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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05 月 27 日 

传媒行业 
 

直播带货已成趋势、MCN 流量模型加速人货场商业变现 

—— 广告营销 MCN 电商带货专题研究报告二 行业深度 

     
 MCN 处于产业链的枢纽位臵，变现模式以电商、广告和用户付费为主，

春节后直播带货依旧火爆，MCN 切入万亿级直播电商市场打开成长空间。 

MCN 行业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受通信技术、下沉市场和 Z 世代人群催化，

MCN 主体议价能力较高，根据艾媒咨询数据，直播电商市场空间近万亿级，

MCN 切入直播电商市场有望持续受益，2020 年春节后直播带货依旧火爆，

疫情增加了人们网上购物的时间和机会。我们重点测算电商模式、广告模式

和用户付费变现三个模式的市场空间，根据电商 GMV、广告粉丝用户价值

和直播打赏市场空间，结合 MCN 在各个市场中的分成比例，我们估算出电

商模式规模在 590 亿元，从购物转化率和渗透率角度来看均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具有可持续性；广告模式中 MCN 预估有 200 亿左右的规模，未来增长

可期；直播打赏是最成熟的变现方式，预计 MCN 从直播市场中分走 400 亿

元，未来两年 MCN 总体市场规模中性预计在 1190 亿元。 

 通过愿景娱乐、无忧传媒、热度传媒、古麦嘉禾和华星酷娱的案例分析，

我们总结出 MCN 的核心竞争力为内容制作能力、流量壁垒和供应链壁垒。  

我们深入梳理了五家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商业模式，通过这些头部 MCN 公

司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内容壁垒：专业内容制作能力，高质量促进高

转化效率。（2）流量壁垒：聚合流量，形成 IP 矩阵，实现粉丝沉淀和社群

开发。（3）供应链壁垒：供应链上下游资源决定了 MCN 变现天花板。 

 MCN 产业链有望在平台和行业扩张中持续性受益 

就目前产业的发展阶段来看，我们认为行业仍处于发展早期，整个产业链中

平台方受益较多，MCN 的价值最重要的在于引起整个产业链上内容创作和

变现方式的变化。同时，MCN/KOL 有望在行业扩张和平台扩张中持续受益，

未来 2-3 年有望持续高成长。从发展方向来看，我们认为：1、专业化和精

细化分工趋势下 MCN 机构与 KOL 相互依存度高，MCN 拓展垂直类内容；

2、技术催化产生新的 KOL 形态（KOL-Team 与虚拟 KOL）或将为 MCN 带

来新的增量空间；3、供应链和品牌方或将全面入局自建 MCN；4、MCN 和

KOL 融合新文创，开启多屏互动和多效合一时代；5、MCN 结合广电的内

容、资源、人才优势，助力媒体融合转型 6、MCN 加速内容全球化，进一步

打开变现空间。 

 投资建议：跳出 MCN , 把握新流量下人货场的投资机会 

维持看好 2020 传媒整体机会，把握 MCN 补充模型后的“明星/网红-内容/

版权-流量/流媒体平台-商业变现”的传媒互联网投资机会。 

直接受益于直播带货的公司：造星能力强开展大芒计划且有流量平台的芒果

超媒（300413.SZ）、具有供应链积累，发展直播带货的东方明珠（600637.SH）、

优质流量平台值得买（300785.SZ）、星期六、壹网壹创 、国联股份等； 

营销服务公司：率先完成 MCN 布局的元隆雅图（002878.SZ），携内容基因

和人才资源优势的中广天择（603721.SH），华扬联众、新文化、天下秀等； 

直播电商产业链及流量平台：阿里巴巴、拼多多、京东、抖音、快手、哔哩

哔哩、小红书等。 

 风险提示：竞争加剧、合规问题、产品质量、盈利下滑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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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公司财务及估值 

证券代码 股票名称 
市值 

（亿元） 
ROE 

EPS PE 

2019 2020E 2021E 2019 2020E 2021E 

300413.SZ 芒果超媒* 891.97 13.15 0.66 0.85 1.03 77.14 58.94 48.64 

603721.SH 中广天择* 30.89 3.84 0.15 0.35 0.42 159.64 67.89 56.57 

600637.SH 东方明珠* 302.87 6.06 0.60 0.61 0.67 14.82 14.54 13.24 

002878.SZ 元隆雅图* 43.50 15.18 0.89 1.27 1.64 37.87 26.28 20.35 

603825.SH 华扬联众 60.14 12.15 0.85 1.29 1.79 31.29 20.15 14.57 

600556.SH 天下秀 315.08 31.49 0.19 0.23 0.35 121.84 81.63 53.88 

300785.SZ 值得买 95.46 15.57 2.61 2.80 3.46 80.20 63.95 51.70 

002291.SZ 星期六 166.60 2.41 0.24 0.40 0.75 110.88 56.71 29.98 

002127.SZ 南极电商 470.60 24.28 0.49 0.62 0.79 39.02 30.73 24.15 

300792.SZ 壹网壹创 276.38 17.64 3.37 2.22 3.13 126.17 86.31 61.24 

资料来源：Wind，新时代证券研究所，（带*为新时代传媒行业覆盖标的，其余公司均采

用 wind 一致预期，市值为报告日市值,5 月 27 日收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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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件 

关键假设 

1、用户的变化：流媒体的普及红利仍在，去中心化的注意力，私域的流量经营； 

2、信用背书：商业模式完善从秀场和文娱到直播带货，扩展到全部商业交易； 

3、人设的变化：从人的角度来说，区别于明星，完善了草根的变现产业链条； 

4、人、货、场的变化之中，产业链打破时间、空间、人群、物品到整合一体的创

新模式，是一次产业的升级和更新，更是商业信息传播方式的一次商业革命。 

我们与市场的观点的差异 

1、通过愿景娱乐、无忧传媒、热度传媒、古麦嘉禾和华星酷娱的案例分析，

从一级市场和产业投资的视角，我们总结出 MCN 的核心竞争力为内容制作能力、

流量资源和供应链资源。 

2、我们认为 KOL 并不是网红未来的终极形态，网红达人与明星艺人存在很多

相同点，在互联网平台上，都可以理解为流量，结合现有的 AI 的技术和 5G 通信

技术，未来 KOL-Team 和虚拟网红很可能会减少 MCN 对超级头部的依赖程度。 

3、市场上部分投资者对 MCN 可持续性发展有所质疑，我们发现供应链方和

品牌方目前都在策划开展、投资或者说以挖人挖团队的方式去打造自己的 MCN 机

构。未来每一个大品牌主，依然会外部采买红人流量，会采买一些 KOL 端的资产，

但是核心流量资产一定会自己想办法通过投资和自建的方式去拥有打造，从而防止

竞争对手先行一步，把核心流量资产给抢走。 

4、直播带货考虑 GMV 流量时效性，内容品质流传和后续的转化。 

投资建议：跳出MCN , 把握新流量下人货场的投资机会 

维持看好 2020 传媒整体机会，把握 MCN 补充模型后的“明星/网红-内容/版

权-流量/流媒体平台-商业变现”的传媒互联网投资机会。 

直接受益于直播带货的公司：造星能力强开展大芒计划且有流量平台的芒果超

媒（300413.SZ）、具有供应链积累，发展直播带货的东方明珠（600637.SH）、优质

流量平台值得买（300785.SZ）、星期六、壹网壹创 、国联股份等； 

营销服务公司：率先完成 MCN 布局的元隆雅图（002878.SZ），携内容基因和

人才资源优势的中广天择（603721.SH），华扬联众、新文化、天下秀等； 

直播电商产业链及流量平台：阿里巴巴、拼多多、京东 、抖音、快手、哔哩

哔哩、小红书等。 

股价上涨的催化因素 

淘宝直播、腾讯、抖音、快手等流量平台进一步补贴直播带货、流量平台进一

步降低直播带货的门槛、直播带货品类进一步扩大，C2M（用户直连制造商）模式

优势显现，即产即销无库存的特点利好直播销售模式。综艺带货新模式打开新空间，

未来更多品牌可能会投放到直播带货形式。 

报告要点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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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广告营销MCN专题研究报告一《MCN进击KOL出圈，网络红人完善

流量平台产业价值链》中，我们提到：1、国内的MCN行业爆发式增长，市场规模

迅速超100亿，数量6500+家，囊括了90%的头部网络红人，长期看好MCN行业和直

播带货行业的发展。2、MCN较明星经纪公司，降低内容制作门槛，筛选和放大优

质内容，同时链接服务C端用户和B端电商，是流媒体和商家的业务中台和数据中

台。明星和网红在变现方式、培养周期等具有显著不同，网红经济的核心在于业务

流程和数据沉淀，借助流媒体平台已经呈现出数字化和智能化，并且呈现可延展性。

我们认为MCN的壁垒在于“高品质内容+流量聚合+供应链资源”。内容壁垒指专业

内容制作能力，高质量促进高转化效率；流量壁垒指聚合流量，形成IP 矩阵，实

现粉丝沉淀和社群开发。最后，我们指出MCN的价值最重要的在于引起整个产业

链上内容创作和变现方式的变化。3、5G时代MCN打开内容和营销领域天花板，加

速了流量和内容变现，拓展了内容、版权和平台的商业边界，草根IP变现已然走通

验证IP变现模型。 

本篇报告我们进一步论证了上述观点，同时进一步提到：1、MCN 处于整个

产业链的枢纽位臵，变现模式以电商、广告和用户付费为主，春节后直播带货依旧

火爆，MCN切入直播电商打开成长空间。我们重点测算电商模式、广告模式和用

户付费变现三个模式的市场空间，根据电商GMV、广告粉丝用户价值和直播打赏

市场空间，结合MCN在各个市场中的分成比例，我们估算出电商模式规模在590亿

元，从购物转化率和渗透率角度来看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具有可持续性；广告模

式中MCN预估有200亿左右的规模，未来增长可期；直播打赏作为最成熟的变现方

式，预计MCN从直播市场中分走400亿元，总体而言，未来两年MCN市场规模中性

预计在1190亿元。 

2、通过愿景娱乐、无忧传媒、热度传媒、古麦嘉禾和华星酷娱的案例分析，

我们总结出MCN的核心竞争力为内容制作能力、流量资源和供应链资源。我们深

入梳理了五家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商业模式，通过这些头部MCN公司研究，得出

以下结论：（1）内容壁垒：专业内容制作能力，高质量促进高转化效率。（2）流量

壁垒：聚合流量，形成IP矩阵，实现粉丝沉淀和社群开发。（3）供应链壁垒：供应

链上下游资源决定了MCN变现天花板。 

3、 MCN产业链有望在平台和行业扩张中持续性受益。就目前产业的发展阶

段来看，我们认为行业仍处于发展早期，整个产业链中平台方受益较多。同时，

MCN/KOL有望在行业扩张和平台扩张中持续受益，未来2-3年有望持续高成长。从

发展方向来看，我们认为：1、专业化和精细化分工趋势下MCN机构与KOL相互依

存度高，MCN拓展垂直类内容；2、技术催化产生新的KOL形态（KOL-Team与虚

拟KOL）或将为MCN带来新的增量空间；3、供应链和品牌方或将全面入局自建

MCN；4、MCN和KOL融合新文创，开启多屏互动和多效合一时代；5、MCN结合

广电的内容、资源、人才优势，助力媒体融合转型6、MCN加速内容全球化，进一

步打开变现空间。 

投资风险 

竞争加剧、合规问题、产品质量、盈利下滑等风险。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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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CN 切入直播电商打开成长空间，上市公司加速布局 

1.1、 MCN 受通信技术、下沉市场和 Z 世代人群催化 

目前，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电商平台均在加大对视频/直播电商的投入，

视频和电商产业链前景广阔，内容影响力势能将持续释放。2019 年 MCN 数量依旧

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各大互联网平台不断加大对视频和直播电商的投入，将驱动直

播电商持续释放商业红利，利好优质 MCN。  MCN 在中国爆发主要受以下三个方

面的催化作用，这也使得我国 MCN 相比于国外有着更强的生命力。 

1、 技术催化：借助通信技术革命，媒介的发展为 MCN 爆发的契机 

国内 MCN 的发展历史兴起于社交媒体微博的兴起，随后在短视频平台出现之

后得到快速发展。2012-2013 年向 4G 时代转型之时，伴随着微博这样的公共社交

媒体的出现，平台开始需要有 MCN 这样的业态帮助平台管理网红帐号和拓展新的

内容疆域。而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媒介依赖于通信技术的革命，未来 5G 时代我们

预测 MCN 的业态将会进一步拓展。 

2、 人群催化：下沉市场+z 世代人群展现潜力 

消费规模增速的放缓、互联网红利的收窄的背景下，曾不在舞台中心的下沉市

场小镇青年与 95 后年轻群体展现出新消费潜力，特殊的消费特征为 MCN 提供 C

端需求基础。 

下沉市场：人口规模庞大，有钱，有闲，更爱网文与短视频的小镇青年带来新

红利。根据阿里妈妈数据 2018-2019 年 3 月淘宝天猫新增年度活跃消费者超百分之

70 来自下沉市场，并且三线以下城市 77%的品类成交额增速、84%的品类成交人数

增速、61%的品类货单价增速超越一二线城市。下沉市场消费潜力巨大，且相较于

一二线城市，网红同款入手意愿更高。 

图1： 淘宝人群红利占比 

 

资料来源：阿里妈妈、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z 世代人群：逐渐成为线上消费主力，圈层中寻找自我认同，追随意见领袖，

购物形式种草化。 Z 世代移动用户数已经突破 3 亿，每月可支配收入高达 3501 元，

超 6 成的 95 后每天使用电商平台。随着 95 后逐渐成年并踏入工作职场，正在成为

更稳定的消费群体。根据 QuestMobile 数据显示，Z 世代在全体网民中占比约三成，

在 2017-2018 年之间，贡献了移动互联网近一半的增长。Z 世代逐渐成为线上消费

主力军正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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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Z 世代线上消费占比 

 

资料来源：Quest mobile、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追寻社群认同感的 Z 世代更偏好跟随 KOL 种草下单。Z 世代们购买的是 KOL

所代表着的生活与态度，并获得认同感（通过购买 KOL 推荐的商品能更好融入讨

论）。根据 QuestMobile，从月人均使用次数来看，移动购物 APP 中哔哩哔哩、小

红书的 Z 世代用户粘性最高，哔哩哔哩、小红书的模式是专注于建设社区，强化社

区属性并建立与电商平台的联系，基于 KOL 的购物笔记内容引导用户在哔哩哔哩、

小红书种草并到电商平台拔草的习惯。 

图3： 移动购物典型 APP 使用粘性 

 

资料来源：QuestMobile，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1.2、 MCN 处于整个直播电商产业链的枢纽位臵，变现模式丰富 

直播电商产业链由供应端、平台端和消费者构成。供应端主要包括商品供应方

(厂商、品牌商、经销商)及内容创作方(主播/MCN)；平台端包括电商平台(淘宝、

京东、拼多多、蘑菇街、快手电商等)和短视频直播平台(快手、抖音、淘宝直播等)。 

品牌方/厂商对接电商平台提供货源，对接 MCN 机构或主播，确定直播内容方案，

引入直播平台进行内容输出，最终引导消费者在电商平台实现变现转化。电商平台、

直播平台、MCN/直播为主要受益者，其收益一般来自按成交额的一定比例收取的

佣金。MCN 处于整个产业的中游，盈利点在于内容付费和广告费和流量传导。

MCN 降低内容制作门槛，筛选和放大优质内容，同时链接服务 C 端用户和 B 端电

商，是流媒体和商家的业务中台和数据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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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直播电商产业链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目前 MCN 的变现模式主要分为：广告变现、内容电商、用户付费和 IP 授权

4 种，各家 MCN 根据自身业务优势特点，走向了不同的变现渠道。 

1、 广告变现：最早的 MCN 变现方式 

广告变现在电商模式兴起之前是 MCN 行业最主要的变现手段，包括内容植入、

视频贴片、信息流广告等形式。其运作流程主要系广告主通过平台找到 MCN/博主，

随后形成视频曝光之后，在平台内部或者代理方内部成单结算。目前通行的模式为

商家在抖音星图、 快手“快接单”平台上提出需求，然后 MCN 和达人对接，在

支付一部分预算购买流量费用之后，余下部分作为网红自身的收入。 

表1： 广告变现模式代表 MCN 

序号 机构名称 代表 IP 

1 papitube Papi 酱、在下杨舒惠、Bigger 研究所、bibi 乐 

2 洋葱视频 办公室小野、代古拉 K、七舅脑爷、办公室小作 

3 大禹科技 毒角 SHOW、一禅小和尚、野食小哥、软软、拜托啦学妹 

4 蜂群文化 微博搞笑排行榜、留几手、豆瓣说 

资料来源：《2019 中国 MCN 行业研究白皮书》、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图5： 签约网红广告情况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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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商变现：随着视频平台兴起，逐渐发展成为 MCN 主流变现方式 

目前的电商变现模式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电商，MCN 红人在电商平台

创建个人网店，通过视频内容为网店导流，从而实现流量变现；另一类是平台电商，

平台自主搭建独立电商平台，通过平台影响力和图文推广内容为自身电商平台导流

并将流量变现。 

表2： 电商变现模式代表 MCN 

序号 机构名称 代表 IP 

1 微念科技 李子柒、nG 家的猫、香喷喷的小烤鸡 

2 美 One 李佳琦 

3 谦寻 薇娅、安安 anan、考拉二小姐 

4 如涵控股 张大奕、杨霞-Sunny、虫虫 Chonny、莉贝琳 

资料来源：《2019 中国 MCN 行业研究白皮书》、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3、用户付费变现：常规变现模式在新平台中的应用 

用户付费变现方式有三种方式，包括用户打赏、平台会员费和内容产品付费。

直播打赏和内容付费是之前有的变现方式在新媒介上的应用，商业逻辑已经成熟。 

表3： 用户付费模式代表 MCN 

序号 机构名称 代表 IP 

1 小象互娱 PDD、周二珂、韦神 GodV 

2 大鹅文化 韩跑跑、sky、浣熊君 

3 炫石互娱 旭旭宝宝、呆妹儿小霸王、大龙猫 

4 话社娱乐 大衣哥、风小筝、NONO 

资料来源：《2019 中国 MCN 行业研究白皮书》、、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4、IP 授权：依靠优质内容拓展出的变现方式 

MCN 同样作为内容生产者，其自身品牌和网红 IP 自然具有一定价值。IP 授权

是指版权方或者其代理商将 IP授权给客户使用，客户支付一定的版权费给版权方，

并根据授权方的指引在一定的范围内使用其 IP。 

越来越多的 MCN 重视 IP 授权的商业价值，以 MCN 机构“奇迹山”为例，该公

司旗下的“贫穷料理”与天丸新合作共同推出线下门店，从名称、装修风格、餐品研

发、品牌设计等层面和贫穷料理账号中呈现的内容保持高度一致，作为 IP 所有方

和授权方，贫穷料理将获得门店及此后加盟或连锁店每年一定比例的分红收益。 

表4： IP 变现代表 MCN 机构 

序号 机构名称 代表 IP 

1 十二栋文化 长草颜团子、制冷少女 

2 幕星社 old 先（924 万微博粉丝）；坛九（523 万微博粉丝） 

3 奇迹山 西木西木、贫穷料理、叮叮叮 

资料来源：《2019 中国 MCN 行业研究白皮书》、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1.3、 MCN 市场规模超千亿，电商和直播变现模式成熟，广告分成可期 

根据目前的行业发展态势，IP 变现是目前尚未形成流程化的变现模式，所以我

们重点测算电商模式、广告模式和用户付费变现三个模式的市场空间。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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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电商模式：产业链规模庞大，渗透率有待进一步提升 

根据艾瑞咨询数据，2019 年前两季度网络购物交易规模分别为 2.1 万亿元和

2.4 万亿元，根据 CNNIIC 第 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9 

年全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 10.63 万亿元，预计未来 1-2 年整体 GMV 也将保持 20%

左右的增速，依旧处于上升渠道。 

图6： 2017Q3-2019Q2 网络购物交易额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目前电商直播平台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电商平台，例如淘宝、拼多多，用

直播的形式给电商做赋能;丰富的货品和商家资源是此类平台的主要优势。第二种

是短视频内容平台，例如抖音、快手;达人资源丰富，流量大，策划能力强，通过

直播来做电商加码。第三种是社交平台，例如腾讯的看点直播，运作灵活，能够调

动私域流量。其中淘宝直播、抖音和快手拥有先发优势，我们重点对这三个平台进

行研究。 

（1）抖音、快手和淘宝直播各个平台的直播电商 GMV 测算 

抖音： 2018 年才正式接入直播， 而此前业务主要以秀场直播为主，带货业

务逐步在 2019 年成为战略重点， 当前部分供应商已经开始在抖音上跑通了带货的

商业模式，进入快速增长期，其头部供应商每日好货在抖音的 GMV 达到环比增长

40%-50%，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2019 年 7 月，抖音与淘宝签订了 70 亿的年

度框架协议，60 亿元广告，10 亿元佣金。电商部门签订 GMV 总目标是 400 亿规

模。考虑到抖音在 2020 年 1 月公布抖音日活已经超过了 4 亿人，相比 7 月增加了

8000 万日活持续高增长，2019 年电商 GMV 达到 400 亿是大概率事件。 

快手： 2017 年正式接入直播带货，而根据《2018 快手年度报告内容》，快手

在 2018 年平均每个卖货视频能够带来的收益高达 1068 元/个，通过快手带来直接

交易的商业用户比例高达 48%、快手交易额占到这些商户收入比例的 56%。2018

年好活接单日一天散打哥带货就超过了 1.6 亿元，而 2019 年快手&有赞直播电商节

GMV 同比增幅超过了 400%等等均揭示快手平台带货仍处于快速成长期。 

2020 年 2 月 21 日，快手大数据研究院发布《2019 快手内容报告》。报告显示

快手在 2020 年初 DAU 已突破 3 亿，实现了 2019 年立下的目标。而快手直播的日

活在 2019 年 12 月已经突破 1 亿人，我们认为快手在直播带货方面的势能还将持续

释放。据亿邦动力报道，2019 年一季度，辛巴及其团队累计带货 6.34 亿，第二季

度累计带货 6.98 亿，第三季度累计带货 7.68 亿，2019 年直播带货总 GMV 达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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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2019 带货 TOP1 辛巴在快手“116 购物节”带动的 GMV，与 2018 年双 11 薇

娅引导成交 3 亿销售额相差不大。考虑到导流到电商平台的部分，我们预计 2019

年宽口径下与淘宝直播 2018 年 GMV 相当，为 1000 亿左右。 

表5： 快手 2019 年“116 购物节”带货榜 

带货达人 粉丝数 销售额 

辛有志辛巴 818 3223.7 万 26899.60 万 

娃娃（每周一 6 点） 1329.6 万 12598.40 万 

芈姐在广州开服装店 165.5 万 8409.09 万 

葵儿 kuki 584.1 万 6309.35 万 

初瑞雪每周末 6 点 2232.7 万 4181.49 万 

资料来源：快手 APP、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淘宝直播： 2016 年淘宝直播正式开通，2016 年当年日活峰值已经达到了千万

级，而到 2018 年根据淘宝披露，淘宝直播 GMV 超过了 1000 亿元，增速高达 350%，

2019 年双十一的淘宝直播 GMV 近 200 亿元，带货一姐薇娅仅 2019 年双十一期间

的成交额已经达到了她 2018 年一整年的总额 27 亿，业绩爆发式增长。 

图7： 淘宝直播成交渗透率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2019 年淘宝直播生态发展趋势报告》、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图8： 淘宝直播带货规模 2019 年跨越式发展  图9： 淘宝直播日均观看用户 2019 年大幅增长 

 

 

 

资料来源：《2020 年淘宝直播新经济报告》、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2020 年淘宝直播新经济报告》、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从总体规模来看，考虑到淘宝预计 2021 年将实现直播带货 5000 亿的市场规

模，我们在目前阿里分配规则下，直接利好的是淘宝直播，未来淘宝直播在 2021

年有望实现 3000 亿左右的市场。总体而言，淘宝预计 2021 年直播电商的总体规模

约为 5000 亿，相比于预测的 10 万亿电商规模占比约为 5%。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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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带货效率来看，传统电商的购买转化率只有 0.37%，社交电商为 6%-7%，

顶级网红电商可以高达 20%左右，转化效率上会有质的飞跃，必将成为未来发展

的方向。 

从业态渗透率角度来看，考虑到 2019 年双十一淘宝直播的渗透率约 7.5%，空

间依旧广阔。 

表6： 三大主流平台带货 GMV 预测 

年度 淘宝直播 抖音 快手 合计 

2017 200 / / 200 

2018 1000 100 200 1200 

2021E 3000 700 1300 5000 

资料来源：淘宝、抖音、快手、新时代证券研究所预测 

（2）各大平台分成模式 

2019 年 5 月 6 日，淘宝联盟在其官方论坛发布“关于内容场景推广内容商品

库的通知”，通知中称，淘宝联盟针对内容场景推出高佣优选的内容商品库，即网

红达人在站外内容场景推广时只能选择内容商品库内商品进行推广，且可享受内容

场景渠道专享佣金率。这则公告发送之初，很多人不以为意，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6 月 20 日，淘宝联盟再次发布更新：网红达人在内容平台通过三方分成方式推广

的商品成交都需要扣除 6%的内容场景服务费，也就是说，带货党在快手、抖音等

内容平台上卖货，只要货品链接跳转到淘宝的商品交易，都会被收取这笔 6%费用,

再进行佣金分成。淘宝联盟这次新政对做淘系外的主播有影响，对内则没有。 

2019 年 8 月 22 日，淘宝联盟升级内容场景服务，旨在更好地服务站外达人、

网红、机构等推广者在站外内容场景的淘宝客推广。提升内容商品库丰富度，以服

务达人选品、提升商家在站外内容场景推广的参与度，是淘宝联盟 2019 年的重要

关注点之一。20%内容商品库佣金率门槛的设臵，就是基于该出发点而推出的。我

们也在时刻关注着该方案在各行业的落地，现根据每个行业不同的实际情况，对内

容商品库商品来源做如下调整,针对营销计划，原 20%内容商品库现根据不同类目

设臵不同佣金率门槛要求，内容招商类目的佣金率门槛要求与内容商品库保持一致。

9 月 2 日开始，会针对不符合以上入库标准的商品做清出处理，比如之前通过通用

佣金率符合要求入库的商品，之后只能通过营销计划符合以上要求才能入库。商家

根据入库标准（目前是 6%以上）设臵符合以上分类目佣金率要求的营销计划后即

可入库。 

在淘宝联盟的 CPS 结算框架下，商家、在达人、达人所属 MCN 机构以及内

容发布平台之间进行分配的流程如下表所示。 

以商品最终成交价格 100 元、佣金率 20%为例，淘宝联盟会首先收取 10%作为

技术服务费，另外实际上只有 14%的佣金按三方分成比例分成。而不同内容平台的

三方分成比例又不一样，比如抖音的分成比例是 10：1：89（淘宝联盟：抖音：淘

宝客），而根据快手电商 7 月 1 日发布的公告，针对淘宝联盟等三个渠道的商品，

快手将获得推广佣金（扣除淘宝联盟）的 50%。也就是说，快手的三方分成比例

为 10:45:45，意味着每单快手和淘宝客将平分 12.6 元的佣金，最终网红达人可以到

手的只有 6.3 元。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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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各平台分成比例 

利益方 分配规则 
淘宝直播 

金额（元） 

抖音 

金额（元） 

快手 

金额（元） 

商家 商品售价假设 100 100 100 

商家 支付推广佣金比例，假设 20% 20 20 20 

阿里（淘宝网） 
收取内容场景专项服务费 6%，阿里系内

部不收 
0 6 6 

  剩余可分配佣金 20 14 14 

  阿里妈妈：直播平台：MCN 分成比例 10 :20: 70 10: 1: 89 10: 45 :45 

阿里妈妈 收取技术服务费，佣金 10% 2 1.4 1.4 

直播内容平台   4 0.14 6.3 

MCN 后续要和主播分成 14 12.46 6.3 

资料来源：阿里巴巴、淘宝、抖音、快手、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我们考虑 MCN 切分的部分，根据淘宝联盟最新 CPS 规则，以佣金率 20%为

例，扣除 6%的技术服务费后的 14%进行分成，到达MCN机构的部分在淘宝直播、

抖音平台和快手平台上的分成比例为 14%、12.46%和 6.3%，我们估测未来 2-3 年

属于 MCN 机构的市场空间约为 590 亿。 

 

1.3.2、 广告分成：百亿级市场规模，增量市场有待进一步挖掘 

MCN广告市场占比相对于传统广告还处于起步状态。根据易观数据显示，2019

年预计信息流广告规模将会达到 166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50%。 

图10： 2014-2020E 信息流广告规模 

 

资料来源：易观、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MCN 广告变现方面目前还是按单粉价格计价居多，我们以抖音和快手为例，

预测头肩腰达人的短视频广告报价区间。抖音星图是一分五左右，快接单是 0.8 分

到一分左右。具体来说，抖音 1000 万以上粉丝的达人会到两分，毕竟这部分很少，

比如美妆的李佳琪，其有 3000 万粉丝，他单条大约是 80 万左右的报价。美妆、剧

情和搞笑这些报价高一些，音乐、手工类卖相不太好的要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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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内容平台接单模式  图12： 接单平台——星图 

 

 

 

资料来源：《2020 内容创作发展趋势报告》、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2020 内容创作发展趋势报告》、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考虑 MCN切分的广告部分，由于主要是种草软广和内容植入，这种新形式对于

有些广告主来说还处于观望之中，所以我们认为在 MCN产业发展前期规模占比相对

其他广告形式不高，但是随着广告主对于 MCN内容广告认识的逐步加深，投放效果

立竿见影，参考信息流广告增速可期，未来市场规模大部分将来自广告主投放的增

量部分，另外存量部分将主要来效果广告和传统媒体广告，所以我们估计 2019年

MCN 广告市场规模约为 100亿元，未来 2-3年增速有望突破 50%，从而达到约 200

亿元的规模。 

1.3.3、 用户付费：打赏分成依旧是最稳定最成熟的变现方式 

根据艾瑞报告数据（统计限于纯直播 App），直播行业的规模在 2019 年突破

600 亿元，增速约为 29.8%，如果我们考虑到快手 App 的直播收入，则整体市场

规模或许将更大。  

图13： 2015-2020E 整体直播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直播打赏方面分成相对比较简单，一般平台与 MCN/主播分成比例为三七分成

到五五分成不等，具体依照主播热度来决定议价能力。平台给不同 MCN（公会）

的比例不同，一般而言，大公会拿到的分成会多一些，有一些返利等鼓励政策。例

如陌陌平台上，一般平台和 MCN（公会）都是“六四分”，即 MCN（公会）占比

40%。公会和主播通常是四六分，主播拿大头，有些公会为了吸引主播，会与其单

独商量提成比例。只收 20%至 30%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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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小葫芦上周数据显示，快手直播礼物排行甚至比斗鱼更高，我们估算快手

的打赏量总体不弱于头部直播软件斗鱼和虎牙，根据小葫芦数据显示，斗鱼 2019

年 Q1 单月营收约 5 亿，预估快手全年打赏规模为 60 亿左右。再加上其他小众平

台，我们认为整体直播打赏产业链市场将达 700 亿左右，根据艾瑞估算，未来两年

有望保持 15%左右的增速，总体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1000 亿 

图14： 小葫芦 2020 年 5 月 4 日-10 日礼物榜 

 

资料来源：小葫芦、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考虑到一般直播 MCN 分成比例为 40%左右，我们预计未来两年 MCN 的直播

市场空间约为 400 亿。 

- 

1.3.4、 总体市场规模未来有望达到 1190 多亿元 

总结以上我们可以测算出，MCN 主要变现方式的总体市场空间中性估计未来

2 年约 590+200+400=1190 亿的市场规模，并且考虑到未来两年直播带货和广告市

场增长势头依旧强劲，MCN 市场规模有望超预期。 

根据小葫芦最新发布的《2019 年 MCN 机构价值白皮书》中，截止 2019 年 12

月下旬，全网平台 MCN 机构已经突破 10 万+，行业规模达 3000 亿元，部分 MCN

机构单月流水突破 2 亿。 

根据易观之前的研究数据，2018 年中国网红收入总规模预计达到 1016 亿元。 

综合这 2 个数据，验证了我们中性估计的 1190 亿 MCN 市场规模数据。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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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2015 年-2018 年中国网红收入总规模 

 

资料来源：易观、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1.4、 一级市场 MCN 公司关注度高，融资火热  

中国 MCN 行业融资轮次覆盖 A 轮到 C 轮，2019 年以早期 A 轮次为主。MCN

行业机构尚处于成长期，拥内容优势和商业变现模式成熟的 MCN 已经获得资本逐

步认可，头部公司美 ONE 更是集聚了产业资本和头部基金。 

表8： 2019 年部分 MCN 公司融资情况 

名称 融资时间 融资轮次 融资金额 估值 投资方 

美 one 2017-03-01 A 轮 / / 

德同资本、新浪微

博基金(微创投)、

合鲸资本、时尚资

本、启峰资本 

灰斑马 2019-07-09 A 轮 2000 万 / WEcash 闪银资本 

五月美妆 2019-01-17 PreA 1000 万 / 
新途资本、大禹网

络 

小象互娱 2019-04-24 A+轮 1.25 亿 10 亿 腾讯投资、刘谋 

今日瑜伽 2019-08-26 天使轮 数百万人民币 / 
扬州软件园、无忧

传媒 

微念科技 2019-08-20 股权融资 / / 
弘帆天盛、琮碧秋

实 

洋葱集团 2018-01-01 A 轮 / / 微创投 

泰洋川禾 2019-03-25 战略投资 / / 字节跳动 

薇龙文化 2019-04-09 A 轮 / / / 

大鹅文化 2019-11-07 A+轮 / 10 亿 腾讯 TOPIC 基金 

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IT 桔子、企查查、新时代证券研究所整理 

1.5、 各大平台扶持直播带货，行业协会出手引导 MCN 产业发展 

各平台不断加码直播电商，直播电商行业愈发热闹。2020 年刚拉开帷幕，各

平台就已经纷纷蓄力启航。抖音、快手、B 站等视频平台对直播业务空前重视，不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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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扩展直播内容边界，推进直播业务破圈。直播+电商，进一步从农货，延展到车、

房、教育等场景。电商平台在疫情期间加大对直播的支持力度，降低入驻门槛，为

商家提供技术帮助，为滞销农产品直播、云卖车、云卖房、实体店直播卖货提供解

决方案。 

表9： 春节前后各大平台加码直播电商情况 

平台 近期相关动作 

淘宝直播 

阿里巴巴在 2020年 2月 10日发布了《告商家书》，宣布推出 20项措施帮助中小企业，其中提到：“全国所有线下

商家均可以零门槛免费入驻淘宝直播，并免费使用运营工具。”2020年 2月 11日，淘宝直播进一步宣布：全国所有

线下商家全部可以零门槛、免费入驻，免费使用运营工具。由此，众多线下商家都可以立即开播，在网上恢复营业。

同时，线下商家的员工也能一键免费注册成为淘宝直播，在线复工。线下商家开播条件：零门槛，一键入驻。 

蘑菇街 

2020年 2月 3日蘑菇街针对各大品牌商家推出了“全程服务、佣金双免、无保证金、无须入住”等多项优惠举措，以

期帮助商家提振销售，尽快渡过疫情带来的危机。主播小店招募要求： 1.开通蘑菇街直播权限 。2.有稳定货源 3.

有电商平台运营经验者优先入驻。 

拼多多 
2020年 1月 19日，拼多多方面宣布“多多直播”正式上线。据官方介绍，多多直播是拼多多开放给有带货能力或潜

力的合作方的营销工具，以提升合作方用户粘性和流量转化效率。 

腾讯看点直播 

2019年 12月，腾讯看点直播宣布推出“引力播”计划。希望在 2020年内助力微信平台上 10万商家更好地获取用户、

完成商业变现，并计划扶持超过 1000家商家通过直播电商模式突破 1000万的年成交额。看点直播以一款信息流小程

序的形态面向大众，它最大的落脚点是微信。私域流量是其最明显的优势之一。 

抖音 
自 2020年 1月起，抖音对“带购物车视频”发布的频次做出了调整，以粉丝量决定权限大小。于此同时，抖音也在

一步步降低开通购物车门槛。从一开始的 8000粉丝为下限，到如今 1000粉丝、发布视频内容超过 10条就能开通。 

快手 

疫情期间，快手发起帮助商户度过疫情影响期的“暖春计划”。计划包括零门槛入驻快手小店、保证金和企业认证服

务全免、火速认证、流量助推、免费培训等内容。个人开播条件：1.实名认证，已满 18岁。2.绑定手机号。3.注册

时间>7天、发布公开作品≥1个、粉丝数>6个。4.作品违规率未超标。5.连续观看视频 7天，每天至少 1分钟。 

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网易新闻、新时代证券研究所整理 

2020 年 2 月受疫情影响，淘宝直播商家获得的订单总量，平均每周都以 20%

的速度增长，成交金额比 2019 年翻倍。自 2 月初淘宝直播宣布 0 门槛入驻以来， 1

个月内有 100 多种职业转战淘宝直播间，21 位明星来开“云演唱会”、1 天之内 1

万农民开播卖菜。这说明人群对直播形式十分认可，人群深度参与其中，行业潜力

巨大。 

图16： 淘宝 2 月新开播的商家环比翻 7 倍 

 

资料来源：淘宝，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春节过后，头部带货主播李佳琦和薇娅相继复工，1 月 31 日薇娅首播，2 月 5

日李佳琦也重开直播。作为头部电商主播，李佳琦开播受到了广泛关注，还多次登

上微博热搜。但是相比此前的日播，李佳琦在直播频率上大幅下降，在 2 月 20 日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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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仅直播了 5 次。相比李佳琦，年后薇娅在直播频率与平时无异。从 2 月 6 号开

始，两位主播的观看人数就恢复到春节前的水平，2.24 李佳琦和薇娅淘宝直播间观

看人数均超过了 3000 万，比肩双十一观看人数。可以看到直播电商并没有受到疫

情较大的影响，疫情反而增加了人们网上购物的时间和机会，如 2002 非典刺激电

商的爆发，本次疫情也正在加速人们对直播带货的依赖程度，直播带货大众化或许

指日可期。   

直播带货公益行动支援湖北。4 月 1 日罗永浩抖音直播累计观看人数超过 4800

万人，总交易额超 1.1 亿元，总销售商品超 91 万件。4 月 10 日罗永浩直播活动中，

湖北产的橙子将以 1 分钱 5 斤的包邮价格出售，还卖湖北知名企业生产的好东西。

4 月 6 日晚，央视新闻“谢谢你为湖北拼单”公益行动首场带货直播开启，央视主

播朱广权与网红主播李佳琦“连麦”，隔空合作，力推湖北美食。此次直播共吸引

1091 万人观看，累计观看次数达 1.22 亿，直播间点赞 1.6 亿，两小时内累计销售

额 4014 万元。 

图17： 罗永浩带货湖北橙子为湖北加油  图18： 小朱配琦公益行动首场带货 

 

 

 

资料来源：抖音、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腾讯视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上海成立 MCN 专业委员会，规范 MCN 行业持续健康发展。5 月 15 日，上海

市网络视听行业协会宣布成立 MCN（multi-channel network，多频道网络）专业委

员会。上海市 MCN 专业委员会联合发起单位包括慈文传媒及哔哩哔哩、小红书、

拼多多、新文化、趣头条、冠勇科技、盟眺（微盟）等 28 家企业，覆盖 MCN 行

业上下游全产业链条，引导规范 MCN 行业健康发展。 

2、 从产业投资看典型 MCN 商业模式、IP 矩阵和发展趋势 

根据小葫芦的报告《2019 年 mcn 机构价值白皮书》，抖音 MCN 机构综合估值

TOP30 机构主要有下表所示，其中靠前的主要是综合型 MCN，基本覆盖了直播、

短视频、电商和广告布局，垂直领域的头部 MCN，如广电系的湖南娱乐和游戏领

域的 MCN 大鹅文化也占有一席之地。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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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小葫芦抖音 MCN 机构综合估值 top1-15  图20： 小葫芦抖音 MCN 机构综合估值 top 16-30 

 

 

 

资料来源：《2019 年 mcn 机构价值白皮书》、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2019 年 mcn 机构价值白皮书》、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我们选取了愿景娱乐、无忧传媒、热度传媒、古麦嘉禾和华星酷娱五家公司进

行案例分析，从而总结出 MCN 的商业模式、变现方式和应该具备的核心竞争力。 

表10： 5 家典型 MCN 公司情况 

公司 旗下主要 KOL 布局 竞争优势 

愿景

娱乐 

王北车、严谨、表哥（覃进展）、疯狂小

杨哥、PUNK_朋克、娱乐现场（怀旧专场）、

好好昊先生、李予诺、China伍哥、第五

人格琼凉（治愈系）、可乐君（游戏解说） 

以视频为核心，短视

频、电商、直播、游

戏、广告五位一体 

1、依托愿景娱乐线上和万达传媒线下的行业及资源优

势。 

2、团队优势明显，拥有成熟的网红孵化方案以及大量的

商业转化渠道。 

3、流量优势明显。目前愿景后台签约主播数量有 10万

多人。 

无忧

传媒 

1、网红：王思亿、卢伟阿、边明宇、韩

志恒 boy、是刘泽毓丫、魏大顺 WAS、sunny

是个小太阳_、赵囍 zx 

2、艺人：王子祯-Jiao、吴瑞淞 Ricksong、

何明翰、张皓然 

广告、直播、短视频、

电商，其他领域包括

模特、艺术、影视、

音乐等 

1、在直播领域起步时间早，先发优势明显。 

2、品牌类客户资源较多，已与超过 500个知名品牌和机

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如：天猫、支付宝、华为、小米、

北汽、斯柯达、舒蕾等著名品牌。 

古麦

嘉禾 

他是子豪，名侦探小宇，逆袭哆哆，破产

姐弟，顾城，喵小兔，职场老思，第一秘

书，时光出租车，灵魂当铺 

广告、直播、电商、

知识付费 

1、深耕内容，持续打造爆款。流量精细化运营，平衡兼

顾新老账号。 

2、品牌广告主资源丰富，已与多个知名品牌和机构建立

了长期合作。如：天猫、支付宝、华为、小米、海尔、

海信、京东、肯德基等著名品牌。 

热度

传媒 

花一村、王逗逗、猫七、安妮婷婷、Panadol

雅哥、尘世美、高压郭、海哥说车 

广告、直播、电商、

娱乐演艺 

1、红人矩阵强大，覆盖时尚、美妆、生活、剧情、音乐、

情感、电竞、汽车等十余领域。 

2、全面布局红人音乐数字版权发行、音乐直播演艺、线

下音乐活动、直播综娱、院线电影等业务，逐步向明星

经纪业态发展。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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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星

酷娱 

吴佳煜、乔万旭、柯铭、闵静、曲一婷、

车老湿、陈采尼、圆肥白 

广告、直播、电商、

艺人经纪 

华星酷娱的创始人及核心成员均来自国内“粉丝经济第

一股”华谊创星。早前沉淀出的资源优势和经纪能力为

他们延伸出了一条很难被复制的变现路，即为优质的艺

人达人经纪赋能 

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整理 

2.1、 愿景娱乐：布局直播+短视频+电商+游戏+广告，联手万达传媒 

2.1.1、 愿景娱乐是业内多领域第一的头部 MCN 机构 

愿景娱乐是业内多领域第一的头部 MCN 机构。愿景娱乐成立于 2012 年，是

一家以互动媒体设计为主体的团队，作为国内领先的多媒体展示服务机构，致力于

达人孵化。公司成立至今，在网红孵化上已经处于国内领先的地位。愿景娱乐的主

要业务有微电影拍摄、网络短片、电视广告、大型晚会以及影视后期制作。公司服

务于字节跳动、哔哩哔哩、小红书等多家内容分发平台，是抖音平台直播、游戏、

电商三线业务第一机构。拥有签约全品类 IP 红人超十万人，覆盖服装、美妆、剧

情、搞笑等多类目短视频内容。 

图21： 愿景娱乐属于头部 MCN 

 

资料来源：研究协会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愿景娱乐第一大股东为张哲坚，持股比例为 60.00%，第二大股东为王金昕，

持股比例为 40.00%。 

表11： 愿景娱乐控股股东 

排名 股东名称 占总股本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 

1  张哲坚 60.00 600 

2  王金昕 40.00 400 

资料来源：企查查、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愿景娱乐对外投资愿景未来（上海）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00%，

愿景未来（上海）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愿景伟业（上海）娱乐发展有限公司 75.5%

的股权，愿景伟业（上海）娱乐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印特玛特（上海）传媒技术有限

公司 85%的股权。公司间接持有印特玛特（上海）传媒技术有限公司 64.18%的股

权。 

表12： 愿景娱乐控股企业 

排名 控股企业名称 投资比例(%) 

1  愿景未来（上海）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100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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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控股企业名称 投资比例(%) 

2  愿景伟业（上海）娱乐发展有限公司 75.5 

3 印特玛特（上海）传媒技术有限公司 64.18 

资料来源：企查查、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愿景娱乐是抖音第一公会。2018 年 4 月份，愿景正式入驻抖音。也是全中国

第一家入驻抖音的平台。公会短视频、电商、直播、游戏等多项业务上位列抖音第

一，被誉为“抖音第一公会”。 

图22： 愿景娱乐 2019 年连续获得抖音第一公会 

 

来源：今日网红的雪球原创专栏、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愿景娱乐流水倍数增长。2018 年 4 月份，愿景正式入驻抖音。在 2019 年 5 月，

愿景娱乐月流水正式破一个亿，同年 10 月，月流水破 2 亿人民币。迄今为止，愿

景娱乐的月流水是 2.5 亿元左右。愿景娱乐一直保持着抖音月流水第一。 

图23： 愿景娱乐发展回顾 

 

资料来源：Gamelook、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2.1.2、 愿景娱乐布局直播+短视频+电商+游戏+广告领域，联手万达传媒 

愿景娱乐是以视频为核心，短视频、电商、直播、游戏、广告五位一体的公会。

短视频上，公会 MCN 排名前三；电商上，公会在抖音排名第一；直播业务上，公

会长期位居抖音第一，旗下达人超过 10 万人；游戏上，公会每个月约有三千五百

万的游戏流水，抖音排名第一。广告修图上，公会目前在抖音排前十。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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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愿景娱乐发展现状 

 

资料来源：Gamelook、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1）直播 

愿景娱乐直播业务长期位居抖音第一，旗下达人超过 10 万人。公司拥有强大

的运营能力及孵化能力，对于达人直播形成了独家的理论体系，采用模块化运营方

式，能够让优质主播突破限制天花板，让 0 基础主播快速适应并不断成长，短短数

年，成长为中国直播行业领跑者，拥有“2019 年度抖音最具影响力机构”“小葫芦

2019年度全平台年度最具潜力商业价值机构奖”“今日网红全网年度第一游戏机构”

等多项殊荣。 

图25： 愿景娱乐年度巅峰赛荣誉主播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2）短视频 MCN 

愿景娱乐 MCN 业务在近年来快速发展。签约及孵化了包括朋克 punk、严谨、

王北车、表哥（覃进展）、大石桥联盟等众多达人在内的数百位优秀短视频创作者，

涵盖音乐、游戏、搞笑、生活方式、服装、萌宠、文化等垂直领域。作为愿景娱乐

业务版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依靠自身海量流量打造自媒体矩阵，为用户、达人、商

家提供全方位服务。凭借出众的表现，愿景娱乐 MCN 成为抖音前三的 MSN 机构

并荣获 2019 年度全平台年度十大最具影响力 MCN 机构。 

表13： 愿景娱乐短视频网络红人 

 姓名 介绍 

1 @王北车 

2017 年，正式加入隔路人乐队，并担任主唱；同年，参加芒果 TV 选秀娱乐节目《快乐男声》，

晋级云唱区前 100 强。2018 年，选择离开隔路人乐队单飞；7 月 10 日，推出首支个人单曲《陷

阱》，从而正式出道；8 月 19 日，获得亚洲新歌榜年度盛典年度最受欢迎社交媒体音乐人奖；

同年，出演个人首部电影《再见班花》。目前@王北车在抖音已经发布 101 个作品，获赞 3899.5

万，获得粉丝关注 787.1 万 

2 @严谨 
服装品牌创始人，经营着一家粉丝数高达 109 万的淘宝店。直播、广告、电商齐齐开花，月流

水近 700 万。目前@严谨在抖音已经发布 428 个作品，获赞 3575.8 万，获得粉丝关注 658.4 万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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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介绍 

3 @表哥（覃进展） 

主人公表哥是一位来自广西贵港公王村的草根网红，操着一口搞笑的广西口音成为了吸引粉丝

的一大利器，也让表哥在抖音捕获了大批地域性粉丝。在抖音中，表哥虽立足于搞笑领域，发

布的作品也多以幽默短剧为主，但他会适时地转换以往的滑稽形象变成一名深情演唱的歌手。

目前@表哥（覃进展）在抖音已经发布 211 个作品，获赞 1.0 亿，获得粉丝关注 1370.0 万 

4 @疯狂小杨哥 

“疯狂小杨哥”的主人公是一对双胞胎兄弟，视频内容主要以搞笑、整蛊为主。账号发布的作

品为兄弟间或情侣间的搞笑桥段，视频中的搞笑配乐与剧情搭配的恰到好处，为观众提供了沉

浸式的观看体验据观察。目前@疯狂小杨哥在抖音已经发布 103 个作品，获赞 1.9 亿，获得粉

丝关注 1972.3 万 

5 @PUNK_朋克 目前@PUNK_朋克在抖音已经发布 107 个作品，获赞 4918.0 万，获得粉丝关注 508.2 万 

6 @娱乐现场（怀旧专场） 
目前@娱乐现场（怀旧专场）在抖音已经发布 409 个作品，获赞 9680.7 万，获得粉丝关注 453.0

万 

7 @好好昊先生 目前@好好昊先生在抖音获赞 9191.1 万，获得粉丝关注 428.9 万 

8 @李予诺 

1996 年 9 月 21 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影视表演专业毕业，虽然不是名校毕业却很有表演天

赋。演出作品有《寄居者》《机车兄弟》《贴身卧底》《宅男爱上她》《奇葩追女仔》《电车

少女》等。目前@李予诺在抖音获赞 6108.7 万，获得粉丝关注 416.5 万 

9 @China 伍哥 目前@China 伍哥在抖音获赞 3005.1 万，获得粉丝关注 297.1 万 

10 @第五人格琼凉（治愈系） 
目前@第五人格琼凉（治愈系）在抖音已经发布 511 个作品，获赞 3303.7 万，获得粉丝关注 442.3

万 

11 @可乐君 游戏解说 目前@可乐君 游戏解说在抖音已经发布 589 个作品，获赞 3054.3 万，获得粉丝关注 407.2 万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图26： 愿景娱乐艺人王北车  图27： 愿景娱乐艺人严谨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今日网红、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3）电商 

愿景娱乐电商版块拥有完善供应链及管理服务，涉及服装、美妆、日用等多个

品类，多个签约电商达人及数百名辅助达人体系。在 2019 年 Q4 季度，愿景娱乐

成为抖音电商行业第一，围绕抖音、淘宝直播等，愿景电商全年直播及短视频转化

销售额达 3.2 亿，位居行业前列。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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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愿景娱乐电商达人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4）游戏 

公会在游戏上每个月约有三千五百万的游戏流水，抖音排名第一。公会主播“疯

狂小杨哥”在抖音上获赞 1.9 亿，粉丝 1972.3 万。“疯狂小杨哥”的主人公是一对

双胞胎兄弟，视频内容主要以搞笑、整蛊为主。账号发布的作品为兄弟间或情侣间

的搞笑桥段，其广告植入多为游戏内容。在视频中弟弟扮演一个爱打游戏的角色，

使其在广告推广的过程中能与人物本身较好地融合，促使其广告视频的互动数据能

保持在稳定的状态；另外公会还有“可乐君”等游戏解说，“可乐君”粉丝已突破

400 万。 

图29： 愿景娱乐主播“疯狂小杨哥”  图30： 愿景娱乐游戏类主播可乐君 

 

 

 

资料来源：抖音、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抖音、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5）广告 

愿景娱乐以多元化达人矩阵，特色的广告运营能力，成为抖音领先 MCN 广告

服务商。目前与包括华为、奔驰、珀莱雅、天猫、京东、拼多多、平安等超过 100

多家知名品牌长期合作，并不断拓宽广告合作领域，服务下沉市场，为中小发展企

业助力。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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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愿景娱乐合作案例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愿景娱乐有严谨、PUNK_朋克、王北车、表哥等多位多元化达人涉足广告合

作领域，广告达人矩阵丰富。 

图32： 愿景娱乐广告达人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愿景娱乐合作品牌涵盖网服、汽车、快消、美妆、时尚、影视等；历史服务品

牌超过 300 位。 

图33： 愿景娱乐合作品牌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愿景娱乐与万达传媒共同组建的合资公司——印特玛特 INTERTAINMART

近日正式成立。印特玛特未来将充分整合愿景与万达双方的优势资源，其中包括愿

景娱乐海量线上流量、头部网络达人矩阵以及万达集团线下优质的影院和商业场景、

影视剧 IP 等资源，共同打造业内首个线上 MCN 与线下商业场景融合的中国高端自

媒体经纪和商业机构。成立后，该机构将依托愿景娱乐和万达传媒的行业及资源优

势，孵化头部网络达人并深度挖掘其自媒体商业价值，与抖音、快手、哔哩哔哩、

小红书、微博、淘宝等顶级互联网平台合作，涵盖短视频、电商、直播、广告、游

戏五大业务版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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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愿景娱乐与万达传媒共同组建印特玛特 

 

资料来源：公司官方公众号、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印特玛特将依托愿景娱乐线上和万达传媒线下的行业及资源优势。在线上流量

上，拥有超过 10 万红人资源的愿景娱乐，已连续 20 个月获得抖音直播第一机构的

称号，同时也是抖音游戏和电商领域双料第一的顶级红人机构，近年来借新媒体风

口，已成长为覆盖直播、短视频、网红、游戏等多元化发展的综合性 MCN 机构，

在构建达人架构、积累粉丝群、丰富变现方式等方面在行业内有着强大的优势；而

在线下场景上，坐拥中国规模最大商业实景和最大院线传播资源的万达传媒已占领

先机，300 余座万达广场，近 1200 家影城媒体资源，年均客流超过 45 亿，依托万

达影视、骋亚影视，新媒诚品、万达体育和万达宝贝王的优质影视、体育和儿童类

IP 内容资源。为品牌营销和消费转化提供优质的内容土壤和商业场景。 

表14： 万达传媒、愿景未来和印特玛特介绍 

公司 介绍 

印特玛特 

印特玛特是中国高端自媒体经纪和商业机构，公司依托愿景娱乐和万达传媒的行业及资源优势，业务涵

盖短视频、电商、直播、广告、游戏五大版块。为国际和国内知名品牌提供全链条式业务合作，从品牌

广告、视频直播带货、联合品牌推广和销售，并逐步向全球进行拓展 

万达传媒 

万达集团旗下传媒公司，系上市公司万达电影全资子公司。独家经营全球最大院线的传媒资源和中国最

丰富的商业实景资源。万达传媒以电影为核心入口，资源横跨电影、儿童娱乐、商业、体育等业态，是

中国融合营销开创者，为品牌客户提供内容+场景的一站式营销解决方案 

愿景未来 

愿景娱乐是当前国内顶级移动端泛娱乐红人经纪机构，服务于字节跳动、哔哩哔哩、小红书等多家内容

分发平台，是抖音平台直播、游戏、电商三线业务第一机构。拥有签约全品类 IP 红人超十万人，覆盖

服装、美妆、剧情、搞笑等多类目短视频内容 

资料来源：公司官微、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在双方强势资源的加持下，印特玛特的服务边界得以空前扩大，不仅涵盖五大

线上业务版块，还可以联动丰富的万达线下场景资源，帮助品牌整合线上与线下的

营销传播。从新媒体内容创作、个人品牌孵化、商业品牌广告到线上直播和电商带

货，印特玛特将为国际和国内知名品牌、新兴优质品牌提供营销全链路业务合作，

并逐步向全球化拓展。印特玛特的成立也标志着，行业首个海量线下商业场景与线

上头部 MCN 流量机构的强强联合，真正打通线上线下，实现品牌的无界营销。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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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印特玛特正式开启宣传页 

 

资料来源：公司官方公众号、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2.1.3、 愿景娱乐团队及流量优势明显，斩获众多重量级大奖 

愿景娱乐团队优势明显。作为国内网红转化率最高、网络红人节输出最高的传

媒公司，愿景娱乐具备专业的运营团队，成熟的网红孵化方案以及大量的商业转化

渠道。在媒体展示、网红孵化上已经处于国内领先的地位。在互动媒体设计及网红

孵化领域，公司不断实现创新，扩大在行业的建树和影响力。 

图36： 愿景娱乐团队优势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愿景娱乐流量优势明显。目前愿景后台签约主播数量有 10 万多人，每天开播

主播约有八千多人，每日新入驻的主播将近 700 人，以每个月两三万的主播在上升。

公司签约艺人众多，更有大石桥联盟、表哥（覃进展）、王北车、严谨等头部达人，

流量优势明显。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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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愿景娱乐流量优势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愿景娱乐公会及公会旗下艺人获奖众多。全网机构进行多板块排名，公会拿下

多项第一名。公会旗下艺人大石桥联盟、表哥（覃进展）、PUNK 朋克、王北车、

严谨、疯狂小杨哥等众多达人也表现不俗。 

表15： 愿景娱乐获得荣誉 

时间 获得荣誉 

公司 

抖音直播第一（连续 20 个月至今） 

抖音游戏第一 

抖音电商第一 

中国短视频与直播联盟年度最佳游戏机构 

抖音 2019 年度巅峰赛，愿景占据 5 位，行业第一 

2019 年度抖音最具影响力机构 

抖音直播美好盛典年度巅峰美好合作伙伴 

2019 年度全平台年度十大最具影响力 MCN 机构 

小葫芦 2019 年度全平台年度最具潜力商业价值机构奖 

小葫芦 2019 十大最具投资价值机构奖 

今日网红全网年度经纪公司 

中国 IDOU 先锋创作者机构 

2019 中国互联网营销最具最佳机构 

今日网红全网年度第一游戏机构 

今日网红全网年度第一电商机构 

中国短视频与直播联盟年度最佳网络红人机构 

淘宝直播代播服务商 

抖音 MCN 机构前三 

艺人 

抖音 2019 年度巅峰十强，愿景获奖 5 名 

抖音 2019 年度地区赛 24 分赛区冠军，愿景娱乐获奖 8 名 

抖音美好盛典 年度十强新星，愿景娱乐获奖 1 名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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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愿景娱乐获奖众多（一）  图39： 愿景娱乐获奖众多（二） 

 

 

 

资料来源：抖音贴吧、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抖音贴吧、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2.2、 无忧传媒：头部 MCN，打造现象级网络红人 

2.2.1、 无忧传媒是头部 MCN，拥有全网现象级红人 

无忧传媒属于头部 MCN。无忧传媒成立于 2016 年，总部位于北京，在杭州、

成都、广州、上海、长沙、武汉、重庆及合肥均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作为微博一

直播、抖音直播第一公会、腾讯 NOW 直播前三公会及抖音短视频 MCN 第一机构，

淘宝直播金牌机构，无忧传媒拥有众多金牌主播、超级大 V 和全网现象级红人。 

图40： 无忧传媒属于头部 MCN 

 

资料来源：无忧传媒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无忧传媒股东为湖南无忧娱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公司董事、实际控

制人为雷彬艺，雷彬艺持有湖南无忧娱乐有限公司 56%的股份，即间接持有无忧传

媒 56%的股份。 

 

http://ipoipo.cn/


 

 

2020-05-27 传媒行业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33- 证券研究报告 

表16： 无忧传媒控股股东 

排名 股东名称 占总股本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 

1  湖南无忧娱乐有限公司 100 100 

资料来源：企查查、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无忧传媒发展迅速，孵化大量头部网红和现象级网络红人。无忧传媒是国内领

先的互联网型经纪公司，在直播、短视频和电商等多领域均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是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分会的第一届与第二届常务理事单位。公司签约艺人已

超 3 万人，其中全约优质艺人超 1000 人，拥有众多金牌主播、超级大 V 和全网现

象级红人，包括多余和毛毛姐、张欣尧、麻辣德子、大狼狗郑建鹏和言真夫妇、温

精灵、李昃佑等，拥有超过 8 亿粉丝。 

图41： 无忧传媒签约艺人众多 

 

资料来源：无忧传媒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无忧传媒与公司艺人获得奖项众多。无忧传媒连续 10 个月在抖音 MCN 机构

排名第一，连续三年夺得微博十大影响力直播机构、中国网络直播行业品牌公会，

2019获超级红人节年度第一红人MCN机构、2019克劳锐最具潜力MCN、微博 2019

年度红人机构、抖音 2019Dou 说家乡美区域特色创作者等奖项。 

表17： 无忧传媒获得荣誉 

 时间 获得荣誉 

 

 

公司 

 

2019 2019 克劳锐最具潜力 MCN、微博 2019 年度红人机构、抖音 2019Dou 说家乡美区

域特色创作者 

2018 微博 2018 十大影响力直播机构、微博 2018 中国年度红人机构、微博 2018 一直播

年度公会亚军 

2017 2017 年度品牌公会、微博 2017 十大影响力直播机构、2017 年度最具影响力公会 

 

 

 

 

 

 

 

 

 

 

 

艺人 

2019 卢伟 lw 微博一直播 2019 年度实力亚军 

2019 王思亿 微博一直播 2019 年度女神冠军、2019 超级红人节微博影响力冠军、2019 克劳锐

年度最具影响力主播 

2019 苏小白 Alex 微博一直播 2019 年度男神亚军 

2019 多余和毛毛姐 2019 超级红人节十大影响力视频红人、2019 克劳锐荣获“全网现象级红人”奖 

2019 边振源 2019 超级红人节年度直播红人、2019 一直播三周年突出贡献奖 

2019 张欣尧 2019 克劳锐年度最佳短视频红人 

2019 李昃佑 2019 克劳锐年度最具影响力主播 

2019 彭十六 elf 2019 克劳锐获抖音年度人气红人 

2018 多余和毛毛姐 中国网络直播盛典 2018 年度人气主播 

2018 李昃佑 中国网络直播盛典 2018 年度才艺主播 

2018 边振源 中国网络直播盛典 2018 年度"青禾之星" 

2018 林森 微博 2018 直播最大 V 年度艺人亚军 

2018 琪琪 Alina 微博 2018 直播最大 V 年度女神亚军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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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卢伟 微博 2018 直播最大 V 年度巅峰奖亚军 

2018 夏兮 2018NOW 直播年度盛典女神组第三名 

2018 Miko玥 2018NOW 直播年度盛典女神组第三名 

2018 Mr.陈一帆 2018 年度盛典全站争霸赛男神 top10 

2018 王思亿 2018 超级红人节年度直播红人冠军 

2017 萌小美 2017 年度最具亲和力主播 

2017 sunny 是个小太阳 微博 2017 十大影响力直播大 V 

2017 魏大顺 微博 2017 直播大 V 优秀奖 

2017 Rita 王梓傲 微博 2017 十大影响力直播大 V 

2017 李昃佑 2017 一直播两周年周年潜力奖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图42： 无忧传媒 2019 年获奖记录 

 

资料来源：无忧传媒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无忧传媒开启网络达人与明星跨界合作新篇章。公司艺人与巨石强森、凯文〃哈

特、徐峥、黄晓明、张柏芝、汤唯、雷佳音、黄轩、倪萍、柳岩、张晨光、黄绮珊、

钟欣潼、杨采钰、李一桐、杨迪、金晶等明星展开合作。 

无忧传媒内容矩阵继续丰富。公司 2019 年直播场次超过 46 万场、短视频超过

13 万条，累积获赞 56 亿，内容矩阵继续丰富，创造更大价值。 

图43： 无忧传媒 2019 年内容矩阵丰富 

 

资料来源：无忧传媒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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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无忧传媒是复合型公司：直播+短视频+电商是公司主阵地 

无忧传媒是复合型的公司，直播+短视频+电商是其主阵地。从娱乐直播起家

的无忧传媒，从一开始就将直播、短视频、电商划为主阵地。作为一家网红直播内

容制作商，公司以艺人播客为主营业务，签约直播网红为其提供网红经纪服务，并

依托网络直播平台进行直播内容制作及网络短视频节目制作。公司还与电商平台合

作，提供网红 PUGC 内容营销服务。截至目前，公司最早起步的娱乐直播打赏收入

占比最高，第二和第三分别是广告和电商。 

图44： 无忧传媒核心业务 

 

资料来源：无忧传媒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1）直播：入驻一直播、抖音、腾讯 NOW 等平台 

作为业内领先的互联网+经纪公司，无忧传媒在主播孵化方面有自己的独特专

业体系。目前无忧有超过 1 万名主播，达人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其中全约红人超过

600 个。面对这种规模的团队，无忧对主播的培养以线上孵化为主，采取金字塔的

孵化体系。主播以营收、达人以粉丝体量为依据，不同层级享有编剧、艺人经济和

公关团队等相应资源。 

无忧传媒旨在给主播红人提供精细化运营，对新人能提供线上直播运营+短视

频孵化服务。无忧还会为主播孵化短视频，多元化的变现模式也增加了主播的安全

感和信心。在这种培训体系下无忧从零基础的素人培养起来了很多流水非常不错的

优质主播。无忧传媒一直以来非常注重主播运营，“发现人，孵化人，提升人”是

旗下主播运营团队的核心文化。 

无忧传媒在直播领域起步时间早，以一直播为发展起源平台。无忧传媒从 16

年开始就深耕直播短视频领域，从早先的小咖秀、美拍、微博一直播，再到抖音，

无忧传媒与行业一起成长。在 2016 年“千播大战”中，无忧传媒选择了微博一直

播作为主阵地。公司用半年时间做到一直播第一，月流水过千万，公司号称微博一

直播第一公会。 

表18： 无忧传媒一直播部分知名网红 

 姓名 介绍 

1 @王思亿 
金牌主播。获奖经历：2015 瑞丽之星红妆冠军、2017 中国直播行业菁英奖年度最具潜力主播、2017 一

直播年度蜜蜂冠军、2017 微博年度十大影响力直播大 V、2017 无忧传媒公会年度亚军、2017 微博之夜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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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介绍 

大主播、2018 超级红人节年度直播红人冠军、2018 微博十大 V 影响力直播大 V 

2 @卢伟阿 

2017 移动视频风云盛典年度优胜主播、2017 一直播年度嗨咖亚军、2017 超级红人节新锐主播、2017

中国校园红人盛典校园红人主播、2017 微博之夜大主播、2018 直播最大 V 年度嗨咖亚军、2018 微博十

大影响力直播大 V、2018 直播最大 V 年度巅峰亚军、2018 直播最大 V 年度实力奖 

3 @边明宇 

金牌主播、主持人。个人作品：《在所难免》《错过》。获奖经历：2016 微博十大主播、2017 微博之

夜大主播、2017 微博超级红人节直播红人、2017“放肆一下”一直播年度男神冠军、2018 一直播年度

男神亚军 

4 @韩志恒 boy 
金牌主播。获奖经历：2016 一直播十佳主播、2017 一直播金牌直播主播、2017 一直播十大秀场主播、

2017 一直播小蜜蜂冠军、2017 校园红人季季军 

5 @是刘泽毓丫 歌手代表作《晚安》《FourYears【今非昔比】》、《幸福的颜色》 

6 @魏大顺 WAS 
金牌主播、演员、模特。获奖经历：2017 网红亚洲荣耀盛典人气网红大奖、2017 微博直播大 V 优秀奖、

2018 一直播两周年闪耀冠军 

7 @sunny 是个小太阳_ 

歌手、金牌主播。代表作品：《爱像阳光》《初恋的小美好》《萌萌的女孩》《后来的我们》。获奖经

历：2016 微博之夜直播年度女神、2017 中华红人大赛才艺红人奖、2017 自然美女孩全国选美亚军、2017

微博十大影响力直播大 V、2018 超级红人节十大才艺主播、2018 光明网公益大使、2018 微博十大影响

力直播大 V 

8 @赵囍 zx 

金牌主播、演员、主持人。获奖经历：2015 瑞丽之星红妆冠军、2017 中国直播行业菁英奖年度最具潜

力主播、2017 一直播年度蜜蜂冠军、2017 微博年度十大影响力直播大 V、2017 微博之夜大主播、2018

超级红人节年度直播红人冠军、2018 一直播春季星代言冠军。影视作品：院线电影《七月与安生》《幻

城》、网络大电影《道士大战碟仙碟》、网剧《执念师》、电视剧《一夜向北》综艺节目：旅游卫视《美

丽俏佳人》特约嘉宾、深圳卫视《时尚美妆》特约嘉宾、爱奇艺《满嘴马赛克》特约嘉宾、乐视《颜值

大战》特约嘉宾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无忧传媒是抖音直播前三公会。2018 年，无忧传媒看到了抖音的崛起，及时

抓住了红利期，入驻抖音平台。无忧传媒旗下主播刘花花、大凡等凭借优秀的直播

表现力，在抖音直播界享有极高人气，他们不仅是吸金能力爆表的主播，同时都还

是抖音优质短视频创作者，坐拥百万以上粉丝。 

表19： 无忧传媒抖音部分知名网红 

 姓名 介绍 

1 @大凡 金牌主播，抖音年度十佳女主播，抖音粉丝 230 万 

2 @刘花花 

北京市年度最佳主播，因唱歌视频爆火，从小喜欢唱歌，做过酒吧歌手，曾获得过梦想歌手大奖赛前三

名，曾在大学时获得校园歌手大赛第一名，经常上小时榜代表作品：《违心的祝愿》《西楚》，抖音粉

丝 240 万 

3 @Amazing 甜甜 四川大学毕业，年度巅峰主播 10 强，抖音粉丝近 500 万 

4 @小 99 金牌主播，年度巅峰主播 10 强，抖音粉丝 43 万 

5 @芭拉芭拉 歌手、金牌主播，抖音成都旅游宣传使者，抖音粉丝 275 万 

6 @子宜 年度巅峰主播 10 强，抖音粉丝 45 万 

7 @段瑞奇 模特、舞蹈演员，抖音粉丝近 100 万 

8 @月神 平面模特、金牌主播，抖音粉丝 260 万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抖音、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无忧传媒在抖音 iDOU 直播嘉年华中表现强劲。公司旗下主播刘花花、大凡、

小 99、子宜、Amazing 甜甜等五位斩获 2019 年度抖音巅峰十强男女主播的荣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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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新星主播海选赛和巅峰主播海选赛中，无忧传媒晋级人数分别是 30 人和 134

人，远超过第二、三、四名的人数。 

图45： 无忧传媒“年度巅峰十佳主播”晋级五名  图46： 无忧传媒“巅峰主播海选赛”晋级人数第一 

 

 

 

资料来源：搜狐、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研究协会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无忧传媒是腾讯 NOW 直播前三公会。NOW 总排名前十的主播中，无忧占三

席。公司拥有@Miko 玥、@夏兮小公主、@朱千金-Hhoz 等金牌主播。 

表20： 无忧传媒腾讯 NOW 部分网红 

 姓名 介绍 

1 @Miko玥 

歌手、超级主播。获奖经历：2017 今日网红年度十大网红、2017 腾讯 NOW 音乐现场第三期成为本期

百万返场主播、2017 腾讯 NOW 直播一周年庆女神榜第 5 名、2017 腾讯 NOW 直播年度盛典女神榜第 9

名、2018 腾讯 NOW 直播 2 周年庆女神榜第 7 名、2018 腾讯 NOW 直播清新踏春季-布拉格站担任主持

嘉宾、2018 腾讯 NOW 年度总榜冠军、2018 腾讯 NOW 年度女神榜亚军 

2 @夏兮小公主 超级主播。获奖经历：2017now 直播周年庆女神榜第一名、2018now 直播周年庆女神榜第三名 

3 @朱千金-Hhoz 

超级主播。获奖经历：2016 获中国美人浙江选拔赛区季军、2016 获得 QQ 空间国庆人气直播 Top5、2016

连坐腾讯空间直播周榜第一六周、2017 参与腾讯东方美谷杯女神节节目录制获最佳上镜奖、2018 获网

易薄荷年度天籁之声亚军及十佳主播称号、2018 获腾讯 now 直播二周年年度赛潜力榜冠军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无忧传媒致力于构建网络造星“泛娱乐”的生态圈平台。公司是一个互联网娱

乐艺人成长平台，公司以艺人播客为主营业务，以网络直播为基础，致力于构建网

络造星“泛娱乐”的生态圈平台，实现娱乐直播行业到泛娱乐产业的全面升级，涉及

领域包括模特、艺术、影视、音乐等。 

表21： 无忧传媒旗下影视演员 

 姓名 介绍 

1 @王子祯-Jiao 
新生代演员、SNH48 前成员。电影作品：《梵天密咒》《鬼魂杀》，话剧作品：《喜神三国》，电视

剧作品：《流星花园》，网络剧作品：《南北兄弟》 

2 @吴瑞淞 Ricksong 演员，代表作《演员的品格》《教室的那一间》 

3 @何明翰 演员，代表作品：橙红年代、十八岁的天空、一场遇见爱情的旅行 

4 @张皓然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演员、歌手代表作《急诊科医生》《识汝不识丁》等 2012《帅管家教你变身时

尚名媛》《变身潮男》《说好不想你》《月光》2013《蜜蜜宣言》2014 全新专辑《小时代》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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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短视频 

无忧传媒是抖音 MCN 头部机构。2018 年抖音短视频起势，多余和毛毛姐大

火，无忧传媒抓住了这一波机会“全年 10 个月在抖音 MCN 机构排名第一”。无忧

传媒是抖音 MCN 头部机构，作为短视频孵化和直播运营行业的翘楚，无忧传媒也

为其他各大平台输送了很多优质主播艺人，如麻辣德子、彭十六 elf、幺妹儿、温

精灵、张欣尧等网络红人。 

表22： 无忧传媒短视频网络红人 

 姓名 介绍 

1 @多余和毛毛姐 

全网现象级网红。短视频创作者，因创作“好嗨哦”而为人所知。2019 年 3 月 12 日，多余和毛毛姐参加两

会青年说特别访谈节目。2019 年 9 月 20 日，抖音红人“多余和毛毛姐”通过人民网贵州频道发布的短视频

向祖国表白 

2 @麻辣德子 
抖音红人、美食达人。2019 年 12 月，为感谢麻辣德子对优酷“微光益”公益活动的支持，主办方特授予他“扶

贫助农公益大使”的荣誉称号 

3 @张欣尧 zxy 抖音达人，2017 年 12 月参加“我是头条〃2017 今日头条年度盛典” 

4 @大狼狗郑建鹏 艺人，歌手 

5 @是个温精灵 抖音红人、美妆达人，因吐槽被许多抖音迷喜欢 

6 @李昃佑 

演员、歌手、短视频红人、金牌主播。代表作品：2012《金钱阻断的亲情》、2014 微电影《幸福来敲门》、

2015 微电影《逆火》、2015 微电影《白墨》、2015 微电影《复刻回忆小屋》、2015 首届亚洲国际微电影节

出演《抉择》、2018 首张个人 EP《我的女孩》获奖经历：2014“寻找全球最美华裔少年”35 强、2014“力天

杯微电影大赛”才艺之星、2018 一直播两周年“最具潜力奖”、2018 光明网“公益使者”、2018 中演协年

度盛典榜样主播 

7 @Ananx_幺妹儿 抖音一线情感达人。获奖经历：2018 抖音年度十大主播、2018 抖音嘉年华人气主播 

8 @谷大喵喵喵_ 抖音原创创作红人、视频达人，毕业于河北传媒学院  

9 @金宇本精 

金宇，1995 年出生于四川，毕业，于福建厦门大学土木工程系。是一个长头发大眼睛的阳光男孩，凭借极其

有特色的四川方言，丰富的面部表情，迅速在抖音短视频达人占领了一席位臵。金宇段子手视频主要以轻松

幽默的吐槽方式讲述，其中非常热门的一个视频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妈”，他被网友称为“男版 papi

酱” 

10 @新闻主播欧文浩 

抖音红人、福清广播电视台新闻主持人，播音员。因播新闻时穿着花裤衩而在抖音走红。2019 年 8 月底，受

邀参加“抖音创作者大会”并担任主持人，之后又做客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2019 年 11 月，登上央视

益智类综艺节目《开门大吉》的舞台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无忧传媒掌握庞大的主播团队，迅速培养出不同特色的短视频达人。公司之所

以能在不同内容形态间快速转向，是因为把内容的源头——人物 IP 掌握在自己手

里。掌握了庞大的主播团队后，无忧只要补充好内容团队，就能迅速培养出不同特

色的短视频达人。目前，公司孵化短视频达人主要有 5 个方向：颜值、唱歌、舞蹈、

美妆和语言类。其中，包括脱口秀和表演在内的语言类是无忧的主要方向。颜值类

达人则主要为后续转向直播储备。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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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无忧传媒旗下短视频红人抖音粉丝数量 

 

资料来源：36 氪、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无忧传媒布局短视频 PGC 内容，尝试微剧、Vlog。好的内容能不断“养”出

红人，因此公司也配备了团队帮达人做微剧、Vlog 等。2017 年起，无忧开始制作

微短剧《等你懂我》，每季十集左右。 

图48： 无忧传媒短视频 PGC 内容 

 

资料来源：无忧传媒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3）电商 

无忧传媒电商业务在 2020 年“翻倍及以上增长”的目标中被寄予期望。公司

旗下拥有麻辣德子、大狼狗郑建鹏&言真夫妇、聂小倩、Rita 梓傲、孙露露 lulu 等

优质红人。2018 年无忧传媒开始重新发力电商业务，为品牌店铺做代运营直播。

电商在 2020 年“翻倍及以上增长”的目标中被寄予期望，公司期望直播和广告会

继续增长，电商做进一步的突破。 

图49： 无忧传媒电商全景 

 

资料来源：无忧传媒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无忧传媒致力于服务全行业各品类客户，力求为客户高度匹配旗下优质艺人以

及为品牌和产品提供全生命周期一站式的营销服务。无忧传媒作为微博一直播、抖

音、腾讯 NOW、淘宝直播等平台最大的 MCN 机构，已与超过 500 个知名品牌和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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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如：天猫、支付宝、华为、小米、饿了么、北汽、斯柯达、

舒蕾等著名品牌。 

图50： 无忧传媒商业合作品牌 

 

资料来源：无忧传媒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2.3、 古麦嘉禾：打造爆款视频，全网粉丝不断上涨 

2.3.1、 古麦嘉禾系国内领先的网红经济公司，拥有全约优质艺人近千人 

古麦嘉禾属于国内领先的网红经济公司。古麦嘉禾深耕移动互联网多年，是业

内领先的网红经纪公司，依托于抖音、快手、微博、微信、火山、美拍等几十个互

联网社交媒体平台，致力于为广大用户提供多元化的优质短视频内容。在短视频 IP

孵化、内容电商、IP 商业化增值、网红经纪、营销策划等多个业务板块具有广泛的

影响力。目前古麦嘉禾拥有全约优质艺人近千人，擅长打造爆款、孵化超级 IP，如

抖音短视频超知名 IP 栏目：他是子豪，名侦探小宇，逆袭哆哆，破产姐弟，顾城，

喵小兔，职场老思，第一秘书，时光出租车，灵魂当铺等。 

图51： 古麦嘉禾属于国内领先的网红经济公司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古麦嘉禾拥有完善的短视频达人培养、孵化和发展机制，以及公会主播发掘、

培训和内容赋能能力，从前期挖掘、形象定位、账号推广、视频策划、平台运营等

方面，为旗下达人主播提供全方位的帮助和扶持，机构单抖音平台粉丝高达 4 亿，

是全平台 TOP3 级别战略合作 MCN 机构。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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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古麦嘉禾播放量和粉丝量规模大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古麦嘉禾是较早踏入短视频领域的 MCN。2016 年短视频风口来临时，共公司

凭借着早期积累的 8 千万微信资源开始迅速布局短视频赛道，短视频矩阵已经遍布

了几十大分类，同时从 2018 开始向 MCN 机构转型，公司着力于完善 UGC 短视频

达人培养和发展机制，更好的为旗下上百位短视频达人的发展助力。 

图53： 古麦嘉禾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古麦嘉禾业务范围广泛，以短视频业务为主。作为一家深耕互联网多年的 MCN，

公司业务范围广泛，包括短视频业务、H5 游戏联运平台、小程序开发运营等。其

中公司最擅长打造爆款短视频，如抖音短视频超知名 IP 栏目他是子豪，名侦探小

宇，逆袭哆哆，破产姐弟等都是公司孵化的超级 IP。 

图54： 古麦嘉禾业务范围广泛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古麦嘉禾获得奖项众多。目前古麦嘉禾拥有全约优质艺人近千人，擅长打造爆

款、孵化超级 IP，并连续多月获得抖音 MCN 综合排名第一。同时公司还获得爹第

五届移动风云榜年读优秀MCN机构、2018年度星图最佳MCN 机构、蓝鲸财经 2018

年读最具影响力短视频新媒体等奖项。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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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古麦嘉禾获奖经历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古麦嘉禾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为于海波，他持有公司 46.98%的股份；宁波梅

山保税港区沁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拥有公司 19.57%的股份；总经理

于爱山持有公司 13.70%的股份。于海波和于爱山同为公司的创始人。 

表23： 古麦嘉禾股东情况 

排名 股东名称 占总股本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 

1  于海波 46.98 469.8 

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沁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57 195.7 

3  于爱山 13.70 137 

4  郭瑞萍 11.75 117.5 

5  耿秀银 8.00 80 

资料来源：天眼查、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2.3.2、 “内容为王”，古麦嘉禾持续打造精品爆款 

古麦嘉禾是内容行业老玩家，持续打造爆款。公司早年以公众号起家，2015

年逐步布局短视频赛道，是最早做短视频的那一批内容团队。2018 年短视频市场

大爆发后，古麦嘉禾正式向 MCN 机构转型。不管是前期的公众号还是现在的短视

频，古麦嘉禾作为内容行业的老玩家，一直稳扎稳打。 

图56： 古麦嘉禾短视频达人 

 

资料来源：短视频工厂、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表24： 古麦嘉禾短视频网络红人 

 姓名 介绍 

1 @他是子豪 抖音红人，目前他是子豪在抖音已经发布 114 个作品，获赞 1.7 亿，获得粉丝关注 1301.7 万 

2 @破产姐弟 
抖音红人，目前破产姐弟在抖音已经发布 101 个作品，获赞 1.4 亿，获得粉丝关注 1351.8 万。破产姐弟

主人公是一对开店的姐弟，弟弟擅长怼人，姐姐擅长推销产品，刻画的形象也非常新颖。这个账号既会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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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介绍 

拍摄塑料姐妹情、奇葩婆婆与老公、咄咄逼人的前女友、重男轻女的妈妈等选题，也会选取一些流露真

善美剧情的选题。但是总体上还是围绕姐弟俩守护正义，吐槽恶毒人性的主题，这样既不会因为单一的

选题让观众感到乏味，也不会因为选题涉猎太广偏离人设 

3 @名侦探小宇 

微博故事红人，目前名侦探小宇在抖音已经发布 82 个作品，获赞 8265 万，获得粉丝关注 1234.7 万。

从女性安全问题出发，名侦探小宇将真实案例改编为短剧并加入推理分析，短短 7 天涨粉 554 万，接连

几条视频的播放量都接近 8000 万 

4 @喵小兔漫画 
抖音红人、喵小兔系列-作者、动漫博主、微博故事红人，代表作品：《喵小兔》、《颖宝》，目前喵

小兔漫画在抖音已经发布 206 个作品，获赞 1.4 亿，获得粉丝关注 1287.2 万 

5 @逆袭哆哆 
抖音红人，目前逆袭哆哆在抖音已经发布 98 个作品，获赞 9337.5 万，获得粉丝关注 1114 万。视频内

容大多讲的是哆哆从一个被人嘲笑的穷小子，瞬间逆袭变身霸道总裁的故事，曾两周涨粉 240 万 

6 @时光出租车 
抖音红人，目前时光出租车在抖音已经发布 90 个作品，获赞 4794.5 万，获得粉丝关注 755.4 万，在抖

音发布了第一个视频，一天涨粉百万，第一个视频播放量就突破了千万 

7 @灵魂当铺 
抖音红人，目前灵魂当铺在抖音已经发布 53 个作品，获赞 3132.8 万，获得粉丝关注 727.2 万，在抖音

上发布了第一个视频，点赞数迅速突破了 200 万，一个视频涨粉超过了 400 万 

8 @顾城 抖音红人，目前顾城在抖音已经发布 75 个作品，获赞 6432.4 万，获得粉丝关注 748.8 万。 

9 @于千穗 抖音红人，目前于千穗在抖音已经发布 59 个作品，获赞 4928 万，获得粉丝关注 655.8 万 

10 @化妆班长张呵呵 抖音红人，目前化妆班长张呵呵在抖音已经发布 95 个作品，获赞 4397.9 万，获得粉丝关注 653.1 万 

11 @yiyi 大大 抖音红人，目前 yiyi 大大在抖音已经发布 96 个作品，获赞 4938.9 万，获得粉丝关注 643.3 万 

12 @子辰与海 抖音红人，目前子辰与海在抖音已经发布 102 个作品，获赞 6644.7 万，获得粉丝关注 611.2 万 

13 @张雪峰老师 

研途考研 VIP 名师。2016 年 6 月凭借《七分钟解读 34 所 985 高校》走红网络，2016 年 9 月出版《你离

考研成功，就差这本书》。2016 年 11 月参加网络综艺《火星情报局》，被称为“国民男特工”。2017

年 8 月参加网络综艺《演说家》。同年 9 月参加广东卫视《零点食神》。目前张雪峰老师在抖音已经发

布 425 个作品，获赞 2035.2 万，获得粉丝关注 551.4 万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抖音、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古麦嘉禾多次登上抖音和快手 MCN 榜单前三，是抖音和快手的头部 MCN 机

构之一，旗下超过百万粉丝的达人超过了 100 位，其中以剧情类账号最为突出。2019

年 3 月份，古麦嘉禾孵化的账号灵魂当铺在抖音上发布了第一个视频，点赞数迅速

突破了 200 万，一个视频涨粉超过了 400 万。4 月份，古麦嘉禾旗下另外一个剧情

类账号时光出租车，在抖音发布了第一个视频，同样是一天涨粉百万，第一个视频

播放量就突破了千万。 

图57： 古麦嘉禾剧情类账号（一）  图58： 古麦嘉禾剧情类账号（二） 

    

 

    

资料来源：抖音、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抖音、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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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麦嘉禾爆款账号打造逻辑是新老账号的平衡与兼顾。 

经过数据分析、多方调研后孵化新账号。在孵化新账号之前，团队会进行一个

大范围的数据分析，从比较宽的赛道或没有多少人进入、比较窄的赛道中搜寻出一

个“立足之地”，然后再对市面上已经存在的对标节目进行分析后，锁定相应的目

标人群，打造出一个具备自身特色与风格的全新账号。破产姐弟与顾城是古麦嘉禾

2019 年下半年孵化出的全新账号。以其人设、剧情优势使得账号从设立伊始就获

取了大批流量。 

图59： 古麦嘉禾孵化新账号 

  

资料来源：抖音、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老”账号的适时转型。古麦嘉禾一直努力让那些遇到一定涨粉瓶颈的“老”

账号释放出更多的光彩，而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基于市场需求和用户喜好之上的适

时转型。例如公司的“老”帐号小冷神测评和巫大大在转型升级后，数据都得到了

明显的改善。 

图60： 古麦嘉禾转型“老”账号 

  

资料来源：抖音、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古麦嘉禾在短视频机构中商业估值排名第一。第三方数据公司小葫芦公布的短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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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MCN 商业估值排名榜单中，古麦嘉禾以 13.5 亿估值排名第一，无忧传媒以

12.3 亿估值排名第二，大吕畅玩以 11.2 亿估值排名第三。这份榜单的估值计算方

式主要是 KOL 对 MCN 机构的贡献总和，评价标准包括流水，接单价格，红人视

频数量，粉丝增长量等多个维度。 

图61： 古麦嘉禾在短视频机构中商业估值排名第一 

 

资料来源：小葫芦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古麦嘉禾业务的主要变现途径是品牌广告。古麦嘉禾目前在变现方式上仍然以

广告变现为主，在孵化新账号时，公司也会以变现作为一定的导向依据。其次变现

方式就是直播、电商、知识付费等。公司已与多个知名品牌和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

如：天猫、支付宝、华为、小米、饿了么、海尔、海信、京东、肯德基等著名品牌。 

图62： 古麦嘉禾合作平台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2.4、 热度传媒：综合型 MCN，行业内领先 

2.4.1、 热度传媒是头部网红机构，打造全网私域流量最大网红新媒体矩阵 

热度传媒属于头部网红 MCN 机构。热度传媒是全国领先的网红新媒体商业公

司，致力于建设全网私域流量最大的网红新媒体矩阵，以及构建网红多元变现的商

业化体系。总部位于北京，旗下拥有北京热度音乐有限公司、新锐映像影视文化传

媒(北京)有限公司、上饶市星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星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

子公司。公司为直播与短视频全产业链开发、KOL 网红孵化运营、商业价值挖掘

变现等提供综合解决方案。热度传媒不断探索网红商业化变现模式，发展了包括网

红直播演艺、网红社交营销、网红电商及网红 IP 开发等业务，已成为国内头部网

红 MCN 机构。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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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热度传媒属于头部 MCN 

 

资料来源：热度传媒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建立线下网红孵化管理基地，形成一套标准化的网红招募、培训、管理、运营

业务体系。热度传媒在全国 60 余城市建立了线下网红孵化基地，建立了一套工业

化网红运营体系模型，与上游流量平台紧密合作，打造全网私域流量最大的网红新

媒体矩阵。热度传媒签约网红数量超过 3 万人，与抖音、快手、微博等视频社交平

台达成战略合作，连续 3 年获得中国网络直播行业十大公会称号。 

图64： 热度传媒签约艺人众多 

 

资料来源：热度传媒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热度传媒与公司艺人 2019 年获得奖项众多。热度传媒 2019 年在 MCN 机构中

排名领先，影响力大增，公司获得了“第五届中国品牌〃文娱年度盛典”年度最具

商业价值 MCN 机构、2019“克劳锐年度黑马 MCN”奖等重量级奖项。公司头部

艺人众多，培养了花一村、王逗逗、安妮婷婷等网络红人，其中花一村获得“第五

届中国品牌〃文娱年度盛典”年度网红、2019 抖 incity 价值达人、第三届中国直播

与短视频峰会暨风云榜颁奖典礼年度十大短视频达人等奖项。 

表25： 热度传媒 2019 年获得荣誉 

 时间 获得荣誉 

 

 

 

公司 

2019/12/21 “第五届中国品牌〃文娱年度盛典”年度最具商业价值 MCN 机构 

2019/11/1 短视频与直播行业 2019 年度十大 MCN 机构、年度影响力制作机构（生活类） 

2019/10/26 2019 抖 incity 十大价值机构、2019 抖 incity 城市美好合作机构 

2019/10/12 快手 9 月影响力 MCN 机构第 7 名、抖音 9 月 MCN 榜单第 14 名 

2019/8/27 抖音汽车 DouCar 百咖团优质商业合作机构 

2019/3/22 第三届中国直播与短视频峰会暨风云榜颁奖典礼年度十大短视频 MCN 机构 

2019/3/21 2019“克劳锐年度黑马 MCN”奖 

 

 

 

 

 

艺人 

2019/12/21 “第五届中国品牌〃文娱年度盛典”年度网红：花一村 

 

2019/11/1 

短视频与直播行业年度网络红人奖（旅行类）：花一村 

短视频与直播行业年度网络红人奖（游戏类）：猫七 

短视频与直播行业年度网络红人奖（宠物类）：羚彦加油站 

短视频与直播行业年度网络红人奖（美妆类）：王逗逗 

2019/10/26 2019 抖 incity 价值达人：花一村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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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抖 incity 城市美好体验官：花一村 

2019 抖 incity 人气达人：王逗逗 

2019 抖 incity 人气达人：安妮婷婷 

2019/03/22 第三届中国直播与短视频峰会暨风云榜颁奖典礼年度十大短视频达人：花一村 

第三届中国直播与短视频峰会暨风云榜颁奖典礼年度十大短视频达人：尊贵会员乐队 

资料来源：热度传媒官微、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热度传媒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为邓双成，他持有公司 4.80%的股份。公司第一

大股东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沸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6.44%；上海曼图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公司 18.46%股份；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持续升

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公司）拥有公司 5.06%股份；邓双成持有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沸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和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持续升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分别

19.65%和 78.76%的股份，他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 17.91%的股份。 

表26： 热度传媒控股股东 

排名 股东名称 占总股本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 

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沸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公司） 46.44 59.6198 

2  上海曼图科技有限公司 18.46 23.7036 

3  上海彰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93 8.8945 

4  南京中兴合盈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77 7.4074 

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持续升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公司） 5.06 6.5 

6  邓双成 4.80 6.1678 

7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4.78 6.1403 

8  深圳市中兴合创鲲鹏信息技术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88 3.7037 

9  冉立之 1.87 2.4 

10  孙学敏 1.56 2 

11 孙继军 1.44 1.8519 

资料来源：企查查、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2.4.2、 热度传媒业务范围广泛，形成一体化生态业务体系阵 

热度传媒业务范围广泛，形成一体化生态业务体系。热度传媒发展了短视频社

交营销，短视频内容及直播电商，网红社交直播演艺，头部网红 IP 开发等多元化

变现途径，全方位更高效的开发网红流量的商业价值，构建网红多元变现的商业化

体系。公司基于大规模网红粉丝流量资源池，发展了包括：短视频内容营销、网红

直播演艺、网红电商等变现模式，并形成一体化生态的业务体系。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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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热度传媒核心业务 

 

资料来源：热度传媒官微、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1）短视频 

热度传媒成为各平台官方头部内容供应商。热度传媒深耕短视频网红新媒体内

容领域，基于优质内容工业化生产，网红矩阵数据化管理，与抖音、快手、微博、

哔哩哔哩、小红书等社交视频流量平台达成战略合作，成为各平台官方头部内容供

应商。签约孵化账号超过 500 个，覆盖时尚、美妆、生活、剧情、音乐、情感、电

竞、汽车等十余领域，全网累计粉丝超过 3 亿。头部短视频达人代表：花一村、王

逗逗、猫七、安妮婷婷、Panadol 雅哥、尘世美、高压郭、海哥说车等。 

图66： 热度传媒短视频达人代表 

 

资料来源：热度传媒官微、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表27： 热度传媒短视频网络红人 

 姓名 介绍 

1 @花一村 

快手、微视、抖音红人。花一村是抖音上难得的有才华的草根网红，目前花一村在抖音已经发布

309 个作品，获赞 1.9 亿，获得粉丝关注 1472.1 万，花一村的特色是皮肤黝黑而且扮相特别像外

国人 

2 @王逗逗 

微博故事红人.。因长相可爱而出名，曾做过幼教和电视台主持人。目前王逗逗在抖音获赞 5482.8

万，获得粉丝关注 655.2 万 

3 @打碗哥 

快手、抖音红人红人，参加过中央 3《综艺盛典》《黄金 100 秒》、中央 7《为你点赞》、山东

卫视《我是大明星》、山东经济生活频道《欢乐星期天》。目前打碗哥在抖音已经发布 202 个作

品，获赞 2266.1 万，获得粉丝关注 624.7 万 

4 @猫七 
吃鸡主播，目前猫七在抖音已经发布 482 个作品，获赞 5111.2 万，获得粉丝关注 660.3 万 

5 @尘世美 
网红主播，目前尘世美在抖音已经发布 56 个作品，获赞 489.6 万，获得粉丝关注 349.6 万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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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介绍 

6 @Gary 成旭 
抖音红人，目前 Gary 成旭在抖音已经发布 334 个作品，获赞 4639.5 万，获得粉丝关注 276.2 万 

7 @因为我是婉瑜呀 
目前因为我是婉瑜呀在抖音已经发布 169 个作品，获赞 2092.6 万，获得粉丝关注 235.3 万 

8 @panadol 雅哥 

主播、模特，娱乐综艺视频自媒体，目前 panadol 雅哥在抖音获赞 3836.5 万，获得粉丝关注 326.9

万 

9 @安妮婷婷 

抖音红人、模特、安妮婷婷工作室-主理人，2012 年 7 月 26 日开始，参与“伦敦神测”活动，一

举窜至章鱼帝排行榜第一，命中数达 21 次。目前安妮婷婷在抖音已经发布 179 个作品，获赞 1512.3

万，获得粉丝关注 254.1 万 

10 @高压郭 
抖音红人，目前高压郭在抖音已经发布 98 个作品，获赞 5220.3 万，获得粉丝关注 386.7 万 

11 @海哥说车 目前海哥说车在抖音已经发布 857 个作品，获赞 1485.4 万，获得粉丝关注 390.5 万 

资料来源：热度传媒官网、抖音、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热度传媒短视频红人矩阵强大。至 2019 年 6 月，热度传媒短视频红人矩阵分

为三大类：娱乐红人矩阵、时尚红人矩阵、美妆红人矩阵。其中娱乐红人矩阵有八

大类型达人，时尚红人矩阵有四大类型达人。美妆红人矩阵中共有达人 8 位，全网

累积粉丝千万。 

图67： 2019 年 6 月热度传媒短视频红人矩阵 

  

资料来源：热度传媒官微、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热度传媒头部短视频达人有大量爆款内容。花一村、Gary 成旭、panadol 雅哥、

安妮婷婷等达人制造了大量爆款视频，并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吸引了大量忠

实的粉丝。 

图68： 热度传媒短视频爆款内容 

 

资料来源：热度传媒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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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传媒与众多平台展开短视频合作。例如抖音、快手、新浪微博、火山小视

频、西瓜视频等等。 

图69： 热度传媒短视频合作平台 

 

资料来源：热度传媒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2）直播 

热度传媒通过直播视频平台充分开发网红的粉丝价值，提供包括虚拟礼物打赏、

活动营销、周边衍生品开发等全方位的粉丝变现模式。与抖音、快手、新浪一直播、

陌陌直播、YY 直播、虎牙直播、花椒直播、火山直播等多个直播平台建立了深度

合作关系，是全国领先的网红主播经纪机构。 

 

图70： 热度传媒直播达人代表 

 

资料来源：热度传媒官方微信号、公司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3）网红电商 

热度传媒网红电商分为直播带货、短视频电商和网红店铺，围绕网红 IP 运营。 

直播带货 

网红直播电商是网红电商销售转化的主流模式。热度传媒网红电商业务基于网

红私域流量发展电商交易，品类集中在美妆、服饰、快消品领域，私域流量池大，

红人带货能力强。 

短视频电商 

热度传媒基于主流短视频平台的变现业务生态，通过站内开店、链接购买、营

销活动等多种方式，将短视频内容流量转化为与内容匹配的产品销量。 

网红店铺 

热度传媒通过分析网红的粉丝画像及消费特性等数据，为其定制个人 IP店铺，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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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OEM 体系，孵化自有网红产品品牌。 

 

图71： 热度传媒电商全景 

 

资料来源：热度传媒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热度传媒致力于打造自己的特色网红及特色直播内容。由于热度传媒较早布局

了行业各类业务，属于综合性的网红经纪公司，这为每个加入热度的网红提供了更

多更好的发展机会，有利于热度传媒的人员扩充，同时，其规模化、多城市复制业

务的布局使得热度传媒的收益转化率更高。公司在网红电商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

布局，最大化网红的商业价值。 

 

图72： 热度传媒部分网红店铺 

 

资料来源：热度传媒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4）娱乐演艺 

热度传媒注重对主播艺人的挖掘，陆续在全国多个城市设立分公司，通过星探

招募、选秀、整合节目等方式，广泛地签约艺人。以颜值、才艺、互动沟通能力、

对工作的投入程度等多个标准为考察范围，热度传媒现拥有众多活跃艺人，冯朗朗、

陈书阳等人气网红都是他们的当家艺人。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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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热度传媒签约艺人 

 

资料来源：热度传媒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表28： 热度传媒签约艺人 

 姓名 介绍 

1 冯朗朗 

2017 中国网络直播行业年度星锐主播、2017 红鹰奖“最具商业价值网络红人”、2017 时尚&MOKO 美

空时尚红人全球峰会“时尚先锋”、2017 克劳锐“最具成长潜力自媒体”、2017 微博“超级红人节”

十大主播红人、2016“微博红人节”微博新锐主播第一名、2016 今日网红直播领袖峰会&巅峰榜“十

大最具号召力人气主播”、2016 百事最强音绵阳赛区第一名、2015 学校华裔杯前三名、2014 中国好声

音绵阳赛区前十名 

2 陈书阳 

师从著名音乐制作人黄洋，与歌手多亮为同门师兄弟。2017 年《快乐男声》天津地区 10 强、2016 年微

博十大影响力秀场主播、2016 年微博年度主播男神、《超能校花》男主角、《夜店变形记》特邀演员、

《颜值山海经》特邀演员 

3 孟凡鑫 

德国一台 ARD 媒体专访网红。中国直播行业菁英奖“2017 年度最具潜力主播”、2017 中国蓝 TV《一

起奔跑吧》网红嘉宾、2017 热度传媒《购物大道东》网红嘉宾、"指尖综艺榜”2016 年度十大最具颠覆

力直播综艺《我是你的夏威姨》固定 MC、2016 爱奇艺奇秀网综《十二星咖秀》固定 MC、2016《来吧，

说做就做》包贝尔表演嘉宾、《超能校花》特邀演员 

4 苏晨 2017 红鹰奖年度最佳超人气网络男主播、美拍直播平台 2017 年新锐主播 

5 王丽拉 Lila 

2018 年香港电台 RTHK 媒体专访、2017 德国之声 DW 独家采访、2017 年红鹰奖最佳才艺网红奖、2017

微博#超级红人节#直播红人、2016 年微博校园红人盛典特邀主播评审、《校园音乐疯云榜》全国总决

赛暨颁奖礼特邀嘉宾 

资料来源：热度传媒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热度传媒旗下子公司热度音乐基于头部音乐红人资源，全面布局红人音乐数字

版权发行、音乐直播演艺、线下音乐活动、直播综娱、院线电影等业务，逐步向明

星经纪业态发展。 

图74： 热度传媒部分红人音乐 

 

资料来源：热度传媒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网络综艺上，热度传媒基于泛娱乐直播平台，深入打造包括《一吐为快》、《十

二星咖秀》等 IP 直播综艺。公司的网络综艺是基于直播的互动综艺，对于合作的

直播平台而言，这样的内容比一般的直播内容更丰富，更能吸引用户的参与，激活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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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用户的活跃度。 

图75： 热度传媒部分直播综艺 

 

资料来源：热度传媒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新媒体影视则网生内容的创意制作为主，包括微剧、网剧、网络大电影等，收

益的模式主要靠品牌植入及网络票房分成。这些业务是基于公司对粉丝经济商业模

式的理解实践，公司关注网络娱乐用户的喜好，无论在主播培养还是在内容制作上，

都会考虑粉丝的喜好，将业务整合起来，形成了量级很大的粉丝聚集效应，为合作

伙伴带来全方位的娱乐营销服务。 

图76： 热度传媒部分影视作品 

 

资料来源：热度传媒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5）商务合作 

短视频营销 

热度传媒作为抖音快手前 10 大 MCN 机构，为品牌主提供以短视频内容为导

向的从广告到转化的全链路整合营销方案，包括内容定制、创意广告植入、互动营

销、信息流硬广等服务，为客户的营销服务的高效转化提供了强大的保障。 

图77： 热度传媒短视频营销 

 

资料来源：热度传媒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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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营销 

热度传媒基于多年直播运营经验和大规模网红私域流量池优势，在直播平台为

品牌方提供的品效合一的直播营销服务，以达到品牌的曝光和产品销量的增长。 

图78： 热度传媒直播营销 

 

资料来源：热度传媒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短视频账号运营 

热度传媒拥有丰富的短视频账号运营经验，形成了一套从内容制作、渠道分发、

粉丝获取到多元化变现、数据沉淀的方法论。同时，完善的数据分析系统也为账号

运营提供了数据依据和支撑。 

图79： 热度传媒短视频账户运营 

 

资料来源：热度传媒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节目制作 

热度传媒持续出品高质量的综娱节目，不断创新内容的制作形式，在直播平台、

短视频平台、视频网站等全渠道发行，得到合作伙伴及品牌客户的高度认可。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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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0： 热度传媒节目制作 

 

资料来源：热度传媒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在与广告主的合作方面，热度传媒提供单个或多个网红直播的产品植入、内容

植入、口播、线下活动的直播推广等。 

图81： 热度传媒商务合作案例 

 

资料来源：热度传媒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公司合作较多的是快销品类的客户。在效果评估上，以品牌曝光度为主要衡量

指标，公司合作客户对直播营销服务的反馈好，性价比高。 

图82： 热度传媒商务合作品牌 

 

资料来源：热度传媒官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2.5、 华星酷娱：全能型艺人制造公司，全产业链的 IP 孵化基地 

2.5.1、 华星酷娱属于全能型艺人制造公司，孵化多位头部达人 

华星酷娱属于全能型艺人制造公司。北京华星酷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一家集

艺人经纪、内容创作运营、商业化运作及变现的全能型艺人制造公司。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08 月 09 日，业务范围覆盖短视频账号(目前主要是抖音)运营、艺人达人经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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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娱乐号矩阵、虚拟特效道具等 5 大板块。 

图83： 华星酷娱业务范围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和讯名家、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华星酷娱获得奖项众多。目前，华星酷娱旗下全约达人 150 多位，覆盖抖音短

视频及其他主流新媒体总粉丝突破 2 亿，打造出 1254 款爆款端视频，收获了阿里、

京东、伊利、阿玛尼、小米、华为、雅诗兰黛、欧莱雅、大众点评、天猫、adidas

等一百多家广告客户。短短两年时间内，公司更是斩获了多项大奖。 

表29： 华星酷娱 2019 年获得荣誉 

时间 获得荣誉 

2020/1 新媒体圈奥斯卡 2020 新榜大会“年度短视频 MCN” 

2020/1 聚势·融合中国市场营销领袖（西北）峰会“领狮奖·创新增长品牌”奖项 

2020/1 中国母婴企业家领袖峰会第五届樱桃大会看见年轻家庭增长力“年度最佳 MCN 机构” 

2020/1 中国互联网经济年会最具影响力网络营销服务商奖项 

2020/1 全球 CEO 新年峰会“金鸥奖中国 2019 年度最具成长力项目” 

2019/12 年度 CEO 峰会暨颁奖盛典黑马MCN“最具影响力创新企业” 

2019/12 第五届中国品牌〃文娱年度盛典年度最具商业价值 MCN 机构 

2019/10 抖音“十大影响力机构”奖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华星酷娱旗下全约达人 150 多位，孵化多位头部达人。公司旗下拥有吴佳煜、

乔万旭、柯铭、闵静、曲一婷、车老湿、陈采尼、圆肥白等众多现象级达人。 

图84： 华星酷娱旗下达人 

 

资料来源：实况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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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0： 华星酷娱短视频网络红人 

 姓名 介绍 

1 @吴佳煜 

抖音音乐人，2019 年 1 月 14 日吴佳煜受邀出席抖音“2019 抖音看见音乐计划”并演唱个人单曲

《Say Goodbye》；同年，参与录制 2019 年辽宁春节联欢晚会，并担任主持人；2019 年，参加综

艺节目《中歌会》；2019 年，参加上海时装周；同年 11 月 18 日；吴佳煜参加《这样唱好美》，

成为网络达人组阵中仅剩的三位好美女声之一。目前吴佳煜在抖音获赞 5919.8 万，获得粉丝关注

804.1 万 

2 @乔万旭 
抖音音乐人，也是短视频段子手，在抖音上很是受欢迎，也曾参加过明日之子。目前乔万旭在抖

音已经获赞 1.7 亿，获得粉丝关注 1126.6 万 

3 @柯铭 
抖音宠物达人，微博原创视频博主，知名萌宠博主。目前柯铭在抖音已经发布 78 个作品，获赞

1.5 亿，获得粉丝关注 1316.4 万，微博粉丝 105 万 

4 @闵静 jing 
目前闵静 jing，直播内容以娱乐为主，在抖音已经发布 162 个作品，获赞 6853.1 万，获得粉丝关

注 762.4 万 

5 @曲一婷 you 抖音音乐达人，擅长舞蹈，目前曲一婷 you 在抖音已经获赞 4799.4 万，获得粉丝关注 780.1 万 

6 @车老湿 抖音汽车达人，目前车老湿在抖音已经发布 310 个作品，获赞 3017.1 万，获得粉丝关注 529.6 万 

7 @陈采尼 抖音美妆达人，目前陈采尼在抖音已经发布 74 个作品，获赞 2875.2 万，获得粉丝关注 358.4 万 

8 @圆肥白 抖音二次元达人，目前圆肥白在抖音已经发布 146 个作品，获赞 7642.4 万，获得粉丝关注 747 万 

9 @步步成熊 目前步步成熊在抖音已经发布 316 个作品，获赞 4504.9 万，获得粉丝关注 317.9 万 

10 @有料先生 目前有料先生在抖音已经发布 293 个作品，获赞 1294.3 万，获得粉丝关注 137.6 万 

11 @熊爸爸 抖音特效师，目前熊爸爸在抖音获赞 2552.7 万，获得粉丝关注 134.7 万 

12 @晓宇哥哥下厨房 目前晓宇哥哥下厨房在抖音已经发布 243 个作品，获赞 976.6 万，获得粉丝关注 208.1 万 

13 @小猪猪会飞天 目前小猪猪会飞天在抖音已经发布 129 个作品，获赞 1374.7 万，获得粉丝关注 179.2 万 

资料来源：凤凰网、抖音、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2.5.2、 华星酷娱具备资源与团队优势，创始人及核心成员均来自国内华谊创星 

与其他的 MCN 机构相比，华星酷娱具备的优势。第一：资源优势。他们和各

大主流平台均拥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以及深厚的合作基础。第二：团队优势。华星

酷娱核心人员由前华谊兄弟高管及头部的爆款短视频制作者创立，公司的团队背景

在业内首屈一指，公司是业内唯一一家发源于短视频的 mcn 机构。 

华星酷娱的创始人及核心成员均来自国内“粉丝经济第一股”华谊创星。华谊

创星曾是华谊兄弟集团负责 IP 版权运营和粉丝经济业务板块的独立上市子公司，

曾先后与腾讯、阿里、SMG、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合作开展了粉丝经济、娱乐营

销、IP 版权等业务。这些经历不仅为华星酷娱切入短视频领域奠定了丰富的行业基

础，也使得达人经纪赋能力和 IP 制造力成为团队的核心竞争力。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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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华星酷娱创始人及核心成员均来自华谊创星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华星酷娱创始人李志阳具备浓厚互联网基因，获得全球 CEO 新年峰会“金鸥

奖中国 2019 年度 CEO 人物”奖。李志阳曾任职华谊创星娱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等重要职务，是国内粉丝经济领域的开创者之一，有运营过亿粉丝用户的宝

贵经验，做过很多优质内容，他出品和制作的内容先后获得金鸡百花奖，台湾金马

奖，并获得过奥斯卡提名。他对娱乐行业各方面的用户数据非常了解。他合作过上

百位明星与业内绝大多数的娱乐机构，业内资源非常丰富。 

图86： 华星酷娱创始人李志阳 

 

资料来源：和讯新闻、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华星酷娱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为李志阳，他持有公司 75%的股份。北京合力扬

帆文化传媒中心（有限合伙）拥有公司 25%股份；李志阳持有北京合力扬帆文化传

媒中心 32%的出资额。李志阳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 83%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 

 

表31： 华星酷娱股东控股情况 

排名 股东名称 占总股本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 

1  李志阳 75 75 

2  北京合力扬帆文化传媒中心（有限合伙） 25 25 

资料来源：企查查、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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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华星酷娱是短视频赛道中闪电崛起的黑马，在垂类赛道上丰富内容矩阵 

华星酷娱将短视频的效率和速度发挥到了极致，成为赛道中闪电崛起的互联网

黑马。MCN 机构华星酷娱 2018 年 6 月进军短视频领域，作为短视频领域的新进入

者，华星酷娱通过抓取市场空白，迅速追赶并实现了从“弯道超车”到“聚焦成像”

的蜕变。公司短期内孵化签约两百多个优质创作者，仅抖音总粉丝量已突破 2 亿；

覆盖 16 个垂直领域；具备供平台/品牌合作的超强细颗粒度粉丝画像。 

图87： 华星酷娱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站长之家、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华星酷娱重心在打造优质的短视频 IP，在垂类赛道上搭建自己的十六大矩阵。

差异化打造垂类账号、结合人设特质打造个性 IP、垂类矩阵账号差异化定位、通过

聚焦精细化人设定位实现快速布局赛道是公司的核心思路。时尚美妆、剧情，甚至

发现更多空白或者不拥挤的领域，利用数据分析精准吸引用户群，加强自身的竞争

力与影响力。截至目前，华星酷娱差异孵化的时尚美妆矩阵粉丝量已突破 8000 万，

精细化打造的剧情 IP 矩阵总粉丝量将近 7000 万。 

图88： 华星酷娱覆盖十六大垂类 

 

资料来源：实况网、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华星酷娱经营达人的思路是与其建立互为补位的良性合作关系，立人设、赋能、

续命。利用以公司 IP 制造能力、艺人达人经济管理能力，借助有效运营手段完成

达人的“账号续命”和“赋能提升”成为华星酷娱打造账号的核心。 

1、在达人“舒适圈”内进行精细化人设定位 

打华星酷娱旗下孵化的几十个美妆账号人设都各不相同，人设确立的标准是以

达人的性格特质为基准的，例如陈采尼本身是一个比较“刚”的直男，因此其人设

也一改常规美妆男博主主打的“姐妹”“闺蜜”人设，而是树立了“美妆老公”的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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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刀木熊先生”生活中是一个爱搞怪的小胖子，所以他在视频中通过一人分

饰两角的方式塑造了其吸睛美妆博主的人设；此外，还有说着一口长沙塑普的萌系

博主“嘟嘟的城堡”、自带时尚光环的高质时尚美妆博主“徐小仙儿”等，都是根

据他们本身的调性来确立适合自身的人设。 

图89： 华星酷娱对达人进行精细化人设定位 

 

资料来源：卡思数据、抖音、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2、与达人互相补位，共进退 

华星酷娱有一支高效运转的精炼部队。团队成员一部分来自于原公司的核心团

队，另一部分则来自于旗下达人。这些达人既可以兼顾多个工作环节；另一方面，

他们也最熟悉自己擅长什么、适合什么，可以更准确打造出适合自己的内容。在孵

化达人的模式上，华星酷娱在初期会采取多对一或一对一的形式，去帮助达人建立

一定的职业规范，但等到达人成熟后，公司就会“放手”，给达人足够的信任和空

间，让他们把控自己的创作方向。 

3、发挥自有优势，为达人赋能、续命 

公司发挥自己的强项、利用自己的各种资源优势最大化实现达人的需求，完成

账号的续命。这个过程中，公司会让达人摆正自己的心态，真正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图90： 华星酷娱达人乔万旭 

 

资料来源：卡思数据、和讯名家、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辐射多元化变现模式，不断提升商业运作能力。变现能力是体现 MCN 运作能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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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最直观的指标，华星酷娱在打造矩阵之初就以变现为导向，其商业变现版图的布

局能力极强。 

1、基于短视频属性的变现策略——广告 

华星酷娱在打造账号时会从粉丝男女比例、核心年龄层出发，让调性靠近商业

化，并遵循着“产品定制内容，而不是产品植入内容”的原则，力求推动品牌广告

效果的最大化。 

2、运作专栏节目，提高达人公信力 

当车老湿运营到一定阶段后，华星酷娱意识到抖音的汽车广告是有天花板的，

公司决定借助原本的 IP 运营优势，为车老湿打造一档专栏节目——《小乔驾到》。

与抖音里剧情化、接地气的表现方式不同，《小乔驾到》是一款专业性极强的车评

节目，公司不将车老湿未来的路子局限于短视频，而是希望不同平台的人设搭建将

他 IP 化，让他在汽车领域里的公信力更加强，这也会使得他的变现模式有了更多

可能性。 

图91： 华星酷娱节目《小乔驾到》 

 

资料来源：卡思数据、和讯名家、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3、为优质艺人达人经纪赋能 

华星酷娱早前沉淀出的资源优势和经纪能力为他们延伸出了一条很难被复制

的变现路，即为优质的艺人达人经纪赋能。如吴佳煜是碧欧泉的品牌好友、王老吉

的音乐计划发起人、陈采尼是某化妆品牌的代言人，此外，公司还有很多达人陆续

参演了主流影视剧。 

4、结合短视频逻辑开拓“短视频电商”之路 

2019 年 3 月，美妆红人陈采尼率先开始尝试短视频电商，3 月 29 日第一次上

新之日，通过抖音短视频，店铺内主推款四个小时售出 8000 单，首次上新后就在

3 月 30 日的日销榜上位居第二。而现在，陈采尼的每条主推产品视频基本都能带

动 10000 单的店铺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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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陈采尼带货能力强 

 

资料来源：卡思数据、和讯名家、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在电商具体的运营过程中，华星酷娱选择了优质的淘宝 TP 公司合作承接店铺

的运营工作，并通过达人亲测产品、美妆编辑基于用户反馈的严格筛选、TP 通过

市场导向的推荐三种方式来严格把控产品质量，并在日常内容、广告内容和电商内

容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 

3、 MCN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未来趋势 

在我们的广告营销 MCN 专题研究报告一《MCN 进击 KOL 出圈，网络红人完

善流量平台产业价值链》中，我们提到：5G 时代 MCN 打开内容和营销领域天花

板，加速了流量和内容变现，拓展了内容、版权和平台的商业边界，草根 IP 变现

已然走通验证 IP 变现模型。我们认为，MCN 从 WEB 文本等贴吧论坛时代到流媒

体主播时代，其逐步发展和成熟是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当下是持续验证模式和变

现的好时候。对传媒行业影响将会持续：MCN 进一步变革营销方式打开营销市场

空间；云游戏新趋势下，游戏品类的 MCN 或成为云游戏重要获客力量；头部网红

与明星在内容端聚合将成为主流；直播卖票已成为电影宣发的重要补充形式。 

通过我们进一步的调研和研究，我们认为 MCN 行业的出现和走红不会是昙花

一现，未来的 MCN 发展趋势会越来越明朗。就目前产业的发展阶段来看，我们认

为 MCN 行业仍处于发展的早期。我们认为整个产业链当中平台方受益较多，同时

MCN/KOL 有望在行业扩张和平台扩张持续性受益，未来 2-3 年有望持续高成长。 

 

3.1、 专业化和精细化分工趋势下 MCN 机构与 KOL 相互依存度高 

在专业化和精细化分工行业背景下，MCN 机构与主播的相互依存度高。目前

行业内的达人主播基本上都是签约到 MCN 机构的，有些原来是自由主播自己成立

了公司，比如薇娅及其所在的公司千寻，也有其他十几位头部主播。大部分主播都

是在专业的 MCN 机构中进行孵化，现在市场竞争激烈，主播靠自己直播出名比较

困难，必须依托一个 MCN 机构。MCN 机构要帮助其去做人设、挑选货品、分析

直播过程中产生的互动以及相关所有数据，还包括处理新的玩法、新的活动等一系

列辅助性工作。主播如果违约会面临较高的经济成本，违约成本很高。 

（1）平台价值和供应链资源：MCN 可以给主播创造价值，提高主播收入，而

主播只需要专心做好内容就行，无需分心去做其他的事情。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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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约绑定：一般 MCN 机构和主播签约会签两份合同，一份合同是员工

合同，一份合同是经济约合同，经济约合同时间非常长，5-8 年时间，因为机构前

期相对强势，培养主播要花很多精力和资源。一般情况下，合同里的违约条款会设

定较大的违约金额，将违约的成本增大来绑定主播。 

（3）数据沉淀：MCN 分析直播过程中产生的互动以及相关所有数据，通过日

积月累这笔数据资产对于直播带货具有很大的价值。MCN 成长于互联网，所有的

运营都可以基于数据进行调整优化。MCN 内部会有每天每月的数据、产量要求，

对下面 IP 矩阵和网红进行快速追踪，从而更好的变现。 

3.2、 KOL 终极形态会进一步演化成 KOL-Team，甚至演化成虚拟 KOL 

我们认为 KOL 并不是网红未来的终极形态，网红达人与明星艺人存在很多相

同点，本质上都是娱乐行业，未来 KOL-Team 和虚拟网红很可能是减少 MCN 对

超级头部的依赖程度。 

红人拥有流量，但是它的形态并不像一定是固定不变的，红人会有生老病死，

网红也有周期，会有履约风险，这也是市场上很多投资人对于大部分 MCN 机构的

估值的重要参考因素和疑虑点。通过我们的之前研究，我们发现 MCN 与艺人经纪

公司存在很多相同点。我们认为未来以下两种路径可以解决部分依赖。 

1、KOL 进化到未来的 KOL-Team。在超级头部明星最火爆的时候，行业大部

分经纪公司也会担心。一旦这个明星出现问题，公司青黄不接，新的小明星也顶不

上，因为所有的好的作词作曲，好的通告资源都在头部的明星手里。这跟今天的网

红情况相似度极高。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很多艺人经纪公司用团体来解决这个

问题，比如日韩 AKB48、少女时代，中国的 tfboys、SNH48 等，然后再配上练习

生体系，培养孵化更多的艺人。 

图93： AKB48  图94： 少女时代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2、KOL 进化到未来的虚拟 KOL。VRAR 等新技术催化下，未来不仅仅是在

场景端会技术突破，更重要的有可能会出现虚拟网红，如同洛天依走进大众一样。

这也是一些互联网经纪公司想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另一种途径，目前看无论在流量端

还是在内容端的效果还是显著的。所以，我们认为 KOL 进化到未来的虚拟 KOL

可能性极大，且不存在任何障碍，5 月 1 日，虚拟歌手洛天依、乐正绫直播卖货当

天，在短短 1 小时内，在线观看人数上升至 270 万，近 200 万人打赏互动，这说

明虚拟 KOL 进军带货带来的流量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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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 淘宝“云端动漫嘉年华活动”  图96： B 站跨年晚会 

 

 

 

资料来源：淘宝直播、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BILIBILI、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3.3、 供应链方和品牌方或将全面入局 MCN，自建 MCN 公司 

供应链方和品牌方目前都在准备策划开展、投资或者说以挖人挖团队的方式去

打造自己的 MCN 机构。供应链方和品牌方通过前期和 MCN 机构的合作，已经非

常清楚，未来红人趋势是必然的，而且效果非常好。未来电商特别是上新这件事情，

红人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性的角色。很多品牌，最有代表性的当然就是美妆

行业，根据搜狐新闻报道，2019 年完美日记成立 MCN 机构。 

未来每一个大品牌主，依然会外部采买红人流量，会采买一些 KOL 端的资产，

但是核心流量资产一定会自己想办法通过投资活自建的方式去拥有打造，从而防止

竞争对手先行一步，把核心流量资产给抢走。 

3.4、 MCN 和 KOL 融合新文创，开启多屏互动和多效合一时代 

站在品牌广告主的角度去看内容营销的诉求，直播带货相对其他渠道，是更高

转化的内容和更为合理的投放策略。对于 KOL 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内容创意本身，

把 KOL 理解成一个所谓的流量转化体，它主要负责两件事情，第一是制造消费场

景，第二是增加消费者的购物娱乐属性。从而引发更大的需求，同时在需求激发过

程当中，让消费者觉得花钱的同时获得快乐，完成更高的转化效果。 

头条目前广告大部分来自信息量流广告，达人这块目前占比很少，渗透率依然

低，未来增长空间巨大。从品牌广告主预算角度，预算增长很快，当然微信微博预

算不会降低，增量会从效果广告和传统媒体转移过来。 

手机连接直播带货与综艺，构建多屏互动生态。芒果 TV、小刀传媒、妙趣新

媒体联合出品的《来自手机的你》第一次将视频网站平台和淘宝直播平台联合的节

目，用大屏娱乐和小屏带货联动的方式播出，开创了综艺+直播的双屏综艺新模式。

芒果 TV利用平台资源，推进参与的品牌进行线上线下的联动，也让直播带货、明

星带货、综艺带货、IP带货、口碑带货达成了五效合一。截至 4月 30日，仅微博

端就有 10.8亿的阅读量，相关互动突破 46万，三次直播中的赞助品牌累计销售额

超过 7857万元，带货能力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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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7： 《来自手机的你》相关合作品牌  图98： 薇娅直播间总销售额 

 

 

 

资料来源：芒果 TV、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芒果 TV、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来自手机的你》引入薇娅作为主持人，从主播带货的角度切入，先搜集客户

诉求再制作综艺节目，同时进行每期配套直播卖货，做到电商带货与综艺内容的兼

容。我们认为，未来“综艺+电商”的融合将继续深入整个电商生态，进一步提高

销售转化率和用户粘性。 

3.5、 MCN 结合广电的内容、资源、人才优势，助力媒体融合转型 

从 2018 年下半年到 2019 年，央视、湖南娱乐频道、浙江卫视、长沙广电等均

在 MCN 领域上有所布局，无锡广电、浙江民生休闲频道等融媒体项目也具备了一

定的 MCN 形态。从媒体融合的角度而言，相对体制机制融合，广电 MCN 更是直

接涉及到人与平台的融合，是构建融媒体平台的更进一步的延伸，推动广电机构积

极转型。传统广电频道如湖南娱乐频道，MCN 已签约达人超 200 位，抖音粉丝破

亿，其他平台粉丝破千万，主要账号分布在泛娱乐、剧情、母婴、美妆四个垂类，

日更视频超 200 条。MCN 机构模式的出现给广电系媒体转型带来了新的机遇——

依靠自身独特的人力资源和高品质内容，围绕移动互联网用户进行内容生产、渠道

分发、产品设计。如果说以前原有的架构是“电视台”之下有“频道”、频道之下

有“栏目”和“节目”，而现在，作为内容播发平台，就是像抖音、快手这样的短

视频平台方对应的是电视台，频道对应的是 MCN，再往下，栏目和节目就会变成

账号。 

表32： 主要广电 MCN 

地方卫视 MCN 品牌项目 特点 

湖南娱乐  Drama TV 在母婴领域具备强大优势，集中多个育儿 KOL 

长沙广电 “千号计划” 
业务模式包括“短视频开发运营+头、腰部平台推广+影视娱

乐宣发+商业客户合作” 

黑龙江广电 龙广电 MCN 地区特色明显，着力打造迎合东北地区的内容 

浙江卫视 布噜文化 轻内容、快流量，以艺人和网红为核心 

成都广电 云上新视听 短视频为主，面向西南，主打音频、图文、内容电商 

济南广电 鹊华 MCN 

联合济南高校联盟打造“创新力培训计划”，通过专业运营，

多维度纵深发展，创建人才培训、IP 孵化、内容运营一站式

的整合营销体系 

无锡广电 “百室千端”项目 
项目涵盖了短视频生产发布、公益活动、电商运营、维权、

婚恋、亲子、体育、音乐、美妆等领域 

资料来源：传媒内参、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传统广电中大量有良好镜头表现力的主持人资源，成为转化 IP 的一大助力。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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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对于一些地市级平台来说，解决主持人闲臵问题的同时，可以实现另一形式的

创收。 

广电机构中原有的内容策划及制作的人员大多专业出身，或拥有丰富的实践经

验，更容易打造出具有大众吸引力和话题度的账号。广电机构 MCN 孵化 IP 可以

以“内容”为核心的频道 IP，可以开办新的自制垂直内容栏目，或将原本电视节目

切分放送至互联网平台，形成节目 IP。凭借以往 PGC 内容制作实力，更容易打造

出深入人心的大众账号。 

拥有广电背景的账号往往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关注度和认可度，再加上

原本组织机构的庞大的宣发渠道，打通传统广电与互联网运营之间的壁垒，成长难

度比一般账号小。也由于内容能够得到保障，更加受到深受监管困难之苦的平台方

的青睐。 

表33： 广电系节目主持人情况 

平台 主持人 节目类型 账号名 粉丝数 总获赞数 内容领域 

央视 

金龟子 少儿节目 金龟子 331.8 万 1181.1 万 生活日常 

尼格买提 综艺节目 尼格买提 9216 万 3527.2 万 生活日常 

月亮姐姐 少儿节目 月亮姐姐 498 万 2636.5 万 生活日常 

张丹丹 访谈节目 张丹丹的育儿经 192.1 万 462 万 母婴教育 

湖南广电 

晏维 娱乐节目 晏大小姐 vivi 428.3 万 3688.1 万 美妆时尚 

艾雪 购物节目 芒果主播雪儿妈 397.9 万 1727.8 万 母婴健身 

尚玥 经济节目 尚玥儿 387.7 万 2723.3 万 创意搞笑 

四川广电 刘羊漾 娱乐节目 主持人的日常 195.6 万 2030.3 万 创意搞笑 

浙江广电 

邓伟康 房产主持人 康康说房 160.7 万 529.2 万 房地产 

陈欢 综艺节目 陈欢 11 万 1.5 万 音乐类 

袁逸 综艺节目 miss 袁 68.1 万 708.9 万 创意搞笑 

高雯 综艺节目 高雯啊 4.4 万 23.9 万 创意类 

华少 综艺节目 Host 华少（抖音） 86.3 万 122.8 万 音乐类 

吴宁 娱乐节目 十月 13.7 万 104.2 万 生活日常 

黑龙江卫视 
袁哲 婚恋节目 红娘袁哲 162.4 万 1203.4 万 婚恋关系 

梁枫 娱乐芾目 梁枫 35 万 62.7 万 创意搞笑 

江苏电视台 
郭晓敏 访谈节目 晓敏（抖音） 25.2 万 54.8 万 生活日常 

孟非 婚恋节目 孟非（抖音） 557.3 万 1729.7 万 婚恋关系 

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百度百科、抖音、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从电视端到网络端，从电视主持人到网络 KOL，是传统广电在新时代下探索

生存方式的一项尝试。媒体融合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固定的形式，达成融合的

模式需要更多的探索。 

表34： 广电相对传统 MCN 的优势 

优势点  

丰富的主持人和内容资源 广电机构中优秀的主持人和内容资源丰富，利于传递内容，转化 IP 

专业的内容制作和把控 广电机构中专业的内容策划及制作人员能有效把控市场，打造话题度 

品牌背书 广电背书的账号能短时间获得大量关注和认可，宣发渠道也更广阔 

资料来源：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广电入局 MCN 的主要挑战：广电系普遍比较保守，入局进程较慢，体制机制

不够灵活。广电 MCN 机构运营还要面临消解公信力的风险，转型早期变现较少。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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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述优劣势比较分析，我们认为广电布局 MCN 机构机会大于挑战，是广

电转型融合的一个新的机遇，结合传统广电的平台、资源和品牌优势，MCN 进一

步赋能广电融媒体转型，重构广电广告业务的模式，从而为广电转型打开了新空间。 

3.6、 MCN 加速内容全球化，进一步打开变现空间 

MCN 加速内容出海，外国人也爱看中国的优质内容。不仅仅是李子柒，同样

还有其他达人在 YouTube 上获得了大量的粉丝和关注。国内 KOL 在海外走红内容

上拥有六大共性标签：突破语言壁垒，美食等高共鸣领域，中国烙印，独特创意，

视频制作精良，视听感官享受。在海外走红的 KOL 表演形式基本为默片，内容为

高共鸣领域比如美食，即使语言不通，外国人也依然喜欢他们的视频。在此以前，

YouTube 上基本没有鲜明中国文化的优质短视频，YouTube 多年发展，视频内容在

各个领域百花齐放，内容接近饱和，独特的中国符号在视频中被赋予了更深的内涵。

由于在海外独特的标签与先机的抢占，如“李子柒“IP 在国外知名度比国内更高。 

图99： 代表性达人 Youtube 粉丝  图100： 活跃在国内平台的部分国外达人 

 

 

 

资料来源：《2020 内容创作发展趋势报告》、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2020 内容创作发展趋势报告》、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图101： 海外走红达人标签  图102： 李子柒热度不断上升 

 

 

 

资料来源：《2020 年内容产业年度报告》、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2020 年内容产业年度报告》、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不同肤色与国籍的外国人出现在国内各大平台上成为中国网红，创作内容并获

取关注与收益。相比国内原生网红孵化，外国脸带来的新鲜感，拥有内容持续创作

能力，并且自带流量与 IP 的成熟网红引入中国市场更具优势。随着 YouTube 的衰

落，迁移中国市场的外国网红或将增加。美国网红“巴哥 Bart“搬到中国之前，

HBO 和 VICE 新闻为他拍摄了一部微纪录片《Bart Baker 离开 YouTube：去中文互

联网开疆拓土》，在短片中提到，由于 YouTube 算法和广告展示形式调整，不少头

部博主大受影响，流量焦虑直接导致收益焦虑，巴哥入驻抖音后的第十个月，其粉

丝突破 1000 万，成为第二个抖音上粉丝破千万的外国人。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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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入驻中国的外国网红情况 

 

资料来源：艾媒咨询、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4、 投资建议：跳出 MCN , 把握新流量下人货场的投资机会 

维持看好 2020 传媒整体机会，把握 MCN 补充模型后的“明星/网红-内容/版

权-流量/流媒体平台-商业变现”的传媒互联网投资机会。 

MCN 的崛起得到了上市公司的广泛关注，文化传媒、互联网和通信等领域的

上市公司开始布局 MCN 业务，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布局 MCN 业务或者是直接并

购 MCN 公司。 

表35： 重点上市公司布局 MCN 业务概览 

领域 名称 方式 MCN 公司和业务相关信息 代表网红 

文化传媒 

芒果超媒 自建 
广电 MCN 先行者，公司关联的芒果文创积极投了微念科技，公司推出

大芒计划，超绝红人+超绝带货双箭齐发增加变现方式 
张丹丹育儿经 

中广天择 自建 

公司与快手合作，积极布局新媒体短视频领域，打造“千号计划”，

搭建中广天择 MCN 平台。从 2018 年的 7 个账号扩充到 2019 年的 17

个账号，全网粉丝数从 842.8 万猛增至 2027.1 万，点赞 1.35 亿，总播

放量超过 30 亿 

疯狂特效师、晏大小姐 vivi 

三五互联 100%并购 

收购上海婉锐（网星梦工厂）进军 MCN，业绩承诺三年归母净利润 2

亿元。淘宝联盟推出的 2019 年双 11 站外达人机构 TOP 榜单上，

上海婉锐“网星梦工厂”获得 第一名 

@韩 41【大石桥联盟】、

@Misaya 若风、@熊吱吱

finfin、@lam 方美丽同学 

元隆雅图 控股 

公司控股谦玛网络，布局杭州仟美，基于达人的整合与策划，进行品

类对接，促成销售。2019 年底至今两个多月时间重心放在 KOL 的寻找、

签约、孵化；已经签约 3000 多万粉丝的账号 

/ 

星期六 控股 

收购专业 MCN 运营机构遥望网络 89%股权，布局淘宝明星直播带货。

子公司遥望网络是国内较早把明星引入淘宝直播等平台的专业 MCN

运营机构之一，截至 19 年 12 月，已累积签约孵化网红/达人 50 多位及

明星 8 位，短视频平台全网粉丝量约 1.5 亿，累计播放量 100 亿+ 

王祖蓝 

引力传媒 直播合作 
2019 年第四季度开始布局短视频商业化及 MCN。2019 年 11 月 4 日，

引力传媒宣布与快手短视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就短视频内容
/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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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发、生产、运营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尤其是广电电视媒体平台

及资源的短视频化领域 

新文化 合作 签约美 One 李佳琪，进军 MCN 行业具有流量优势 李佳琦 

众应互联 控股 

5 月 24 日公司与元纯传媒签订增资协议，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成为元

纯传媒股东并持有标的公司 22.39%股权。元纯传媒目前签约网红 3000

多人，专注电商领域。商务合作红人达 7 万人。 

/ 

华扬联众 自建+合作 

公司 2019 年已开始布局短视频商业化和 MCN 营销业务，与行业内头

部 MCN 机构保持合作关系并且签约部分腰部网红，同时帮助部分品牌

运营电商代运营相关业务 

/ 

如涵控股 自建 

公司除孵化及推广外继续深耕行业内容生产。2020 财年前三季度净收

入 10.7 亿元，同比增长 25%，经调整的归母净利润 189 万元，实现扭

亏为盈。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签长约的红人人数达到 159 人，

在社交平台上的累积粉丝数量超过 2 亿。在 2017 财年和 2018 财年以

及 2019 财年前三个季度分别在各种电子商务平台上出售人民币 12 亿

元，人民币 20 亿元和人民币 22 亿元的总 GMV 

张大奕 

电商 

南极电商 自建 

公司有网红品牌业务，即 PONY 项目；2019 年 12 月，开始孵化和签

约优质网红达人。2019 年，南极人旗下子公司时间互联正在加快布局

MCN 公司 

PONY 

壹网壹创 合作 

壹网壹创深耕美妆电商服务商龙头公司深耕美妆电服务，为百雀羚、

Olay 等国内外知名美妆品牌提供品牌策划、产品设计、客户服务、销

售、仓储物流等线上一体化服务 

/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各公司官网、百度新闻、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表36： 其他上市公司布局 MCN 业务概览  

领域 名称 方式 MCN 公司和业务相关信息 代表网红 

文化传媒 

电魂网络 控股 
电魂网络通过子公司杭州电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pre-A

轮投资大鹅文化，目前占股比例为 6.72% 

企鹅电竞一哥韩跑跑、王者第一

李白耀神，动物主播浣熊君、小

潮 

利欧股份 自建+合作 

利欧数字的团队已经孵化出 6 个账号，并且在投放方面，

利欧数字与今日头条以及抖音平台达成合作关系，成立

专业 MCN 团队，利用其在大数据、AI 上的优势，分析

粉丝偏好来知道网红进行内容生产、产品推介 

/ 

天龙集团 合资 

2020 年 1 月 6 日，天龙集团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拟合资设立垂直 MCN 网红公

司，暂命名：北京快道传媒 

/ 

浙数文化 自建 公司依托于旗下战旗 TV，专注于电竞相关 MCN 打造 / 

麦达数字 合作 为客户提供网红直播带货的相关服务 / 

思美传媒 合资成立公司 
思美传媒与浙江卫视新蓝网络成立了 MCN 机构布噜文

化，旗下整合了 500 多个账号，并开始发力短剧 
虎哥说车 

互联网 

汉鼎宇佑 签约 

2019 年 7 月，汉鼎宇佑旗下子公司宇佑文化签约淘宝直

播平台头部直播平台头部主播陈洁 KIKI，以及综艺明星

杨迪 

陈洁 KIKI，杨迪 

数知科技 自建 
数知科技旗下子公司中易电通 DIM 平台整合了 MCN、

SSP、DSP、CDP 等人工智能大数据 
/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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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名称 方式 MCN 公司和业务相关信息 代表网红 

万兴科技 自建 

10 多年前万兴科技在海外推出一款视频编辑器，后来

2015 年改名为 Filmora，不到三年内，用户超过 1 亿；2017

年，这款工具正式转向国内，名为万兴神剪手；2019 年

瞄准年轻 VLOG 市场，更名为喵影工场 

/ 

中昌数据 控股 
子公司云克网络为 Google 和 Linkedin 的代理商；同时也

是 Facebook、Twitter、Bing 等的全球主流媒体的服务商 
/ 

通信 立昂技术 控股 

立昂科技旗下全资子公司沃驰科技 2018 年 7 月投资了

MCN 品牌青橙玩家的母公司温州慷璐。2019 年 5 月，立

昂技术再次对该 MCN 公司增资 

胡桃佳子、蓝诗词、王十六很 6 

纺织服装 

梦洁股份 合作 
5 月 11 日，梦洁股份与谦寻文化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与

薇娅在消费者反馈以及薇娅肖像权等方面开展合作 
/ 

日出东方 参股 A 股市场上唯一一家参股快手的上市公司 / 

柏堡龙 
投资 20%潮人智

能科技 

2020 年 1 月，柏堡龙宣布将在武汉纺织大学设立“柏堡

龙网红直播实训基地，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基地”，进

行网红主播培训及实训 

/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各公司官网、百度新闻、新时代证券研究所整理 

 

直接受益于直播带货的公司：造星能力强开展大芒计划且有流量平台的芒果超

媒（300413.SZ）、具有供应链积累，发展直播带货的东方明珠（600637.SH）、优质

流量平台值得买（300785.SZ）、星期六、壹网壹创 、国联股份等； 

营销服务公司：率先完成 MCN 布局的元隆雅图（002878.SZ），携内容基因和

人才资源优势的中广天择（603721.SH），华扬联众、新文化、天下秀等； 

直播电商产业链及流量平台：阿里巴巴、拼多多、京东 、抖音、快手、哔哩

哔哩、小红书等。 

表37： 相关公司估值水平比较（截至时间：2020 年 5 月 27 日收盘价） 

代码 证券简称 总市值(亿元) 流通市值(亿元) 
市盈率 PE 市净率

PB(MRQ) TTM 20E 21E 

300413.SZ 芒果超媒* 891.97 891.97 73.22 58.94 48.64 9.63 

603721.SH 中广天择* 30.89 30.89 150.00 67.89 56.57 5.76 

002878.SZ 元隆雅图* 43.50 43.50 39.91 26.28 20.35 6.06 

002291.SZ 星期六 166.60 166.60 209.13 56.71 29.98 5.04 

300785.SZ 值得买 95.46 95.46 79.63 63.95 51.70 12.40 

300792.SZ 壹网壹创 276.38 276.38 118.12 86.31 61.24 22.18 

600637.SH 东方明珠* 302.87 302.87 17.14 14.54 13.24 1.04 

603825.SH 华扬联众 60.14 60.14 29.29 20.15 14.57 3.56 

002127.SZ 南极电商 470.60 470.60 38.81 30.73 24.15 9.42 

603888.SH 新华网* 115.54 115.54 60.14 37.73 33.73 3.98 

603000.SH 人民网 209.86 209.86 62.37 49.61 41.23 6.62 

603598.SH 引力传媒 36.75 36.75 -17.42 -  -  10.28 

300336.SZ 新文化 43.54 43.54 -4.45 -  -  2.17 

002131.SZ 利欧股份 262.76 262.76 101.06 -  -  3.16 

002776.SZ 柏堡龙 38.20 38.20 24.74 -  -  1.54 

资料来源：wind、新时代证券研究所，（带*为新时代传媒行业覆盖标的，其余公司均采用 wind 一致预期，市值为报告日市值,5 月 27 日收盘价）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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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提示 

竞争加剧、合规问题、产品质量、盈利下滑等风险。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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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已于2017年7月1日

起正式实施。根据上述规定，新时代证券评定此研报的风险等级为R3（中风险），因此通过公共平台推送的研报其

适用的投资者类别仅限定为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若您并非专业投资者及风险

承受能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请取消阅读，请勿收藏、接收或使用本研报中的任何信息。 

因此受限于访问权限的设臵，若给您造成不便，烦请见谅！感谢您给予的理解与配合。 

分析师声明 

负责准备本报告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在此保证，本研究报告中关于任何发行商或证券

所发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分析人员的个人观点。负责准备本报告的分析师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的质量和准

确性、客户的反馈、竞争性因素以及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收益。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保证他们报

酬的任何一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具体的推荐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分析师介绍 
 

胡皓，传媒互联网行业首席分析师，擅长自上而下把握行业性机会，探究传媒行业现象本质。2009 年 4 月加

盟光大证券研究所，期间曾获 2010 年新财富钢铁行业金牌分析师排名第五，2011 年加盟银河证券，2012、2014 年

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第四名，2015 年转型传媒，原银河证券传媒互联网行业首席分析师。 
 

投资评级说明 

新时代证券行业评级体系：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 未来6－12个月，预计该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 

中性： 未来6－12个月，预计该行业指数表现基本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持平。 

回避： 未来6－12个月，预计该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 

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 

 

新时代证券公司评级体系：强烈推荐、推荐、中性、回避 

强烈推荐： 未来6－12个月，预计该公司股价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涨幅在20%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推荐： 未来6－12个月，预计该公司股价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5%－20%。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 未来6－12个月，预计该公司股价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变动幅度介于-5%－5%。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 未来6－12个月，预计该公司股价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跌幅在5%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

模型均有其局限性，估值结果不保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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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批复，已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由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证券）向其机构或个人客户（以下简称客户）提供，无意针对或意图违反任

何地区、国家、城市或其它法律管辖区域内的法律法规。 

新时代证券无需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本报告是发送给新时代证券客户的，属于机密材料，只有新时代证券客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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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视为投资决策的唯一依据而取代个人的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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