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安置及补偿

“依照国家‘双减’政策要求，新东方在线

积极响应并持续调整相关业务，确保公司合

规发展。东方优播已决定关闭K12阶段学科类

培训业务。”9月13日，在北京商报记者求证东

方优播关停传闻时，新东方相关工作人员这

样回复道。

据该工作人员透露，目前公司的账面

资金较为充裕，品牌将依法依规做好学员

退费和员工伙伴的妥善安置及补偿。同时，

据朱宇反馈，他个人将计划未来去山区支

教1-2年，继续为教育公益事业做些自己

的贡献。

据天眼查信息显示，东方优播品牌隶属

于新东方在线，成立于2016年，迄今为止的业

务均主打在线直播小班课，面向K12阶段学

员。和市面上众多在线直播大班课不同的是，

东方优播以本地化教学为特点，在全国各地

开设门店，进行线下获客。

“东方优播是典型OMO模式，线下获客

线上交付，教研走本地化路线。”多鲸资本合

伙人葛文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这个模式还

是相当好的，如果没有这次‘双减’政策，其实

还是能作为新东方在线的核心增长业务的。”

曾为在线业务重要板块

从2016年成立到如今的业务关停，在新

东方在线的K12业务布局中，东方优播一度占

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新东方在线近几年

发布的财报来看，都会将东方优播的业绩表

现单独提及。

具体来看，2020财年，新东方在线K12业

务的营收在总营收中占比为27.3%，其中东方

优播课程的付费学生人次同比增长了

184.2%。截至2020年5月31日，东方优播进入

了中国24个省的172个城市。

此外，新东方在线此前刚刚披露的2021

财年财报中，同样提及东方优播的业务表现。

在报告期内，东方优播课程的付费学生人次

同比增长了102%。截至2021年5月31日，东方

优播已进入中国27个省的273个城市。

相比一年前的数据，东方优播的进驻城

市在一年间增加了100个，可见其业务增长

之快。

“实际上在东方优播的K12业务中，初中

阶段的学生是重点，而且线上交付的时间基本

都在周末，这完全违背了‘双减’政策的要求。”

葛文伟分析表示，从新东方的角度来看，主动

关停东方优播是其战略大调整的一部分。

在线业务或回归成人教育

“双减”一声令下，各家机构的K12业务纷

纷关停或转型。据北京商报记者观察，目前巨

人教育、杰睿教育等老牌线下培训机构均已

关停了相关K12业务。相比之下，线上K12机

构的动作稍显缓慢。而本次东方优播的关停

业务动作，或许也是线上K12机构战略调整

的开始。

而就在业务关停的消息传出后，9月13日

新东方在线及新东方的股价也应声下跌。截

至当日收盘，新东方在线的股价下跌了

14.57%，新东方-S的股价下跌了7.91%。

对此，葛文伟表示，股价下跌是利空出

尽的体现。“从新东方在线的角度来看，新东

方在线最早的核心业务就是在线成人业务，

而非在线K12。发展K12也是因为看到了这

个市场的火热，再加上新东方的K12业务在

线上并无建树，所以希望新东方在线能够有

所突破。”

此外，葛文伟分析指出，东方优播这一品

牌在过去是新东方进入在线K12市场的骑兵，

也是当时推出的和市场上其他相似品牌竞争

的防御性战略品牌。所以当该项目与政策出

现背离时，项目的优先级就降为了0。

这或许正是东方优播按下结束键的

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K12熄火后，新东方在线

或将重新审视曾被定为核心业务的在线成人

领域。对此，葛文伟也表示，相比其他机构，新

东方在线发力在线成人的优势会更为明显。

“新东方成人业务的历史很悠久，新东方成立

了多少年，成人业务就有多久的历史。”

“在四六级、考研等成人领域内的业务，

新东方都是最早做的。这次关停东方优播，对

新东方在线实际上是利好的，他们终于可以

不用再被市场的情绪和需求裹挟，而是回归

到自己真正核心的业务上。”

北京商报记者程铭劼赵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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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停东方优播 新东方在线“断臂求生”

《云南虫谷》热播背后：版权卖了白菜价

北京商报2021.9.14

商业化运作不停歇

9月13日，网剧《云南虫谷》将于这一天在

VIP超前点播上线大结局，这令剧迷兴奋不已，也

让剧集的热度再次攀升。

据灯塔专业版显示，截至9月13日19时，《云

南虫谷》在当日灯塔热度剧集类排行榜中位于第

六位，较前一日上升了一位，同时该剧累计播放

量也已达到7.64亿次，并13次居于腾讯视频播放

量日冠。此外据豆瓣电影显示，目前《云南虫谷》

的评分为7分，四星及以上评分占比达到五成。

不仅获得较高的播放量，《云南虫谷》在商业

合作上也不可小觑，这从剧中出现的广告便可见

一斑，包括纽西之谜、康师傅、大众途观、娃哈哈

苏打水在内的多个品牌的广告，均在剧集播出

前、正剧播出后或播出过程中出现。

《云南虫谷》的商业化运作只是《鬼吹灯》IP

的一角，近年来，通过对IP进行不同领域的延展

与开发，《鬼吹灯》已经从小说逐渐覆盖至电影、

电视剧、漫画、舞台剧、线下实景娱乐等多个领

域，由此衍生出较大的商业空间。

14年前转让版权

无论是《云南虫谷》还是《鬼吹灯》IP的一番

操作，基于粉丝以及市场对该作品的热衷，无疑

能让背后的公司实现名利双收。然而，对于《鬼吹

灯》原著小说作者天下霸唱，该IP所衍生的红利

却与他没有过多的关联，这背后离不开一份14年

前签订的合同。

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天下霸唱与上海玄

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玄霆公

司”）就《鬼吹灯》签订了协议书，约定天下霸唱将

《鬼吹灯》除中国法律规定专属于天下霸唱的权

利外的著作权全部授权给玄霆公司。而据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显示，当时转让

费为税前150万元，同时玄霆公司承诺约定作品

如前述影视改编权协议产生经济效益，将该部分

影视改编所产生报酬的40%作为奖励支付给天

下霸唱。

尽管这一笔钱款在14年前不是一个小数，但

这份协议也让天下霸唱失去了对自己作品的掌

控权，甚至自己授权使用“鬼吹灯”这一名称也存

在侵权的风险。

网剧《鬼吹灯之牧野诡事》引发的侵权案便

是佐证。该作品是由天下霸唱创作的小说改编而

成，但玄霆公司徐州分公司起诉称，《鬼吹灯》系

列作品具有极高知名度，为知名商品；《鬼吹灯》

与该知名商品具有极强的指向性和联系，为特有

名称。而《鬼吹灯之牧野诡事》未经知名商品特有

名称权益人的许可，在《牧野诡事》作品前冠之以

“鬼吹灯”标识，侵害了玄霆公司徐州分公司的知

名商品特有名称权益，涉案影视剧制片者在影视

剧的名称中使用“鬼吹灯”标识等，侵害了玄霆公

司徐州分公司的知名商品特有名称权益。最终，

该案件以天下霸唱等方面败诉告终，并被列入了

江苏2019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版权授权审慎为之

如今，版权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授权及转

让版权的行为也需进行审慎考量。数字文创产业

智库研究员李杰表示，“鬼吹灯”是盗墓题材中的

代表性IP之一，也是掀起该题材热潮的主要作

品，拥有较大的受众群，通过多元化的开发，则能

持续挖掘出IP的内容价值，这一切均是从内容版

权出发才逐渐形成的商业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照另一位盗墓题材大佬

南派三叔的版权运作后，更能显现出谨慎考量授

权及转让版权的重要性。

作为《盗墓笔记》系列小说的原著作者，南派

三叔在IP商业运作上掌握了更多主动权，不仅将

多种版权握在自己手中，还与其合伙人叶方仓、

叶在飞、陈戴阁共同创立南派泛娱，运营《盗墓笔

记》《老九门》《藏海花》《沙海》《怒江之战》等IP，

并从图书、电视、电影、漫画、动漫、游戏、话剧等

多个角度对IP进行深度开发。先不论相关衍生开

发后的市场口碑如何，不得不承认在资本运作上

已形成相对完整的布局。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创作者的行列

中，但除了创作高质量的内容外，对于版权的保

护和运作也要拥有一定意识，这不仅是更好地保

障自己的权益，也是在为创作出的作品进行更为

完善的打算，从而保证其能够释放出应有的价

值。”李杰如是说。

北京商报记者郑蕊

“双减”之后K12退潮，教

育机构也不得不断臂求生。9月

13日，北京商报记者从新东方

内部获悉，新东方在线旗下的

在线直播课品牌东方优播将关

停K12阶段学科类培训业务，

并启动对家长的退费及对员工

的安置。同时，新东方在线副总

裁、东方优播CEO朱宇也表

示，个人计划未来将去山区支

教1-2年。值得关注的是，从新

东方在线的财报数据来

看，东方优播一直在业务

占比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新东方在线未来的路又将

走向何方？

新东方在线2021财年业务情况

由2020财年的94.2万减少至2021财年的57.3万

由2020财年的185.6万增至2021财年的331.5万

由2020财年的3000万元减少73.8%至2021财年的790万元，
主要是由于公司在2020年停止投资及不再重视“多纳”学英语应

用程序以及终止“多纳”在线课堂的直播英语课程所致。

数据来源：新东方在线2021财年业绩公告

总营收

付费学生人次

从2020财年的6.417亿元减少14.5%至2021财年的5.488亿元大学

教育

总营收

付费学生人次

K12

教育

由2020财年的2.951亿元增长166.7%至2021财年的7.872亿元

总营收
学前

教育

摸金校尉铁三角的集结，让网剧《云南虫谷》在夏天的尾巴掀起一场追剧热

潮。然而，随着剧集热度越涨越高，让幕后公司实现名利双收之时，这一切与《鬼

吹灯》系列原著作者天下霸唱却似乎离得有点远，起因则在于天下霸唱早在

2007年便将除专属于自己权利外的著作权都转让给其他公司，甚至自己都不

能随意擅自授权使用“鬼吹灯”。此时反观盗墓题材另一位“大佬”南派三叔，则

将相关版权握在自己手中，或授权他人，或自己直接操刀。两相对照之下，不禁

令外界感叹天下霸唱亏大了。

数读网剧《云南虫谷》播出情况

数据来源：灯塔专业版、剧方官微

（截至9月13日19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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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台风“灿都”
上海关闭景区112处

受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影响，9

月13日至15日，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将

遭遇持续强风劲雨。9月13日，水利部再

次部署台风“灿都”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据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灿都”将

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

方向缓慢移动。14日至15日白天，“灿

都”将在长江口外海附近海域回旋或

缓慢移动，15日夜间开始转向东偏北

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受台风影响，太湖及周边河网区，

浙江钱塘江中下游、甬江和椒江，安徽

水阳江，江苏秦淮河及里下河等将出

现明显涨水过程，太湖水位可能超警，

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将发生超警以

上洪水。

水利部于9月13日12时启动水旱

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派出3个工作

组赴浙江、江苏、上海三省（市）协助指

导台风强降雨防御工作。

上海中心气象台9月13日16时发布

最新预报结果，台风“灿都”仍在靠近上

海，13日夜间到15日将在上海以东100

公里至200公里处的海面回旋，16日向东

北方向远离上海。截至13日傍晚，上海已

出现风雨天气，城市运行基本正常，全市

已转移安置相关人员近33万人。

据气象部门的最新消息，9月13日

15时，台风“灿都”（强台风级）中心距

离上海（南汇嘴）大约128公里，中心附

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台风“灿都”

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

西方向移动，于13日夜间到15日在上

海以东100公里至200公里处的海面

回旋，16日向东北方向远离上海，强度

逐渐减弱。

据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9月

13日16时提供的汛情报告，除了零星

的积水、小区及行道树木倒伏和供电

中断等灾情之外，上海城市运行基本

正常和平稳。上海目前已转移安置相

关人员达32.9万人；取消公路长途客

运150班次、轮船航班30班次；停运或

部分停运轨道交通线路5条；全市关闭

景区112处，以确保安全。

此外，江苏省气象台9月13日17时

05分变更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受

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影响，预计未

来24小时内，南通、苏州和盐城将出现

阵风10级的大风，连云港、泰州和无锡

将出现阵风8级的大风。

南通市教育局9月13日中午发布

通知，为防范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

13日该市所有义务教育学校停止课后

服务，初中学校停止晚自习服务，高中

学校走读学生停止晚自习。14日，南通

全市所有中小学（含中职、技工学校）、幼

儿园停课。有寄宿生的学校做好在校寄

宿生的安全防护。13日和14日，面向未

成年人的各类培训机构停止线下培训。

截至13日10时，盐城市累计撤离

转移人员6276人，回港避风船只1106

条，排查消除广告牌等市政隐患598

处，排查消除龙门吊、塔吊、围挡等建

筑工地隐患307处，停工企业163家，停

工工地319处，关闭景区18处。

根据气象分析，台风“灿都”中心

附近最大风力已达14级，具有历时长、

降雨多、风力强等特点，14日至15日将

给江苏带来严重的风雨影响。江苏省

农业农村厅发布提醒，各地要迅速落

实预案措施，扎实做好应急值守、预警

服务、指挥协调等工作，做到主动防

御，确保秋粮和农业生产安全，力夺全

年农业丰收。

气象部门提醒，政府及相关部门

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应急准备工作；

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

险作业；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

舶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加固港口设施，

防止船舶走锚、搁浅、碰撞；加固或拆

除易被风吹动的建筑物，人员不随意

外出，确保老人、小孩留在家中最安全

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