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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招瞄准直播+出海 好未来探索转型路

《闪耀暖暖》如何走出“舒适圈”

伴随酷暑，女性向游戏市场也在持续升温。8月3日，3D换装手游《闪

耀暖暖》三周年庆典上线，在三年间累计收获上千万用户的成绩，也证

明了这款游戏在同类产品中的领先地位。从最初的不温不火发展至今，

女性向游戏的营收成绩已经能与诸多头部游戏同台竞技，但在迎来发

展机遇的同时，赛道内的竞争也逐渐加剧，游戏大厂接连布局，小厂也

紧抓机会频繁上新，女性向游戏市场正在由拼量向提质转化。此种境遇

之下，背靠“暖暖”这一十年老IP的《闪耀暖暖》与开发商芜湖叠纸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叠纸游戏”）要如何破局？

提升原材料供应
道道全寻业绩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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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靠十年老IP

《闪耀暖暖》能站在国产女性向游戏前排，

离不开背后的十年老IP持续赋能。

“暖暖”系列的初代作品上线距今已近十

年，期间叠纸游戏所创造的主人公暖暖在剧情

中陪伴玩家走过许多旅程，也因此积累了一批

规模忠实玩家。游戏评论员张旭认为，在内容

方面，“暖暖”IP下的历代作品无论玩法与视觉

效果如何变化，都能保持原有故事内核，因此

不断深化IP在玩家心中的影响力，从而延长了

游戏的生命周期。

IP之于游戏的重要性也正在被更多游戏

厂商看到。《2021年7-9月移动游戏报告》显

示，《哈利波特：魔法觉醒》以首月流水预估超

过11亿元超越同期多部游戏新作，这离不开

背后的超级IP“哈利波特”与庞大的“哈迷”群

体贡献首发热度；而《王者荣耀》的每一位“英

雄”背后，也都有大众熟知的中国神话或历史

故事支撑。

不了解女性反成优势

叠纸游戏创始人姚润昊曾在此前采访中

坦言：“我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了解女性用户，

甚至觉得自己不了解女性用户。”正因为这份

“不了解”，叠纸游戏抛开对用户的惯性思维，

转而专注创作本身。

张旭认为，女性游戏用户的需求，很多时

候被简单定义成了粉色的世界和梦幻的情

感，但她们的本质也是玩家，内容、玩法、技术

创新这些衡量游戏产品的因素也会影响她们

的选择。

“行业里会觉得我们是一个纯女性向游戏

的公司，其实从叠纸的角度来看，我们并不希

望被简单地定义为女性向的游戏公司。我们把

自己定义为一家创作公司，我们所处的赛道可

称之为‘内容赛道’，而不是仅仅归结为女性或

男性的赛道。”叠纸游戏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叠纸的几款游戏能被市场所接纳，被玩家所喜

爱的关键是创作能力，这也是他们的核心竞争

力所在。

联名活动不停歇

在不断更新游戏剧情，推出创新玩法之

外，叠纸游戏也在铺展“暖暖”IP在游戏之外的

布局。

《闪耀暖暖》依托换装游戏特性，在服饰领

域做文章，积极拓展实体服装业务，将游戏中

的道具变为现实服饰，推出暖暖系列游戏原创

少女服饰品牌“十二月暖暖”，并与Teenie

Weenie合作推出联名服装。系列周边产品也

在淘宝自营店不断档上新，角色手办销量已破

千件。

与此同时，联名活动也不断铺展，据

《闪耀暖暖》官方微博，该作曾与国家京剧

院、南京云锦研究所等文化机构展开联名，

而此次周年庆活动还将上线与山东博物馆

的联动服饰。

在联动活动的选择上，叠纸游戏有明确的

定位，据介绍，“暖暖”系列游戏与文化机构展

开联动合作，旨在用游戏传播传统文化之美。

同时，这也将是叠纸游戏长期坚持的方向和发

展IP的目的手段。

赛道趋热 破局路在何方

与三年前相比，如今的女性向游戏市场

变了模样，叠纸游戏也早已不是一枝独秀。

随着女性向游戏渐渐展现潜力，众多头部游

戏大厂开始布局，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

计，腾讯、网易、米哈游、完美世界等已有同

类产品上线。此外，许多中部游戏公司与独

立游戏工作室也开始产出女性向游戏。

据叠纸游戏，《闪耀暖暖》已累计上千万用

户。另据七麦数据，这款游戏iPhone端近30日

的日均收入为21427美元，这一成绩在诸多女

性向游戏收入中排名靠前，也超越了竞技类、

卡牌类等诸多游戏。

但三年后，曾在发行当日登顶AppStore

下载榜首的《闪耀暖暖》，目前已从AppStore

免费游戏榜前十名中离席，虽然收获了相对稳

定的用户群体，也有不错的营收成绩，但也难

逃竞争赛道拥挤的冲击。女性向游戏的市场繁

荣对于叠纸游戏，既是机遇，也意味着更多挑

战将来袭。

游戏行业分析师卫明野表示，所有游

戏产品都有一定生命周期，既有IP能为作

品带来启动流量，但用户留存问题需要靠

游戏品质解决，如何让游戏内容为玩家生

活增添快乐，创作出优秀内容才是厂商需

要深耕的。

北京商报记者郑蕊韩昕媛

增设直播运营等校招岗位

转型中的好未来，又在招聘上有了新动

作。据其官方微信公众号显示，好未来于8月

正式启动2023校园招聘，面向应届毕业生开

放技术、师资、创意运营等多个类别岗位，其

中，师资类岗位分布在马来西亚、澳大利亚、

加拿大等多个海外地区。和此前校招不同的

是，直播运营、短视频编导等岗位也出现在校

招范畴内。

根据时间安排，好未来2023校园招聘共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8月开启，以技术

研发、产品设计等岗位为主，应届毕业生可在

线投递简历；第二阶段则在9月开启，开放包

括师资教研（海外业务）、内容编辑等在内的

多个岗位，并启动校园宣讲会。

从好未来此次校招的整体岗位设置来

看，最吸引人眼球的莫过于直播和海外教研

岗位，而上述岗位或许也预示了好未来的最

新转型方向。自“东方甄选”直播间6月爆火

后，外界对教育行业转型直播有了新预期。同

时，好未来也在探索通过拓展海外市场来发

挥自身的教研优势。为了解好未来关于此次

校招的更多战略考量和公司发展规划，北京

商报记者尝试联系好未来方面相关负责人，

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单季度收入大幅下滑

前置的招聘可一窥好未来的转型意

图，最新财报则更能体现好未来目前的转

型近况。

好未来披露的最新季度财报显示，在截

至2022年5月31日的3个月内，好未来净收入

2.24亿美元，大幅下滑83.8%；与此同时，好未

来的运营成本及支出同比减少82.8%，成本管

控加强。由此，在盈利表现上，报告期内归属

于好未来的净亏损为4380万美元，上年同期

为净亏损1.021亿美元，亏损幅度收缩57.1%，

已有所改善。

收入下滑、亏损收窄，好未来仍处于业务

收缩、转型求变的阵痛中。除了本次校招显现

出的端倪，好未来曾于今年3月披露转型规

划，称将探索智能硬件和生命科学领域。

而从好未来已有转型动作来看，ToB

业务和海外业务曾被其重点提及。具体而

言，2021年底，好未来升级推出面向B端市

场的品牌美校，为教育行业提供直播、教

研、AI系统解决方案。在海外市场方面，好

未来已先后在美国、英国、新加坡设立海外

分校。

此外，好未来也将生命科学作为转型

方向之一，并和多所高校达成协议，合作

探索脑科学领域研究。据好未来2022校招

官网显示，脑科学等相关岗位也已面向应届

生开放。

转型再寻好未来

作为行业内的教培巨头之一，好未来的

转型一直备受关注。多鲸资本合伙人葛文伟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好未来来说，教育科技

和教研能力是他们在业内的优势所在。

公开信息显示，好未来在今年曾表态将

转向科技服务、智能硬件以及生命科学等非

教育品类。并表示好未来不再只是一家教育

公司，而是一家科技公司。

而在葛文伟看来，好未来的转型不会完

全跳出教育理念。“比较之下，好未来目前在

海外业务的布局已经比较成熟，也取得了不

错的成效。所以海外业务将是好未来在教育

板块布局重点的重点。”

“好未来在教育科技上的投入和取得的

成果，要远高于互联网教育公司；并且在海外

华人群体中，好未来旗下的学而思品牌也有

着比较高的认可度；但直播目前来看只是一

个尝试性动作。”葛文伟强调。

无论是多条腿走路还是专注核心业务，

可预见的是，好未来还将在业务转型上探索。

如何将优势发挥最大化，提升业务效率，或将

是他们寻找新的“好未来”要走的路。

北京商报记者赵博宇

教培机构的转型动向，已开始

在招聘前端显露。8月3日，据好未来

官方微信公众号显示，好未来于8月

正式启动2023校招。和以往不同的

是，今年好未来在校招中增设海外

教研及直播类岗位，或预示其将在

教育出海及直播业务上发力。此前

好未来就曾透露转型方向，称将对

智能硬件和生命科学领域进行探

索。而据好未来最新披露的季度财

报显示，2023财年一季度，好未来的

净收入同比大幅下滑。如何应对教

育业务大幅缩水带来的影响，好未

来仍在转型寻未来的路上。

北京商报讯（记者 王晓）先提价再投

产，道道全超亿元亏损额靠谁补？8月3日，

道道全发布公告称，全资子公司道道全粮

油（茂名）有限公司所承担建设的“茂名食

用油加工项目”于近日正式投产。

该项目的投产对于道道全来说，既可

以扩大生产规模，还可以提升对原材料供

应的掌控能力。“该项目的投产将进一步

扩大公司生产经营规模，在完善公司产

品与产能布局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公司

对原材料供应的掌控能力，对公司未来

的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道道全在

公告中称。

道道全之所以如此重视对上游供应

链的把控，是因为原料价格上涨正成为其

业绩连年亏损的主因之一。财报显示，

2021年道道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亏损1.92亿元，2020年同期亏损为

7649.91万元；2022年半年报预告显示，预

计道道全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亏损2900万-43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亏损1.01亿-1.52亿元。

无一例外，道道全在解释上述亏损原

因时，都会提到“原材料价格上涨”。道道

全在2020年和2021年财报预告中分别表

示，“因原材料价格增长明显，公司的生产

经营成本高于去年同期”“利润总额及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下降主要是

因为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过快”。

在最新半年报预告中，道道全除了提

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对业绩产生影响外，还

表示，“公司虽然已上调了产品销售价格，

但因价格调整的滞后及调整幅度的因素

影响，导致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大幅下

降”。据西南证券研报，2020年3月和8月

底，公司相继两次提价，提价幅度在15%

左右。虽然已采取提价措施，但道道全毛

利率仍在逐年降低。2018-2021年，道道

全销售毛利率分别为12.48%、9.18%、

7.23%和1.63%。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包括棕

榈油、大豆油、葵花籽油等在内的多种植

物油的价格在2021年较2020年水平上

涨了65.8%。此外，根据wind数据，豆油

平均价格已由2月24日的1.14万元/ 吨涨

至3月4日的1.2万元/吨，涨幅约5.26%；菜

油由1.33万元/吨涨至1.41万元/吨，涨幅

约6.02%；棕榈油由1.28万元/吨涨至1.4万

元/吨，涨幅约9.38%。

在广科咨询首席策略师沈萌看来，道

道全业绩连年亏损主要是因为原材料成

本上涨、市场竞争激烈，而其提价幅度又

不足以完全转嫁成本与竞争压力，以至目

前仍未改变业绩亏损局面。当下道道全面

临较大压力，未来，道道全应以研发和创

新，改善成本结构与收益预期。

资料显示，道道全于2017年在深交所

上市，主要产品为包装食用植物油，包括

菜籽油、大豆油、玉米油、葵花油及其调和

油等植物油品种，其中以包装菜籽油类产

品为主。据悉，道道全在主推“小包装化”

的同时，也在推进细分化、高端化，并推出

了高油酸菜籽油、东方山茶油等产品。在4

月29日起开播的《向往的生活6》中，该公

司作为赞助商，其高油酸菜籽油将作为向

往的生活指定用油。

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

朱丹蓬表示，食用油加工项目投产或可

在一定程度上疏解原料成本压力，但

目前市场需求情景难测，扩产后如何

消化新增产能又成了摆在道道全面前

的新考题。

对于道道全未来计划如何消化该项

目产能，北京商报记者采访道道全，但截

至发稿未收到回复。不过在上述项目公告

中，道道全坦言，“该项目从正式投产到全

部达产释放产能仍需一定时间和过程，亦

有可能面临因市场需求环境变化、竞争加

剧等因素的影响，导致项目效益不如预期

等风险”。

（数据来源：好未来2023财年一季度财报）好未来2023财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

（截至2022年5月31日）

净收入2.24亿美元

上年同期净收入13.85亿美

元，同比下滑83.8%

经营亏损2830万美元

上年同期经营亏损1.269亿

美元，同比下降77.7%

归属于公司的净亏损

上年同期归属于公司的净亏

损为1.021亿美元

4380万美元

好未来2023届校园招聘岗位设置

技术类

师资类

创意运营类

◇图像算法工程师

◇Web前端开发工程师

◇测试开发工程师等

师资教研

（海外业务，覆盖马

来西亚、澳大利亚、

加拿大等地）

◇直播运营

◇短视频编导等（来源：好未来官方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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