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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即破发 网易云音乐难解版权痛
老股东“撑场”

曾经出圈的“网抑云”就是长于网易云音乐社
区，丁磊当天云敲锣时强调的也是网易云音
乐的社区“云村”，放至整个互联网泛娱乐平
台，靠社交娱乐挣钱更是集体选择。
据资料集显示，继续深耕音乐社区是网
易云音乐募资主要用途之一，占总募资额的
40%，募资额的40%将用于继续创新并提高
技术能力，其余用于甄选合并、收购、战略投
资、日常运营等一般用途。丁磊曾表示，网易
云音乐准备了充足资金，并愿意以最大的诚
意，与版权方开展公平开放的合作，共同建设
网易云音乐财务数据
良好健康的音乐市场。不过，网易云音乐相关
人士并未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会将多少募资
（单位：亿元）
48.96
额花在版权采买上。
总营收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网易云音乐的版
权采买在持续推进，比如近期采买了摩登天
空、英皇娱乐、中唱集团的版权，完成了与华
纳音乐的版权协议，最新的消息是，风华秋实
23.18
的版权已经回归网易云音乐，
包括黑豹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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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用户并不买账，在“网易云音乐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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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2日挂牌上市”的热搜下留言“多搞点
46.4% 在线音乐营收
23.4% 在线音乐营收
在线音乐营收
版权”“没有周杰伦的歌，所以再喜欢网易云
53.6%
89.4%
2020年
2019年 76.6%
音乐也只能在别的App上买会员”。
另一方面，网易云音乐需要解决的还有
流量问题。近两年，网易云音乐已经开始与外
部平台合作，到更多生态里挖掘流量。据不完
线音乐营收占比50.4%，社交娱乐服务和其他 没有道理，这可以从用户数据中探个究竟。从 全统计，目前网易云音乐已经与芒果TV、优
营收占比49.6%。
2021年上半年每月付费用户维度来看，网易 酷视频、喜马拉雅、快看漫画、蜻蜓FM、
对比网易云音乐2018年、2019年、2020 云音乐社交娱乐服务49.6万人，低于在线音乐 KEPP、网易严选、网易邮箱等多个平台合作
年数据，在线音乐营收占比收缩、社交娱乐 服务的2613.4万人，但在月度ARPPU
（每付费 推出了会员“捆绑”销售服务。
服务和其他营收占比提高的趋势更加明显。 用户平均收入）维度，社交娱乐服务是526.5
但整个互联网流量红利已经见顶，各家
2018年和2019年，在线音乐是网易云音乐 元，在线音乐服务只有6.8元。
目前均受困于流量增长瓶颈，跨平台合作能
绝对 的 营 收大 头 ， 占 比 分 别 是 89.4%和
带来的增长相对有限。此外，抖音、快手等短
76.6%，到了2020年这两个板块的营收占比
商业化考验
视频平台也盯上了数字音乐市场，玩家间的
逐渐接近。
竞争越来越激烈。
社区一直都是网易云音乐强调的特色，
网易云音乐愈加倚重社交娱乐服务不是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冲刺IPO期间，曾遭遇紧急暂停的网易云音乐，终于历尽大半年时间，于2021年12月2日挂牌港交所。但好景不长，网易云
音乐开盘破发，开盘价205港元，收盘跌至199.9港元。根据最新招股书，2021年前三季度网易云音乐总营收51亿元，同比增长
52%，2021年上半年网易云音乐调整后净亏损5亿元，前三季度毛利率0.4%，同比转正，看起来网易云音乐亏损问题在改善。
但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大多不在乎网易云音乐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关注点仍在版权上，听不了周杰伦的歌这件事似乎成
了用户调侃网易云音乐的万能梗。按网易云音乐的计划，此次募资额的40%将被用来发展音乐社区，对于将花多少钱在版权
采买上，网易云音乐相关人士并未透露，不知网友心心念念的音乐版权何时能上架。

和递交招股书时不同，网易云音乐完成
上市并没有登上热搜，回归了低调风格。
在杭州的线下敲钟仪式上，正处知天命
之年的网易CEO丁磊，不仅与云端上两个虚
拟形象的“他”一起敲响了那面铜锣，在上市
发言中，他引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句话
勉励员工“好好吃一顿饭，忘记上市这件事”。
作为网易云音乐的资深用户及新任CEO，丁
磊直言：“非常开心，未来‘云村’要用创新拓
展音乐产业的更多可能性，继续打造有人情
味的音乐社区，并不断推动原创音乐、华语音
乐快速发展。”
对于网易云音乐的股价走势，文渊智库
创始人王超并不意外，他做出这个判断的理
由是：“现在资本市场比较谨慎，不像是去年
赴港二次上市那样开盘多是大涨。”
其实，通过网易云音乐的基石投资人也
11.48
能窥见资本市场的态度。根据最新招股书，
网易云音乐的三名基石投资人分别是网易
公司、索尼音乐娱乐及奥比斯投资管理有限
2018年
公司Orbis，其中网易公司认购2亿美元股
份，索尼音乐娱乐认购1亿美元股份，Orbis
认购5000万美元股份，合计认购3.5亿美元。
其中网易公司是网易云音乐控股股东，Orbis是网易集团最大的机构股东，索尼音乐娱 相册、广告服务和授权业获得，社交娱乐类服
乐和网易云音乐在今年5月达成全面版权合 务营收主要通过在线卡拉OK虚拟物品的销
作。拿王超的话说，“网易云音乐是自己出钱 售以及音频直播服务获得。
根据最新招股书，2021年前三季度网易
抬股价”。
云音乐总营收51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在
线音乐板块的营收从2
020年同期的18.5亿元
“另类”音乐生态
增至24.4亿元；社交娱乐及其他板块的营收从
从业务层面看，网易云音乐的营收来自 去年同期的15.2亿元增至26.7亿元，在线音乐
于在线音乐、社交娱乐及其他两个板块，在线 服务营收占比47.7%，社交娱乐服务和其他营
音乐服务营收主要通过会员订阅、销售数字 收占比52.3%。2021年上半年，网易云音乐在

系统被挤爆 是谁在抢故宫年票
故宫博物院年票情况
◆ 12月1日-31日期间发售
◆ 年票限售5万张
分为全价300元、半价150元两种
2022年当年有效
每人限购1张，每年限用10次
◆ 年票适用范围不包含珍宝馆、钟
表馆

故宫博物院年票“风波”
12.120：00
故宫2022年年票开售
12.122：19
故宫微博发布紧急停售公告
12.29：04
故宫微博发布恢复销售公告
12.211：30
2022年年票恢复销售

近年来，故宫吸引了许多“80后”“90
后”参观，他们中也有不少参与了此次抢票。
2022年故宫博物院年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游客的追捧。
从事文化工作的王女士就购买了去年的故
宫年票，她认为有了年票可以更方便去欣赏
12月2日午时，故宫博物院宣布年票恢复销售。而就在年票开售首日
故宫的景色，而且参观故宫展览也变得更加
的当晚，故宫博物院因短时间内购买年票人数过多，导致系统出现
方便。“年票会给我一种‘想去就去’的感觉，
技术故障，紧急停售。这对于故宫来说也可谓经历了一场抢票风波。
我甚至可以在故宫里工作。”王女士说道，她
身边有许多不同类型的人也跟着购买了年
300元一张的年票到底值不值？又是谁在抢故宫年票呢？随着疫情的
票，其中还不乏很多摄影爱好者以及对历史
变化影响，近年来形成的“博物馆热”是否也成为一种受追捧的休闲
文化有兴趣的人，甚至还有一些古装汉服的
旅游方式呢？
爱好者。
一位购买了故宫年票的摄影爱好者向
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故宫一年四季的景色
有效，每人限购1张，每年限用10次。年票适 都非常好看，包括近两年在朋友圈风靡的故
宫雪景。而对故宫的历史了解深入后，我和
用范围不包含珍宝馆、钟表馆。
系统一度瘫痪
与此同时，针对未成年人，故宫博物院 身边的人会对它不同季节的变化充满好奇，
故宫博物院的年票开售牵动着大批游 还决定在原6岁以下或身高1.2米以下儿童， 愿意用自己的镜头去记录它，而故宫年票对
客的心，而游客也用热情“回馈”了故宫博物 以及每周二统一预约的中小学生免费的基 我们来说更加便利了”。
近年来，随着故宫餐饮业、文创产品的
院的售票系统。
础上，试行所有开放日对未成年人免费开
12月2日上午，故宫博物院官微发布关 放。据悉，从2021年12月3日20时起，游客可 日渐丰富，也吸引了大批游客。“有一次中
于2022年故宫博物院年票恢复销售的公 通过故宫博物院售票网站、“故宫博物院观 秋节，我跟朋友特地进宫去吃月饼。我的朋
告。公告显示，经过排查修复，故宫博物院年 众服务”微信公众号预约2021年12月10日 友会为了买一个故宫盲盒、给日历盖一次
票销售系统已完成修复，对已经发现的网络 以后的未成年人免费门票，包含珍宝馆、钟 章而前往故宫。每个人对故宫的兴趣点不
同，前往一次后又会产生新的想法。所以大
攻击也加强了安全防范，年票销售将于12 表馆。
家愿意去抢票，也愿意一去再去。”王女士
月2日上午11时30分恢复销售。
说道。
今年退休的传统文化爱好者李女士表
实现“故宫自由”
而对于购买年票是否“值”，多数采访
示：
“本想在售票首日购买故宫年票，但系统
却瘫痪了，今天早上我听说又开卖了，就立
故宫年票一经推出异常火爆，究竟是哪 者表达了肯定的态度。王女士表示：“虽然
我的年票可能用不完，但一张年票可以有
刻打开手机抢票，这一次还挺顺利的。”
些人在购买呢？
然而，12月1日晚间，故宫博物院发布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购买故宫年票的 10次使用机会，折合下来平均一次只需要
公告表示，因短时间内购买故宫年票观众数 顾客来自不同的年龄层，既有喜欢参观的中 30块钱，比起普通60元的门票已经便宜了
一半。而且拥有年票后，我可以在抢票比较
量过多，超出故宫博物院年票销售系统的承 老年人，也有喜欢拍照打卡的年轻人。
载能力，导致年票销售系统出现技术故障，
退休前，李女士一直对故宫抱有很 困难的时段进入故宫，就不需要专门再去抢
2022年年票紧急停售。由此可见，广大游客 大兴趣，但由于工作原因，抽不出时间 票了。”
对于故宫博物院的热情十分高涨。
去故宫游玩，而节假日李女士又常常难
据了解，2022年故宫博物院年票在12 以约到门票，“ 现在有了年票，退休后终
博物馆也有粉丝
月1日-31日期间发售。年票限售5万张，分 于可以实现‘故宫自由’了。”李女士欣慰
近年来因为受疫情变化的影响，不少游
为全价300元、半价150元两种，2022年当年 地表示。

客的活动半径逐渐从跨省游、长途游转变为
周边游、本地游，而挖掘博物馆文化资源就
成为了大家所青睐的一种出游方式。
据携程发布的2021年上半年文博游大
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通过携程平台预
订博物馆门票的游客人次，相比2019年上
半年增长75%；亲子家庭预订博物馆的票量
相比2019年同期增长21%。
不仅游客的数量在持续增长，旅游企业
也在不断挖掘博物馆方面的资源。此前，携
程还精选了50余家博物馆并推出博物馆线
—“博物馆奇妙旅行”活动。通过
上之旅——
寻宝之旅、文明记忆、文化传承、舌尖博物
馆、印象之美博物馆、奇葩博物馆、我与博物
馆的故事七大主题，多方位解读各类宝藏博
物馆。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
产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认为，近年来风靡
的“博物馆热”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于精神
文化的需求正在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前
往博物馆参观。其中，故宫年轻化的营销方
式吸引了许多年轻的游客，使他们成为了故
宫的“粉丝”。
吴丽云还表示，故宫基于新媒体平台
的营销手段也是使其大火的原因之一。年
轻的消费群体有着更高频的消费需求，同
时他们也喜欢这种时尚且有文化底蕴的
博物馆。
同时，“博物馆热”也与博物馆日益丰富
的营销手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吴丽云还
谈道：“博物馆的火爆仍旧依托于自身的文
化和文物资源。但在此基础上，各博物馆可
以通过合作、产品推销等让优质的资源得
到更好的呈现。”还有业内人士提出，其实
故宫的火爆对于其他博物馆来说也具有启
示意义。
北京商报记者 关子辰 吴其芸
实习记者 张怡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