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6 市场消费 2018年3月14日星期三
责任编辑高彩云 美术编辑翁浩强

联系我们 qnbzkb@163.com

■资讯

WeWork与芝麻
信用宣布合作

3月12日，办公空间、互动
社区及服务商WeWork宣布与蚂
蚁金服旗下芝麻信用达成合作，
推出首个信用免押办公社区。
据悉，该举措针对WeWork会员企
业，推出一系列押金优惠减免政
策和软硬件增值服务。今后，中
国的企业和创新者，只要芝麻经
营信用分达到1350分，即有机
会享受WeWork会员押金免减、信
用金融等一系列企业配套服务。

据介绍，在首次合作中，
WeWork将全面引入芝麻企业信
用服务，只要芝麻经营信用分达
到1350分以上，无论是创业企
业，中小型公司，或者是大型企
业会员，即有机会享受WeWork会
员押金减半或减免服务。同时，
通过芝麻企业信用服务，申请云
计算、智能办公、信用金融等一
系列服务，最大限度降低企业办
公运营成本。此外，还可以使用
芝麻信用的可信电子合约，简化
了签约和认证过程。

WeWork大中华区总经理艾
铁成表示：“通过合作，我们可以
有效降低企业办公投入成本，简
化办公空间入驻审核流程，打造
一系列从金融财务到企业网络
等芝麻信用生态圈的便捷服务，
进一步建立起WeWork始终推崇
的更人性化工作和生活方式。”

青年报 王娟

ifc商场举办
春夏包款预览

近日，由新鸿基地产发展
的上海ifc商场举办18年春夏
高级限定包款预览。此次呈现
的品牌，不乏多款全球限量包
款，其中包括以繁复花纹焕发全
新品牌形象的古驰；融合传统与
创意的意大利品牌华伦天奴；深
受名流钟爱充满西西里风情的
多喜佳伴纳；西班牙百年皮具奢
华品牌罗意威；设计鲜明具有独
特的美感的意大利先锋艺术品
牌范思哲。

新鸿基地产(中国)执行董
事冯秀炎表示：“上海ifc商场汇
聚逾240间世界一线品牌，其中
一成半为首次登陆中国内地，四
成首度进驻上海，包括：全球单
层最大路易威登旗舰店、经典顶
级奢侈品牌香奈儿、以贵族式的
设计优雅传统典范爱马仕、华丽
高雅的克里斯汀迪奥、时尚趋势
引领者普拉达、意大利著名服装
品牌缪缪全新概念旗舰店、思琳
全球最新风格概念店、华伦天奴
全新双层旗舰店等。上海ifc商
场在缔造奢华品味的同时不断
推陈出新，聚焦年轻新世代贵族
日益提升的消费需求，引入尖端
潮流时尚品牌：巴尔曼、罗意威、
汤姆·布朗等，为上海ifc商场开
启潮流新风尚。”

青年报 王娟

青年报 王霞

近日，搜狗宣布其人工智
能战略性产品——搜狗旅行翻
译宝落地。该款翻译硬件结合
搜狗神经网络机器翻译、语音
识别、图像识别等多项技术，不
仅支持语音、图像翻译等多种
翻译模式，还提供中英日韩俄
德等18种语言互译，精准定位
出境游人群。

据悉，该产品于3月12日
在京东首发，售价1498元，“专
注解决人们在出境交流中的语
言障碍问题”。机身采用整块

铝板数控机床切削成型，强度
高、总量轻、手感佳，3.1寸触摸
交互屏可帮助用户完成更直
接、高效的沟通。

一方面，在使用语音翻译
时，屏幕将实时显示语音识别
文字与翻译内容。在一些紧急
的情况下，比如赶飞机时问路，
不用等翻译后的语音播报，对
方就可以直接通过文字了解信
息，并予以回复，极大地缩减了
沟通时间，从而高效对话。此
外，通过屏幕上显示的文字，用
户也可以检查机器是否准确识
别，避免因语音识别出错造成

的翻译错误。
另一方面，搜狗旅行翻译

宝还搭载了最新的OCR拍照翻
译技术，能随时将拍摄的照片
中的外语内容，如路牌、菜单、
说明书等，翻译为中文。3.1
寸触摸交互屏可以清晰地将
拍照翻译的内容进行展示，并
支持图片放大缩小。极大地
简化了输入的过程，让看不
懂、不会说的人，也能一键解
决翻译难题。

与此同时，人们在境外游
时，有大量的翻译需求发生
在飞机、地铁等网络信号差

的环境中，因此该款产品还
搭载了中英离线翻译功能，
在没有任何网络的时候也能
实现语音、实景拍照翻译功
能。

目前，搜狗旅行翻译宝可
支持包括中文、英语、日语、韩
语、泰语、法语、阿拉伯等在内
的多达18种语言的互译，覆盖
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
效 缓 解 语 言 沟 通 不 畅 的 难
题。用户只需在语言栏选择
需要转化的语种，即可进行语
音输入，机器将同步进行语音
识别并翻译。

在近期公布的陌陌2017年
第4季度及全年未经审计的财
务业绩报告中，其全年净营收达
13.183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38%。其中第4季度净营收达
3.864亿美元，同比增长57%。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最后1
个季度，陌陌的直播业务依然保
持了稳定的增长势头，营收达
3.28亿美元，占全季度3.864亿美
元的营收的约85%。与此同时，直
播服务的付费用户达 430 万，
ARPPU值高达76.3美元。其余包
括会员服务及虚拟礼物服务在内
的增值服务、移动营销业务及移
动游戏分别贡献营收2940万美
元、2180万美元和690万美元。

这意味着，陌陌的商业变现
能力正稳步增长。

“很高兴四季度取得了可喜
的业绩，为2017年完美收官。”
陌陌董事长兼CEO唐岩对财报
数字表示满意，并指出，前几个
季度推出的各项举措已经初见
成效，“随着用户留存率和活跃
度的提升，陌陌月活用户实现持
续增长，这说明我们产品持续优

化推新的战略和不断丰富内容
的策略是有效的，同时新获客系
统的上线也取得了成效。”

截至2017年12月底，陌陌
月活用户达到9910万，同比增
长22%，较上季度净增470万，创
下历史新高。财报还显示，2017
年全年归属于陌陌的净利润为
3.682亿美元，其中4季度净利
润为1.1亿美元，持续3年盈利。

就在今年2月，陌陌曾宣布
与探探公司及其全部股东达成
最终协议，将以向探探发行股票
及现金的方式收购探探100%股
权，对价包括约265万股的ADS
及约6亿美元现金。此收购案
预计在2018年第二季度完成。

一盘关于产品线和品牌组
合的棋正在陌陌迅速展开。4季
度，陌陌对才艺表演类直播内容
进行升级，推动内容质量的提升
和多样性的发展。同时，针对平
台内大量长尾直播间的用户进一
步扩展语音直播的应用场景，音
视频聊天及社交小游戏等新玩法
有效降低了普通用户对流媒体技
术实现社交互动的进入门槛。

陌陌直播传喜报 虎牙斗鱼获垂青

直播平台持续高温或入“收割季”
在经历了过去两年

的疯狂生长，直播依旧顽
强地占据着互联网领域
高速增长的关键位置。

在 陌 陌 公 布 的
2017全年及4季度营收
财报中，直播在最后 1
个 季 度 的 贡 献 高 达
85%；无独有偶，虎牙直
播也于近期宣布已开始
赴美 IPO进程，并与斗
鱼直播双双获得来自腾
讯的大手笔注资。未来
一段时间内，直播行业
或将进入“收割季”。

青年报 王霞

搜狗旅行翻译“落地”支持离线及拍照翻译

几乎在同时，游戏直播领域
也在一夜之间确定了下半场的
格局--腾讯分别以6.3亿美金
（约合40亿元人民币）和4.6亿
美金（约合29亿元人民币）独家
投资了斗鱼直播和虎牙直播，而
且是在同一天。

“游戏直播已经没有下半场
了。腾讯几乎把整条赛道都占
据了，非常彻底。”两个势不两立
的对手1天之内忽然变成“同门
师兄弟”，令业内一片唏嘘。此
前，腾讯曾多次投资斗鱼直播，
但注资虎牙直播尚属首次。

就在腾讯宣布注资虎牙的
前两天（3月6日），虎牙直播母
公司欢聚时代发布了截至 12
月 31 日的 2017 财年第 4 季度
及全年未经审计财报，并在财
报中透露，虎牙直播已向美国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秘密提
交了IPO申请文件。这也是欢
聚时代首次披露虎牙直播 IPO
进程，“一旦虎牙成功上市，它
将成为中国首家单独上市的游
戏直播平台”。

短视频或许正在迎来其光

明时代。
陌陌公布的财报中显示，随

着短视频的崛起，基于视频形态
的、与品牌联合打造的原生广告
也越来越受到市场的青睐，并明
显带动了其移动营销业务收入
的增长：第4季度陌陌移动营销
业务营收达2180万美元，eCPM
及广告曝光量较3季度均有显
著增长，“其中主要是广告主需
求的增长。”

“现在短视频非常火，我们
也想做一做，包括直播。”腾讯董
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
在3月 7日的一次公开采访中
曾表示，短视频是与社交网结合
的一个便捷节点。这一做，游戏
直播行业径直进入了“腾讯半
场”。

来自艾瑞咨询近期的报告
认为，2017年至今是直播行业
的成熟期，市场逐渐趋于理性，
平台盈利需求变强，游戏直播平
台进入精细化运营阶段，预计整
体市场规模将在 2018 年超过
30亿元人民币，增长速度达到
19.1%。

陌陌新季报“直播贡献近85%” 游戏直播进入“腾讯半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