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E-mail:ouli@pdtimes.com.cn 责任编辑/欧莉 美编/黄辰毅 2015.9.17

LIVE&WORK 在园区

喜马拉雅FM覆盖率居移动音频首位
率先在行业内提出PUGC生态战略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为了让公众更好地了解汽车安全

技术发展成果和趋势，上汽通用汽车

将于 9月 19日举办“360度安全不断进

化——安全科技体验营”活动，20位从

报名者中抽选出的嘉宾将获邀探访泛

亚汽车技术中心，并亲身体验上汽通用

汽车全方位的智能安全科技。

上汽通用汽车方面介绍，在这次

“安全科技体验营”活动中，泛亚汽车技

术中心的资深工程师将会向来宾深入

介绍汽车安全技术、知识以及当前国际

最前沿的智能安全科技和发展趋势。

同时，来宾将在泛亚汽车技术中心参观

到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整车安全试验

室，了解覆盖当今全球主流安全法规的

试验内容，以及各类高科技碰撞实验设

施。

在此基础上，来宾们还将亲身试驾

上汽通用汽车旗下别克、雪佛兰和凯迪

拉克的最新车型，通过特别设计的试驾

项目，体验 ACC 全车速自适应巡航、

CMB碰撞缓解和APA自动泊车等多项

技术，直接感受在各种安全风险和复杂

道路环境下，智能安全科技能够为车主

带来的“安全感”。

据悉，此次“安全科技体验营”活动

是继 2014年“上汽通用汽车开放日”之

后，泛亚汽车技术中心第二次向公众开

放。通过走进上汽通用汽车的核心研

发机构，与专业工程师们面对面交流沟

通，公众不仅可以近距离接触当前安全

技术研发最前沿，领略科技的魅力，同

时也将进一步加深对上汽通用汽车设

计研发与产品品质的了解。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记者日前从诚品生活获悉，其与华

润置地于近期签订了相关合作协议，“诚

品生活”将入驻华润置地位于深圳南山

的华润城“万象天地”项目，深圳“诚品生

活”项目总经营面积逾 3万平方米，这也

是“诚品生活”继在苏州工业园区、上海

浦东陆家嘴布局后的又一个动作。

据了解，深圳南山华润城“万象天

地”总建筑面积达 24万平方米，以“最具

体验感的国际化社交、休闲、消费、创作

天地”为定位，呈现“MALL+街区”的形

态。其中“诚品生活”项目的运营面积超

过 3万平方米，最快将于 2017年下半年

对外开业。

诚品创办人吴清友对此表示，“诚品

生活”本着“人文、艺术、创意、生活”的创

立初衷，聚焦经营文化创意经济平台，持

续传递品牌所关注的人文关怀和创意精

神。未来，诚品将从苏州、上海到深圳，

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从华东到华南继续

拓展，致力于将“诚品生活”作为诚品品

牌在大陆地区的首要业务。

记者了解到，目前诚品在大陆地区

共开设有三家店铺，其中大陆首家旗舰

店“诚品生活苏州”将于今年11月在苏州

工业园区金鸡湖畔对外营业，该项目整

体规划为两栋塔楼和三层裙房商业，系

地标型复合式文化商业综合体。

而位于上海浦东的“诚品生活上海

中心”则计划于 2016年春季正式运营。

“诚品生活上海中心”项目位于上海中心

大楼的 52层、3层及B1层，营业面积约

6500平方米，为顾客提供商品展售和文

创服务，运作方式主要以文化品牌撬动

商业地产，通过租用黄金地段商业面积，

再以后续分租形式盈利。

事实上，为扩大大陆市场，诚品集团

此前已成立大陆项目小组，并陆续考察

了杭州、深圳、南京、广州等多个城市。

资料显示，诚品书店为台湾大型连

锁书店之一，由吴清友于1989年创办，目

前已发展为包含人文书店、文创平台、专

业画廊、艺文展演、餐旅食尚、艺文旅馆、

人文住宅、诚品文化艺术基金会等多种

经营业态的代表性文化创意企业。截至

目前，诚品于台湾、香港两地共有43个营

业据点和一家网络书店，每年举办逾

5000 场艺文表演，吸引来自世界各地

1.44亿人次造访。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日前，权威第三方移动数据平台

TalkingData发布了《2015移动音乐应用行

业报告》，《报告》对国内电台类移动音乐

类应用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位于浦东的

喜马拉雅FM以45%的覆盖量居同类应用

首位。

《报告》中提出，目前国内移动音乐应

用用户规模达到8.6亿，在移动互联网的渗

透率为71.7%。其中，电台类移动音乐应用

仅次于酷狗音乐、QQ音乐等综合音乐平

台，位居移动音乐各细分领域第二位。

作为电台类移动音乐中的 TOP1 应

用，喜马拉雅 FM在 2015年 1-7月间的用

户覆盖量快速提升，7 月份已高达 45%。

据喜马拉雅FM方面称，目前喜马拉雅FM

总用户数已突破 1.8亿，月活跃用户达到

4500万，平台内拥有 340万名主播，其中

包括 6万名认证主播和 5000名声音大V，

各项数据均在同类应用中排名第一。

分析人士称，目前国内移动电台竞争

格局已基本趋于稳定，处于龙头地位的喜

马拉雅FM优势明显。

《报告》还指出，喜马拉雅 FM和蜻蜓

FM分别以29.1%和18.5%的用户启动频率

位居第一位和第二位，远高于其他移动互

联网电台应用。在电台用户使用时长方

面，喜马拉雅 FM以 31.3%高居榜首，而蜻

蜓FM则以17.7%位居第二位。

另根据易观智库 7月份发布的《中国

移动电台市场专题研究报告 2015》显示，

在用户启动频率和使用时长两项数据上，

喜马拉雅 FM均位列第一，且领先第二名

50%以上。

移动互联网的深入发展，一大批碎片化

生活场景应用随之产生，而伴随性媒体的移

动音频也迎来大爆发。公开资料显示，成立

三年以来，喜马拉雅FM已完成两轮融资，A
轮融资1150万美元、B轮融资5000万美元，

预估市值已超过30亿元人民币。

事实上，喜马拉雅 FM所取得的领先

优势，与其独特的发展战略密不可分。据

介绍，喜马拉雅 FM 率先在行业内提出

PUGC生态战略，内容生产以“UGC（用户

生成内容）+PGC（专业制作内容）+独家

版权”组成，同时打通产业上下游形成完

整的音频生态链，这为“草根”主播和自媒

体人建立了一整套集挖掘、培养、孵化、商

业化于一体的服务，也让喜马拉雅 FM成

为了主播孵化平台。

喜马拉雅 FM市场总监张永昶表示，

喜马拉雅FM目前已与市面上 9家一线图

书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拥有 70%有声书

改编权。此外，今年7月，喜马拉雅FM还

引入阅文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签署独家

版权合作，由此在网络文学的市场份额上

形成绝对垄断地位。

不仅如此，今年 6月，喜马拉雅FM还

推出了“全球华语播客巅峰榜”，打造国内

首个专注于创新音频节目制播团队投资

和孵化的基金会——声音工场，首批募集

1亿元基金用于孵化有声创业团队。

业内人士分析，在“互联网+”的创新

大环境下，移动网络电台无疑已经到了一

个风口，仅有声书就被认为具有3000亿元

市场空间，未来移动音频市场的价值亟待

开发，而行业排位也将在近几年中明确。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沪江旗下子品牌沪江网校正

式启用品牌新 LOGO。新 LOGO以“树

苗”为原型，在沪江整体品牌识别的绿白

相间的色调及对话气泡的图形的基础

上，经过抽象化处理。

沪江高级副总裁唐红浙表示，沪江

网校作为沪江旗下重要的子品牌，需要

和公司保持整体风格、品牌识别的统

一，“沪江网校通过 LOGO 焕新统一并

提升了各终端产品的识别度和体验

感”。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 LOGO焕新也

是沪江网校今年一个发展的重要里程

碑。2015年，沪江对业务做减法，全方位

梳理了自身业务架构、生态系统及企业

形象识别，同年 4月，更是对外宣布新战

略并确立了四大业务体系。其中，沪江

网校承担着沪江实现平台化和移动化两

大战略目标的重要使命。

“为了适应沪江整体战略发展，从今

年 4月以来，子品牌沪江网校在版权合

作、课程品类及教研实力等多方面都已

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唐红浙说道。

据悉，今年以来，沪江积极与国际国

内出版巨擘达成出版合作，从源头不断

为子品牌沪江网校输送优质的教育资

源，截至 2015年 8月，麦格劳-希尔教育

集团、哈珀·柯林斯集团、圣智学习集团、

美国开普兰教育集团、牛津大学出版社、

剑桥大学出版社等近 500家机构和 2000
多位名师展开了深度合作。据悉，目前

沪江网校平台上已拥有超过1000门的优

质精品在线课程，内容包含语言、留学、

升学、职场等多领域。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日前，腾讯集团旗下腾讯视频企鹅

影业宣布成立，未来企鹅影业每年将投

资10-15部电影，并计划拍摄8部自制网

络剧，其中包括目前备受关注的知名 IP
《鬼吹灯》。相关负责人透露，《鬼吹灯》

的特效将全面赶超《盗墓笔记》，每集的

投资高达500万元。

据了解，新成立的企鹅影业将在网

络剧、电影投资、艺人经纪三大核心业务

上发力，目前参投的电影有《夏洛特烦

恼》、《小门神》、《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

《无问西东》、《谋杀似水年华》等，预计票

房高达 200 亿元。而在企鹅影业成立

前，腾讯已参投的电影就包括《捉妖记》、

《天将雄师》、《钟馗伏魔》、《失孤》、《栀子

花开》等 10多部电影在内，累计票房已

经超过45亿元。

记者了解到，企鹅影业还宣布将开

发原创 IP《九州·天空城》，由导演过《民

兵葛二蛋》、《红色》两部作品的导演杨磊

执导。

上汽通用汽车安全
科技体验营启动

企鹅影业成立
筹拍《鬼吹灯》网剧

台湾诚品携手华润置地进军深圳
诚品生活上海中心将于2016年春季营业

沪江网校统一标识启用新LOGO

张江178名白领
购得临港限价房

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喜马拉雅FM创立了国内首个有声书展，利用其拥有的百万有声图书库，打造声音图书馆，让读者们通过听书的方式，感受书香。 □东方IC/供图

■见习记者 卢晓川 浦东报道

9月 15日，优谈旗下人鱼线减肥神

器 APP 宣布与三全鲜食达成战略合

作，共同打造健康瘦身理念的人鱼瘦

身餐。

预计下月初，双方联合研发的“人鱼

线瘦身三全鲜食”会在人鱼线减肥神器

APP与三全鲜食APP上线。与此同时，

业内首次创新的人鱼线瘦身塑形媒体体

验班也正式启动。

据悉，三全鲜食作为国内领先的生

鲜食品供应商，致力于打造“低油低盐”

的就餐方式，而这一点与人鱼线所提倡

的“营养均衡、健康瘦身”不谋而合。人

鱼线运用平台强大的专业营养师资源和

数万人减肥成功的大数据，结合三全鲜

食所引进的低温冷藏等技术，强强联手

定制健康营养的人鱼瘦身餐，并在三全

鲜食的“FUNBOX鲜食贩卖机”中全面

上线。将来，那些拥有瘦身需求的忙碌

白领、产后妈妈等都能够通过人鱼线

APP及三全鲜食APP一键下单。

人鱼线携三全鲜食
共同定制健康饮食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韬图动漫的吴先生顺利完成

了第二期临港限价商品房的合同签署。

在本次限价商品房销售中，还有 177位

与吴先生一样的“幸运儿”。

限价商品房也称“双定双限”房，即

在特定区域内建设、面向特定条件对象

配售，并限定销售价格、限定交易转让的

特殊供应住房，带有保障性质。临港新

城限价商品房项目，是上海首个限价商

品房项目，是浦东临港地区为吸引和留

住人才所采取的特殊措施，也是上海市

委市政府在保障房建设中的一个全新探

索。

据悉，在第二期限价商品房分配方

案中，张江高科技园区分配到了 179套

房源。今年 8月，张江高科技园区管理

委员会科技创新处组织经公证摇号排序

产生的216位选房人赴临港城投大厦参

加现场选房。除有一套因户型原因未被

选中外，其余房源被张江园区的 178位

申请人如愿购买。

据了解，为保障此项工作顺利推进，

管委会科创处抽调相关人员组成了专项

工作小组，来自张江集团、康桥集团、国

际医学园区集团范围内的近 200 家企

业、单位提交申请，受理申请材料 4000
余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