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码布局生产平台

虚拟数字人商业化进程提速

本报记者 彭思雨

日前，多家科技企业发布虚拟数字人生产平台，抖音旗下“虚拟数字人应用平台”软件著作权获得登记批准，芒果TV创新研究院联合腾讯云发布“虚拟人直播互动平台” 。 随着元宇宙升温、生产平台能力提升，虚拟人产品向直播、文旅等应用领域渗透，商业化进程正在加速。

业内人士表示，动作捕捉、AI技术有望推动虚拟人生产成本和应用门槛降低，虚拟人涉及的场景、服装、道具等增值服务需求有望迎来爆发机会，虚拟人市场未来增长潜力大。

生产平台密集发布

日前，抖音旗下北京火山引擎的“虚拟数字人应用平台”软件著作权获得登记批准，当前版本号为V1.0。 公开资料显示，火山引擎数字人已具备标准平台的快速交付能力，为金融、大消费等行业提供涵盖客服、智慧导览、智能助理、虚拟直播等场景的细分解决方案。

8月23日，芒果TV创新研究院与腾讯云联合发布了“虚拟人直播互动平台”。 这款基于实时云渲染的广播级虚拟内容生产工具能够帮助企业客户生产轻量化、异地化、专业化的虚拟内容，构建虚拟人直播间，同时观众能够以虚拟形象参与直播间，获得沉浸式的直播体验。

今年以来，抖音、快手、腾讯、百度、哔哩哔哩等多家互联网公司纷纷推出虚拟人生产平台，天娱数科、风语筑、蓝色光标等上市公司也加紧布局技术和平台建设，打造虚拟人IP形象。

中国传媒大学主流融媒体研究中心主任唐远清表示，随着元宇宙产业升温，虚拟数字人产业链逐步走向成熟，上游制作、渲染工具，中游的虚拟人驱动及运营，下游的场景应用，共同构成完整的虚拟数字人产业链生态图谱。

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赵子忠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虚拟人业态符合元宇宙虚实共生的特点，已成为元宇宙概念中最早爆发的产业。 在Web� 2.0时代，微信账号代表了每个人的IP身份，那么虚拟人将是Web� 3.0用户的身份代表。 ”

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中国传媒大学主流融媒体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2022虚拟数字人商业化发展报告》显示，虚拟数字人的主流技术驱动路线分为人工智能驱动和动作捕捉驱动。 由于技术路线不同，其适合的应用场景也有差异。 人工智能驱动型虚拟人应用于新闻播报、客服、讲解等场景，动作捕捉驱动型虚拟人适合于MCN机构营销、直播、虚拟主播等互动性强的场景。

STEPVR创始人、CEO郭成表示，虚拟人产业是满足精神需求的创新型产业，是未来元宇宙中赋能大众的生产工具，产业尚存在巨大的增长红利。 “越能够满足情感需求，用户付费意愿就越强，真人穿上动捕设备的驱动方式是虚拟人的未来。 ”郭成表示。

唐远清表示，未来五年，虚拟数字人全身动捕驱动设备及虚拟人商业化还将停留在PGC（专业生产内容）阶段，用户将以卡通形象的方式出现在虚拟空间。 不过，随着AI技术深入应用在虚拟人产业中，未来低成本、快速生成虚拟人将成为现实。 虚拟人涉及的场景、服装、道具等增值服务需求有望迎来爆发机会，虚拟时尚产业将快速发展。

艾媒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虚拟数字人带动产业市场规模和核心市场规模分别为1074.7亿元和62.2亿元，2025年预计分别达到6402.7亿元和480.6亿元，市场规模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目前各家公司虚拟人产品的应用场景以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平台为主，应用场景还有待挖掘。 ”赵子忠认为，“未来想要在市场中独树一帜，行业公司仍需要探索和形成自家产品市场化的独特逻辑，打造差异化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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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夜经济”

稳步复苏

●本报记者 高佳晨

近日，多地纷纷出台相关举措，鼓励夜

间餐饮、文化娱乐、旅游等活动，激发夜间

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消费潜能。美团数据显

示，8月全国夜间堂食订单量环比增长

14%，休闲娱乐订单量环比增长11%。业内

人士表示，“夜经济”的价值在于顺应消费

者即时需求，延长商户经营时间，创造新的

市场增量。

夜间堂食消费增长

连月来， 全国各地均采取消费券和鼓

励新业态等措施， 推动城市“夜经济”发

展，激活本地消费活力。 美团数据显示，8

月全国夜间堂食订单量同比增长35%，休

闲娱乐订单量同比增长27%。 其中，8月北

京夜间堂食订单量环比增长18%。

日前， 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

消费集聚区名单正式公布， 不少订单量增

幅较大的商圈均出现在上述夜间文旅消费

集聚区名单中。

“‘夜经济’ 的价值在于顺应消费者

即时需求，延长商户经营时间，创造新的市

场增量。 ” 美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从平台数

据看，随着夜间消费需求激增，餐厅、便利

店等各类商户均主动延长了营业时间。

夜间即时需求旺盛

除了出门吃夜宵、逛商场，不少消费

者在晚上还会选择点外卖，满足夜间即时

需求。

美团数据显示，8月全国夜间即时零

售订单量环比增长10%，超市便利、水果生

鲜、植物花卉位列订单量前三；增速方面，

受旅游消费热和七夕节影响， 运动户外订

单量环比增长51%， 植物花卉订单量环比

增长37%。

即时零售不仅丰富了年轻人的生活，

也为本地实体商家带来增量订单。 昆明某

鲜花店店主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年轻人

通过即时零售平台买鲜花， 让店里生意不

断，近3个月售出8200多单。 为了适应年轻

群体夜间的消费习惯， 暑期门店店员实行

两班倒，主动拉长营业时间，希望把线上流

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销量。

休闲娱乐活动也是“夜经济” 的重要

项目，美团数据显示，8月全国夜间休闲娱

乐订单量环比增长11%。其中，长沙市五一

广场、武汉市光谷鲁巷、重庆市观音桥、武

汉市江汉路步行街以及南京市新街口地区

订单量排全国前五位。

“如今晚上8点去餐馆都要排队等20

分钟，电影院上座率也高了。” 多次游玩环

球影城的北京市民邓曼丽感慨道，现在环

球影城工作日夜间的人气堪比以前节假

日的白天时段。

业内人士表示， 除拓展线下文旅产业

链外， 各城市也综合应用了数字经济新业

态以激活本地经济发展。 线下充分的本地

供给为居民便利生活创造了条件， 而扎根

本地的线上团购、即时零售等新消费模式，

则进一步激发了夜间消费需求， 为实体商

户创造了新的市场增量。

金徽酒“物归原主” 复星系投资策略或生变

●本报记者 于蒙蒙

金徽酒日前公告称， 公司控股股东豫园股

份及其一致行动人海南豫珠与亚特集团及其一

致行动人陇南科立特分别签署 《股份转让协

议》，海南豫珠向亚特集团转让其持有的金徽酒

8%股份、豫园股份向陇南科立特转让其持有的

金徽酒5%股份，转让价格均为29.38元/股。转让

完成后， 亚特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陇南科立特

合计持有公司26.57%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将由

豫园股份变更为亚特集团。值得注意的是，复星

系旗下豫园股份上述持股早前即受让自金徽酒

原控股股东亚特集团。

金徽酒实控权生变背后， 复星系似乎正在

调整其投资策略。今年以来，复星系已密集减持

多家旗下参控股的上市公司， 累计减持规模超

过100亿元。

入主刚过两年

从时间维度来看，金徽酒本次易主不同寻常。

2020年5月27日，金徽酒发布公告，豫园股

份以18.37亿元受让亚特集团持有的29.99%的

金徽酒股份。同年9月7日，豫园股份旗下全资孙

公司海南豫珠以要约收购的方式收购金徽酒

8%的股份，当年要约收购完成，豫园股份的持

股比例提升至38%。

“本次投资在快乐时尚消费主题下，通过投

资收购获取服务中国新生代消费阶层的优质资

源，进一步丰富、充实快乐时尚版图中的战略性

品牌及产品资源。”豫园股份彼时对收购表达了

较高的期许。

但时隔两年，复星系却改变了策略。9月2日，

豫园股份及其一致行动人海南豫珠与亚特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陇南科立特分别签署《股份转

让协议》，豫园股份、海南豫珠将其合计持有的

金徽酒股份6594.38万股 （占金徽酒总股本的

13%）转让给亚特集团、陇南科立特，标的股份转

让总价款为19.37亿元， 对应转让价格为截至

2022年8月31日前30个交易日的交易均价29.38

元/股。 其中，豫园股份向陇南科立特转让2536.3

万股，占金徽酒总股本的5%；海南豫珠向亚特集

团转让4058.08万股，占金徽酒总股本的8%。

金徽酒表示，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豫园股

份持有公司股份1.27亿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5%，不再作为公司控股股东。 亚特集团及其一

致行动人陇南科立特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8亿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57%，亚特集团成为公司

控股股东。

“本次出售金徽酒部分股权有利于促进解

决同业竞争问题， 有利于公司把更多资源聚焦

于重点发展战略及重点项目。”豫园股份在公告

中称，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豫园股份计划

未来6个月内继续减持5%以上金徽酒股票。

积极布局省外渠道

回顾复星系的入主， 金徽酒的渠道变革最

受市场关注。

复星系入主之前，金徽酒聚焦西北市场，根

据自身地理区位和发展特点制定了 “立足甘

肃、发展西北，有序推进、重点突破” 的市场发

展策略。

复星系入主后，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金徽酒

的发展逻辑， 公司积极借助复星系的资源走出

西北，布局华东。 一方面，在复星系内部生态体

系内，金徽酒积极开展兄弟公司的内部用酒、礼

赠采购等合作； 另一方面， 金徽酒计划以卡位

500元以上价格带的酱香型产品陇南春切入华

东市场。

在2020年， 金徽酒便与复星系旗下企业开

展相关业务合作，比如推出“我为金徽代言———

喝绿色金徽，中金钞银币” 活动，即利用复星系

旗下的老庙黄金作为宣传物料，活动覆盖宝鸡、

西安等省外主要市场区域。

“公司正加快推进西北、华东及北方市场的

开拓工作，通过打造样板市场，以点带面，逐步

提高省外市场销售收入。2022年上半年，公司省

外及其他地区实现营业收入2.78亿元， 同比增

长30.34%。 ” 金徽酒近期在接受机构调研时介

绍，截至今年6月末，公司共有经销商701家。 其

中，省内经销商257家，省外及其他地区经销商

444家。

金徽酒表示， 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影响公司

的正常生产经营。 公司将继续按照“布局全国、

深耕西北、重点突破” 的战略路径，聚焦主营业

务，加强资源投入，保持发展战略的持续性和稳

定性。 公司将继续保持核心管理团队的稳定性，

确保公司经营管理和业务的正常开展， 保证本

次控股权变更的平稳过渡。

复星系密集减持

无独有偶， 复星系在同一时间还减持了复

星医药。

复星医药9月2日晚披露，控股股东复星高科

技拟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3%的A股。此次减持

是复星医药1998年上市以来，复星高科技作为控

股股东的首次主动减持。 以公司最新收盘价计

算，复星高科技本次减持将套现约32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复星系今年还分别减持了

海南矿业、青岛啤酒、中山公用、泰和科技的相

关股份。 若结合上述减持和转让的复星医药和

金徽酒的股份，复星系的减持规模超100亿元。

复星系的密集减持背后或与自身的债务压

力有关。 今年8月23日，评级机构穆迪发布报告

将复星系旗下公司复星国际的企业家族评级调

至B1， 评级展望为负面， 并将Fortune� Star

(BVI) � Limited所发行债券的高级无抵押债务

评级从Ba3下调至B1， 该债券由复星提供无条

件及不可撤销的担保。 穆迪将上述所有评级的

展望从评级观察调整为负面。

复星国际回应称，复星国际经营情况平稳，

账面资金充裕，和金融机构关系稳定，多元化融

资渠道畅通， 本次评级调整不影响复星的偿债

能力。

加码布局生产平台

虚拟数字人商业化进程提速

日前，多家科技企业发布虚拟数字人生产平台，抖音旗下“虚拟数

字人应用平台” 软件著作权获得登记批准，芒果TV创新研究院联合腾

讯云发布“虚拟人直播互动平台” 。 随着元宇宙升温、生产平台能力提

升，虚拟人产品向直播、文旅等应用领域渗透，商业化进程正在加速。

业内人士表示，动作捕捉、AI技术有望推动虚拟人生产成本和应用

门槛降低，虚拟人涉及的场景、服装、道具等增值服务需求有望迎来爆

发机会，虚拟人市场未来增长潜力大。

●本报记者 彭思雨

新华社图片

生产平台密集发布

日前，抖音旗下北京火山引擎的“虚拟数

字人应用平台” 软件著作权获得登记批准，当

前版本号为V1.0。 公开资料显示，火山引擎数

字人已具备标准平台的快速交付能力， 为金

融、大消费等行业提供涵盖客服、智慧导览、智

能助理、虚拟直播等场景的细分解决方案。

8月23日， 芒果TV创新研究院与腾讯云联

合发布了“虚拟人直播互动平台” 。这款基于实

时云渲染的广播级虚拟内容生产工具能够帮助

企业客户生产轻量化、异地化、专业化的虚拟内

容，构建虚拟人直播间，同时观众能够以虚拟形

象参与直播间，获得沉浸式的直播体验。

今年以来，抖音、快手、腾讯、百度、哔哩哔

哩等多家互联网公司纷纷推出虚拟人生产平

台，天娱数科、风语筑、蓝色光标等上市公司也

加紧布局技术和平台建设，打造虚拟人IP形象。

中国传媒大学主流融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唐远清表示，随着元宇宙产业升温，虚拟数字

人产业链逐步走向成熟，上游制作、渲染工具，

中游的虚拟人驱动及运营， 下游的场景应用，

共同构成完整的虚拟数字人产业链生态图谱。

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赵子忠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虚拟人业态符合元宇

宙虚实共生的特点，已成为元宇宙概念中最早

爆发的产业。 在Web� 2.0时代，微信账号代表

了每个人的IP身份，那么虚拟人将是Web� 3.0

用户的身份代表。 ”

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中国传媒大学主流融媒体研究中心日前

发布的《2022虚拟数字人商业化发展报告》显

示，虚拟数字人的主流技术驱动路线分为人工

智能驱动和动作捕捉驱动。 由于技术路线不

同，其适合的应用场景也有差异。 人工智能驱

动型虚拟人应用于新闻播报、客服、讲解等场

景， 动作捕捉驱动型虚拟人适合于MCN机构

营销、直播、虚拟主播等互动性强的场景。

STEPVR创始人、CEO郭成表示， 虚拟人

产业是满足精神需求的创新型产业，是未来元

宇宙中赋能大众的生产工具，产业尚存在巨大

的增长红利。“越能够满足情感需求，用户付费

意愿就越强，真人穿上动捕设备的驱动方式是

虚拟人的未来。 ” 郭成表示。

唐远清表示，未来五年，虚拟数字人全身

动捕驱动设备及虚拟人商业化还将停留在

PGC（专业生产内容）阶段，用户将以卡通形

象的方式出现在虚拟空间。 不过，随着AI技术

深入应用在虚拟人产业中，未来低成本、快速

生成虚拟人将成为现实。 虚拟人涉及的场景、

服装、 道具等增值服务需求有望迎来爆发机

会，虚拟时尚产业将快速发展。

艾媒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虚拟数字人带

动产业市场规模和核心市场规模分别为1074.7

亿元和62.2亿元，2025年预计分别达到6402.7亿

元和480.6亿元，市场规模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目前各家公司虚拟人产品的应用场景以

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平台为主，应用场景还有待

挖掘。 ” 赵子忠认为，“未来想要在市场中独树

一帜，行业公司仍需要探索和形成自家产品市

场化的独特逻辑，打造差异化优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