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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亚马逊冲击流媒体“铁王座”
疫情一天未息，流媒体的红利就还在累积，虎视眈眈者越发加快了抢蛋糕的步伐。比如迪士尼，打算砍掉一堆电视频道，铁
了心聚焦流媒体；比如亚马逊，快要把米高梅纳入麾下，进一步充实自己的内容库；比如华纳媒体与Discovery，抱团取暖就等
监管的落槌了。各方的穷追猛打之下，奈飞的铁王座坐不稳了。

美国主要流媒体全球订阅用户数
奈飞
亚马逊Prime

1.3亿

迪士尼
华纳媒体+Discovery
康卡斯特+Peacock
Apple TV+

用户数达1.036亿，虽然低于市场预期的1.09
亿，
但与上年同期3350万的用户数相比仍然
迪士尼“
收心”
增长明显。不过，今年第二财季Disney+每用
迪士尼在流媒体上的胃口越来越大了。 户平均收入（ARPU）3.99美元/ 月，同比下降
当地时间5月24日，迪士尼宣布，计划今年关 29％。
闭100个国际电视频道，朝着以Disney+等流
在分析师会议中，鲍勃·查佩克着重强调
媒体服务为中心的未来前进。去年，该公司已 了“Disney+”，对该业务的表现非常满意。他
经关闭了30个国际网络，包括英国的迪士尼 还首次提到，在2024财年年底，Disney+订阅
频道。
用户有望达到2.3亿至2.6亿。
“大部分内容将会转移到Disney+上。随
摩 根 士 丹 利 分 析 师 BenjaminSwin着我们转向直接面向消费者，这仍将是我们 burne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维持对迪士尼的
的核心战略。”迪士尼CEO鲍勃·查佩克表明 增持评级，并将其目标价从200美元上调至
了初衷。
210美元，理由正是流媒体。他表示，迪士尼在
在乐园业务一蹶难振、影视业务停滞不 业务的内容和创意方面处于优势，迪士尼已
前的情况下，流媒体平台Disney+早已被视为 经组建了一支管理团队，并证明了它可以经
迪士尼未来的支柱。上周，迪士尼公布了截至 营流媒体业务，而流媒体平台的成功将取决
2021年4月3日的上半财年及第二财季的财务 于它能够提供的内容。
数据，其中表现最亮眼的就是Disney+。
按照查佩克的说法，此次关闭将会依据
财报数据显示，迪士尼今年上半财年实 公司在不同市场的合约，迪士尼从一些传统
现营收318.62亿美元，同比下降18％；来自持 电视节目上获取的利润可以用于支付流媒体
续经营的净收入为9.41亿美元，同比降低 上的支出。
64％。其中，公司第二财季实现营收156.13亿
美元，同比下降13％，低于华尔街的平均预期
抱团者众
（158.7亿美元）。其中，迪士尼乐园、体验和产
“我们不想成为这一浪潮的跟随者，我们
品部门几乎是腰斩，营收仅为31.73亿美元，同
想做引领者。”在聚焦流媒体的战略时，查佩
比降低44％。
相较之下，Disney+则保持了明显的上 克说道。迪士尼的野心显而易见，毕竟流媒体
扬态势。截至今年4月3日，Disney+付费订阅 的增长速度是肉眼可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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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亿美元
去年投入了110亿美元，比2019年的78亿美元增长了41％
到2024年，每年将在内容上花费160亿美元

奈飞 荨

去年投入170亿美元，今年可能会增至

上市18年来，奈飞是标普500指数中表现
最好的一家公司，市值已经从3亿美元涨至如
今的2230亿美元，涨幅超过700倍。
但这只是流媒体的开场。根据Statista的
数据，2020-2025年，流媒体业务的营收复合
增长率预计将达到10.7％，整体市场规模在
2025年预计将达到857.35亿美元。
双位数的增长之下，谁都蠢蠢欲动。就在
迪士尼决定深入聚焦流媒体的同时，亚马逊
这边也传出了大动作。据知情人士透露，亚马
逊对米高梅电影公司的收购即将完成，交易
金额在85亿-90亿美元间，最早可能在本周宣
布相关收购协议。
对于传闻的真实性，北京商报记者联系
了亚马逊方面，不过截至发稿暂未收到具体
回复。
若传闻成真，这将成为亚马逊历史上第
二大收购，仅次于亚马逊在2017年以137亿美
元对全食超市的收购。无疑，这是亚马逊为自
己的流媒体服务PrimeVideo花的心思，毕竟
米高梅曾是好莱坞八大影业公司之一，坐拥
《007》《猫和老鼠》等系列知名影视剧集。
在调皮电商创始人冯华魁看来，其实亚
马逊在视频方面发力还是比较猛的，可能也
预见了未来内容对消费者的吸引，包括
YouTube这种长视频、TikTok这种短视频的
影响，亚马逊也是希望给自己找一个除了电
商之外的内容支柱，这种内容和电商结合的

亚马逊 荨
迪士尼 荨

模式也是一个大的方向。
“而在视频领域从零开始还是比较难的，
通过收购可以在自己既有用户量的基础上去
进一步发展，对于亚马逊而言，可能也是相对
容易一些。”冯华魁说道。
借收购扩充竞争力，亚马逊不是第一家
这么想的。上周，美国电信巨头AT&T于17日
宣布，与Discovery达成协议，将旗下跨国媒
体娱乐公司华纳媒体剥离，与后者合并打造
一家流媒体公司。
又一巨头呼之欲出，《纽约时报》称，按收
入来算，合并后的新公司或将成为美国第二
大传媒公司，公司市值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
据悉，华纳媒体旗下的HBO和HBOMax拥
有6390万全球订阅用户，而探索频道拥有
1500万订阅用户。
诸神之战

当所有人都在暗自发力时，一场流媒体
领域的诸神之战正在悄悄打响。
目前，这条赛道上的主要玩家包括奈飞、
亚马逊Prime、Disney+、华纳媒体+Discovery、康卡斯特加Peacock、AppleTV+。根据
彭博汇编的数据，目前的前三名分别为奈飞、
亚马逊、Disney+，其订阅用户数分别达到
2.08亿、2亿和1.3亿。
排名只是暂时的，竞争还在继续。比如

“烧钱”构筑护城河，几乎是一山更比一山高。
根据第三方推算，去年奈飞在内容方面投入
了170亿美元，今年可能会继续增长到190亿
美元。
亚马逊也是财大气粗的主，其提交的年
报显示，去年该公司投入了110亿美元在流媒
体视频和音乐内容产出上，而前一年此项支
出为78亿美元。3月，奈飞斥资4.5亿美元买下
了电影《利刃出鞘》两部续集的版权，几乎是
金额最高的一单电影版权交易。
迪士尼更是铆足了劲儿，声称到2024年，
每年将在内容上花费160亿美元，主要用于深
挖自有知识产权。去年12月，迪士尼就宣布，
将会把10部漫威系列，10部星球大战系列，15
部迪士尼真人动画、迪士尼动画和皮克斯系
列等内容交给旗下目前仅成立了18个月的流
媒体部门Disney+。
砸钱之外，各方也在尽力为流媒体铺路。
日前，迪士尼乐园项目改编电影、巨石强森和
艾米丽·布朗特主演的迪士尼动作冒险片《丛
林奇航》宣布将在北美影院上映的同一天登
陆流媒体Disney+，与《黑寡妇》等影片一样取
消了院线窗口期。
这一招，华纳媒体也早就开始用了。去年
12月，华纳媒体就宣布，2021年将在所有新电
影上映的同时，直接通过HBOMax同步播出
这些电影。
“在这场流媒体战争中将会诞生一众赢
家。每一家都在大力加大投资。你似乎必须要
这么做，才能被同行认为是一个认真或可独
立发展的竞争对手。”对于当下白热化的竞争
态势，CFRAResearch媒体和娱乐行业分析
师TunaAmobi一语中的。
冯华魁指出，要做流媒体平台，盈利周期
肯定会比较长，如果只是作为内容制作方盈
利是比较容易的，但作为平台，盈利模式主要
是广告和会员，但单纯靠这两种方式来实现
独立盈利也是比较艰难的，可能可以和其他
数字资产结合，比如媒体、短视频等。
“奈飞也是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在内容方
面持续投入，才形成了自己的爆发力。要想在
这条赛道中持续走下去，肯定要有自己的版
权优势，核心竞争力是自制。”冯华魁说道。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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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换拨款 美国发力芯片出新招

520亿美元，美国政府上周推出的《无
尽前沿法案》援助给深受缺芯影响的半导
体行业打了一剂强心针。但也有人觉得，
对企业来说，直接就能拿到这笔钱，似乎
太容易了。
当地时间周一，美国参议员伯尼·桑
德斯表示，他希望英特尔和德州仪器等半
导体公司向美国联邦政府提供股权，以换
取该法案的拨款和援助。桑德斯说，虽然
援助的对象不是特定的公司，但五家半导
体公司可能会获得最大份额。
据了解，《无尽前沿法案》包括390亿
美元的生产和研发激励措施，105亿美元
用于实施包括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国家
先进封装制造计划和其他研发计划在内
的计划。
“如果我们要用纳税人的援助来奖励
这些公司，我们至少可以而且应该做的是
对援助设置严格的条件。”桑德斯说道。
除了提供美国认股权证或其他权益
外，桑德斯还建议禁止接受援助的公司回
购自己的股票，将美国的就业机会转移到
海外，或废除现有的集体谈判协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杨水清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虽然目前
这个法案还没有完全推出，但股权换拨款，
这个条件有些苛刻。不过对于一些急着寻
求资金援助的企业，也许会考虑接受。
事实上，在拜登刚刚提出这个法案的
时候，不少企业已经为这笔钱打得不可开
交。由于芯片短缺，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
车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等汽车制造商今

年都已宣布减产。
因此，汽车制造商们希望将一部分资
金优先用于汽车芯片，并警告称，如果美国
汽车和轻型卡车行业没有被优先考虑，今
年汽车和轻型卡车可能会短缺130万辆。
除了车企们的急需，生产电脑和手机
的电子设备制造商也不甘示弱，他们表
示，缺芯也会让他们受到巨大影响，不能
只为特定行业做些事情。
而这笔钱除了对现有半导体公司的援
助，另一个发力点在投资半导体新工厂。
据路透社报道，同一天，美国商务部
长吉娜·雷蒙多宣布，美国政府提议增加
520亿美元的半导体生产和研究资金，可
能会在美国建立7-10个新工厂。
雷蒙多在美光科技公司芯片工厂外
的活动中表示，她预计政府的资金将为芯
片生产和研究产生“超过1500亿美元”的
投资，当中包括州和联邦政府以及私营企
业的出资。
在创道投资咨询合伙人步日欣看来，
美国近来的这项法案和提议，无疑是想把
半导体制造控制在国内，现在半导体行业
的供应链本土化已成全球共识，进一步加
大半导体投资也迫在眉睫。
数据显示，1990年美国在半导体和微
电子产品的生产中占37％的份额。如今，
只有12％的半导体是在美国制造的。
另一方面，美国同期联邦政府资助的
研发经费占全部研发经费的比重从25％
下降到22％，其中对基础研究资助份额的
下降最为明显，从58％下降到42％。

但步日欣指出，现实看来，美国在本
土化这方面并不具备显著的优势，况且全
球都在发力，企业即使拿到资金，除了国
内公司间的竞争，外部的竞争更加严峻。
“现在都在大力投资先进半导体工艺，不
希望自己被卡脖子。”
除了美国之外，日本、韩国、欧盟近日
均宣布增加本土芯片半导体的支出。据日
经新闻报道，日本计划扩大现有的2000亿
日元基金规模，以提高先进半导体和电池
的本地生产。
而韩国则打算在未来十年投资约
4500亿美元，并将为本土芯片产业提供约
合8.83亿美元的长期贷款。其中三星将在
未来十年为芯片投资约1510亿美元，三星
投资约170亿美元的美国5nm芯片工厂或
在今年第三季度开建。
投资建厂方面，欧盟也不甘示弱。在
欧盟委员会制订的计划中，希望2030年将
芯片产量翻倍，市场份额提升到20％，为
此欧盟正在争取欧洲地区先进芯片制造
商的支持，目前至少有22个国家签署了意
向书。
根据这个计划，未来两三年中可能会
投入1450亿欧元，约合1.2万亿人民币的
资金以推动欧盟国家掌握至关重要的半
导体技术。
除了产能翻倍之外，欧盟还计划制造
更先进的芯片，致力于在2030年生产出
5nm到2nm的芯片，目前台积电、三星也
没有掌握2nm工艺的生产。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赵天舒

吉隆坡地铁相撞 逾200人受伤

24日，救援人员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转移地铁列车相撞事故伤者。 新华社/图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市中心24日晚间发
生地铁列车相撞事故，导致213名乘客不同程
度受伤，其中47人伤势较重。
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0时45
分左右，事故发生在吉隆坡市中心标志性建
筑双子塔附近的地铁隧道内。据目击者在社
交媒体提供的画面显示，伤者躺在地上，车厢
内撒满一地食物和碎玻璃，还有乘客身上受
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事发警区负责人穆罕默德·扎伊纳尔表
示，初步调查显示，一列载有200多名乘客的
列车与一列空驶列车发生碰撞，造成人员受
伤。目前所有乘客已被救出，并被送往附近医

院救治。
马来西亚总理穆希丁当晚在社交媒体上
表示，当前的首要工作是做好受伤乘客的救
治工作。穆希丁称，此次事故是“严重的”，已
指示交通部和铁路公司进行“全面调查，以查
明事故原因”。他说，一旦调查结果出来，“将
立即采取严厉行动”。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魏家祥表示，交通部
已成立特别小组对事故开展深入调查。马来
西亚警方初步调查证实，24日晚间发生在吉
隆坡双子塔附近地下隧道的两辆轻轨列车碰
撞事故，是由于调度中心“沟通错误”所致，排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除人为破坏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