节预览、全文免费阅读的方式，引导

用户下载七猫免费小说App。

小米的策略如出一辙。5月17日，北京

商报记者打开小米8手机的应用商店，开

屏广告就是小米旗下免费阅读产品全民

小说。

应用商店信息显示，全民小说由小米

子公司北京多看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兄弟

产品还包括小米阅读（原多看阅读）、米阅

小说。

其中，小米阅读是小米老牌阅读产品，

前身是2012年收购的多看阅读，目前仍是

小米手机重要的预装（不可卸载）软件，提

供全品类的电子图书。而米阅小说，与全民

小说更为相似，目前主打免费网文。

不仅如此，小米应用商店还设置了专

门的“免费小说”频道推介全民小说，该频

道以书架模式，引导用户阅读平台网文，也

采用了部分章节预览，阅读完整版本需要

下载App的模式。

平静的市场下，各家平台都在小心试

探，身在暗潮汹涌中的作者，也蠢蠢欲动。

“现在能选的平台挺多的，不像之前来

来回回就是那么几个，我也想试着写写。”

知乎老用户林森做这个决定是因为看到了

招募海报，“之前我就发现有人在知乎上写

小说，已经跟知乎作者小管家联系了，只要

把作品提纲或架构还有一部分文字发给知

乎的编辑，等着通过就行了。”

知乎相关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

“很多作者找过来，增长还挺快的。到目前

为止，知乎签约作者有几百人了”。

按照知乎的投稿要求，不管此前有作

品与否，作者都可以向知乎投稿，字数1万

字起。

追求选择不再单一

相比之下，米读小说的门槛更低。北京

商报记者进入米读小说官网的“作家入口”

发现，网友只需要填写真实姓名、身份证号

码等信息，就可以快速通过审核，再选择目

标读者发布作品名称、类型、介绍等就可以

发布作品，整个流程不超过3分钟。

米读小说以及梧桐中文网等在官网详

细披露了作者受益的细节，大同小异。

以梧桐中文网为例，作者保底千字

15-500元，作者完成一定的任务，就可以

拿到全勤奖励、升级全勤。2020年梧桐中

文网还新增了直签形式，此模式加设了签

约奖励：签约成功后，作品满30万字，无断

更、灌水、抄袭等不良记录额度作者，当月

奖励300元。

知乎也分为签约和不签约两种形式。

“签约作者可以和知乎合作一些选题，制

作付费专栏，参与分成；没有签约的作者

还是可以自己自由创作的，不过没有官方

的介入，不会有直接参与分成的付费专

栏、电子书或者后续的IP开发动作”，知乎

相关人士解释。

基本上，平台已经形成了较完善的分

成体系，各平台也出现了代表作品和作者。

比如米读小说的作者洛长天，在半年时间

内，就把单月收入增长到超过10万元，3月

稿费超过20万元。知乎的网文作品代表是

《宫墙柳》《行止晚》《洗铅华》，以4月10日

推出的盐选专栏七月荔《洗铅华：恶毒女

配生存录》为例，4月共获得近40万元收

入。七月荔之前在起点中文网和晋江文学

都有连载，与知乎合作后，重点在知乎连载

和互动。

不过，能挣到钱的依然是少数。洛长天

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在网络文学圈子

里，每个月能拿到3000元以上的作者连1%

都不到，大部分人就是几百块钱，3000元

是一个大门槛了”。

谈及选择平台的理由，洛长天是因为

自己的编辑到米读小说任职。

刚决定在番茄小说写作的温晴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自己平时比较关注互联网企

业，“用今日头条（字节跳动）各种App的人

很多，我觉得在番茄小说上写可能看的人

会多一些”。

林森看中知乎的原因，则是喜欢社区

的氛围。

虽然各自做了决定，但是多个作者都

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现在新晋平台几乎都

有扶持政策，定位也看不出太大差异性。总

结成一句话就是“在哪儿写都是写”。

网文竞争再度复杂

“现在网络文学平台大致分为两类，一

种是垂直类，比如米读、番茄小说、七猫这

种。一种是把网文作为内容拼图，比如豆瓣

阅读之于豆瓣、知乎盐选专栏之于知乎。知

名度更高、比拼更激烈的是垂直类网络文

学平台”，比达分析师李锦清说。

其实，网络文学的起源在社区。当年的

《第一次亲密接触》就是通过早期bbs时代

的网络留言，分享给网友的。天涯社区当年

的舞文弄墨、煮酒论史等板块，每年都有大

量作品出版。

被称为网络文学“教父”的前阅文CEO

吴文辉，就是在论坛阶段积累的前期资源。

后来吴文辉创立或执掌的起点中文网、盛

大文学、腾讯文学、阅文等垂直类平台，逐

渐掌握了网络文学市场和话语权。

根据艾媒咨询数据，从2011年起，中国

网络文学用户规模呈现上升趋势，2018年

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突破4亿人，2020

年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将达4.4亿人。

2018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162亿元，

2020年有望超过200亿元。

不过，风水依旧轮流转，一批主打免费

的“后浪”成为挑战者，阅文自己也走到了

变革的十字路口。新老平台之间，平台与头

部互联网企业之间的资本关系更加复杂。

天眼查信息显示，在知乎迄今完成的8

次融资中，腾讯参与了3次，米读小说母公

司趣头条的股东名单中也有腾讯。阅文与

腾讯的关系更亲密，控股股东腾讯派了腾

讯副总裁、腾讯影业CEO程武出任阅文

CEO。阿里、百度在多个篮子里都放了鸡蛋，

小米自己也没有把宝押在同一个产品上。

“头部互联网企业和网络文学平台的

心思都没有那么简单，简单说就是先占坑

再激发竞争。所以这种竞争现在看起来更

隐晦”，李锦清说。

自从阅文高管变动、有关付费免费的

争论你来我往，各平台的态度反而更谨慎。

利益分配是市场动荡的根本原因，拉拢作

者、内容IP化生态化则是未来不变的常态。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图片来源：小米应用商店截图

2020年初夏，网络文学这个老赛道

成了新风口。北京商报记者近日调查发

现，梧桐中文网（七猫免费小说）将下载

链接广告打到了微信朋友圈；问答社区

知乎低调招募作者，在网络文学市场又

进一步； 小米这类看似低调的从业者，

也拿出了应用商店开屏广告、专门频道

等资源，为旗下全民小说App“造风口”。

而这背后， 是网文巨无霸阅文深陷的

“作家合同”和“免费还是付费”争议。

相比短视频直播类App， 网络文学

平台的活跃度和知名度差一截，但是它

属于内容上游，可延展性更强、门槛更

高， 是全生态内容版图不可或缺的一

块。在免费付费模式角力的当下，平台

和作者都想要流量和商业价值，各自的

选择面较以前更广，平台间的关系更是

盘根错节，短期内形成稳定格局的可能

性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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