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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戏产业今年或将突破 2 千亿市场大关

《王者荣耀》团队
能拿多少年终奖？

《王者荣耀》要发 100 个
月的年终奖？ 虽然该消息已被
腾讯游戏官微确认为“离谱”，
但一个爆款游戏为公司创造
的财富以及游戏行业的蒸蒸
日上，的确令“100 个月 的 年
终奖”并非遥远的梦。 在中国
游戏产业今年或将突破 2 千
亿市场大关的背景下，游戏公
司高额收入和员工巨额年终
奖的背后，或许只是中国游戏
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写照。

■新闻延伸

一款爆款游戏养活大半个公司

要知道一款游戏能分得多
少年终奖，首先得知道它能为
公司创造多大价值，答案就在
上市公司的财报中。
腾讯 2017年第二季度财
报显示，2017年第二季度，腾
讯公司总收入为 566.06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59%。腾讯网
络 游 戏 收 入 增 长 39%至
238.61亿元。其中，PC端游戏
收入同比增长 29%至约 136
亿元，而以《王者荣耀》、《魂斗
罗：归来》等为代表的智能手
机游戏收入同比增长 54%至
约 148亿元，首次超过个人计
算机客户端游戏收入。粗略估
算，《王者荣耀》等网络游戏为

腾讯第二季度的收入贡献率
超过 42%，几乎撑起了腾讯的
半壁江山。
根据伽马数据发布的
《2016年 中 国 电 竞 产 业 报
告》，《王 者 荣 耀》2016年 全
年收入为 68亿元，占移动电
竞 市 场 份 额 39.7%。 截 至
2016年底，《王者荣耀》的日
活 跃 用 户 已 超 过 5千 万 。
2017年 《王者荣耀》 给腾讯
带来多少收入呢？伽马数据
首席分析师王旭表示，根据
伽马数据的监测统计，《王者
荣耀》2017年上半年收入大
致 是 110亿 多 一 些 ， 其 中
2017年 第 三 季 度 可 能 会 比

第二季度略低。
在《王者荣耀》大火之前，
网易公司推出的 《阴阳师》同
样是吸金利器。根据网易
2016年 第 四 季 度 及 全 年 财
报，在线游戏服务 2016全年
净收入为 279.80亿元(40.30
亿美元)。网易首席执行官丁
磊也在财报电话会议中对分
析师表示，截至 2016年第四
季度末，手游营收的占比是
64%。 “《阴阳师》目前在台
湾、香港、新西兰等地都是排
名第一的手游。财报显示，网
易 2016年 Q4的 毛 利 润 为
64.63亿元(9.31亿美元)，《阴
阳师》的贡献功不可没。”

年，腾讯《英雄联盟》团队也被
传出发放高达 60个月薪水的
年终奖的传言，平常月薪是 2
万的员工，年终奖可以拿到
136万。
虽然上述传言都没有官
方确认，但一位熟悉腾讯的行
业内部人士告诉北京晨报记
者，腾讯每年都会评选几款
“公司级里程碑产品”，进入代
表最高荣誉的“名品堂”，入选
团队将获得 1亿元奖金起步
的物质奖励。2016年，《王者
荣耀》 团队入选腾讯“名品

堂”，然而，团队负责人却决定
放弃这 1亿元奖金，留给公司
其他团队。
让人羡慕的还有网易公
司的游戏团队。2016年，网易
《阴阳师》项目组发放 60个月
工资的传言也甚嚣尘上。有业
内人士向北京晨报记者透露，
“60个月有点夸张了，我听到
比较靠谱的说法是 36个月工
资的年终奖。”据手游那点事
估算，《王者荣耀》的 20亿月
流水能养活 400家中小游戏
企业。

重奖团队是行业惯例

对于《王者荣耀》团队年
终奖的具体数字，现在谈的
确为时过早。但依据腾讯一
贯重奖重要团队的风格，创
造了热门游戏的《王者荣耀》
团队成员必将获得丰厚的物
质奖励。
行业人士爆料称，《王者荣
耀》团队在 2016年的年终奖
人均为 140万元，最低分红 60
万元，核心员工甚至分到了
290万元。而“《王者荣耀》之
父”姚晓光，2016年的绩效奖
励甚至高达 2亿元。早在 2014

中国智能投顾向海外输出技术
北京晨报讯（记者 姜樊）中国的智
能投顾已经开始向海外输出技术。昨日，
智能金融服务商 PINTEC集团宣布在新
加坡成立金融科技公司 PIVOT，面向东
南亚地区推广数字化财富管理及智能投
顾技术服务。在此之前，多个互金企业均
已经向海外迈出脚步，并向海外输出相
关金融科技技术。据了解，PIVOT将向东
南亚地区的金融机构提供 PINTEC所独
有的动态、实时的财富管理和智能投顾
技术。这种“动态资产配置”解决方案由
机器学习算法驱动，为每一个投资人提

供适合其风险、收益的模型组合。在没有
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资产组合将随着投
资市场的变化，实时进行再平衡操作。
值得注意的是，PINTEC集团并不
是第一个将自身财富管理技术输出海
外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公司。今年，宜信
财富拿到了美国注册投资顾问 RIA牌
照，落地美国；陆金所获得新加坡金融
管理局(MAS)原则性批准“资本市场服
务牌照”(CMS)，陆国际开业。中国的第
三方财富管理机构已然把“战场”延伸到
了海外。

高额奖金背后

中国游戏产业
今年或破 2 千亿
其实，游戏公司高额收入和员
工巨额年终奖的背后，只是中国游
戏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写照。
近日，工信部公布了 2017年
1至 8月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部
分统计数据。1至 8月，我国规模
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
业务收入 4561亿元，同比增长
20.1%。其中网络游戏业务收入
925亿元，同比增长 28.7%，占整
体收入比重超过 20%，在细分业
务中仅次于电子商务(1510亿)。截
至 8月底，我国本土第三方应用商
店与苹果应用商店 App数量超
404万款，其中，游戏类 App以合
计 112万款在各细分品类中居
首。游戏 App也是累计下载次数
最多的类型。
伽马数据首席分析师王旭预
测，2017年中国游戏将突破 2000
亿市场大关。王旭表示，中国游戏市
场在整体上依然保持着收入的高速
增长。2017年上半年，中国游戏市
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 997.8亿元，
同比增长 26.7%，210.3亿元的收入
增量成为自 2009年以来所有上半
年收入增量中的新高，进入 2017
年下半年，增长势头并未减缓。
北京晨报记者 韩元佳

民生银行北京分行走进延庆古城村
开展残损币兑换及反假货币宣传活动

9月 24日，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的工
作人员来到延庆区旧县镇古城村，开展
小面额残损币兑换及反假货币宣传活
动。
该活动旨在响应人民银行现金服务
“补短板、惠三农”的号召，切实服务三
农，增强广大人民群众防范假币的意
识，为偏远地区残损人民币兑换提供便
利，同时普及假币鉴别方法和残损人民
币兑换标准相关知识。
早九点，民生银行北京分行宣传小
组就到达了延庆区旧县镇古城村，工作
人员兵分两路，一组协同村委会搭建主
共享充电宝首现出局者
展台，通过村委会的广播号召村民来到
北京晨报讯（记者 焦立坤）共享充电
据了解，乐电于今年 3月份上线，在杭 现场学习反假币知识，进行残损币兑
宝的投资热潮似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风起 州铺设了近 200台设备，覆盖公交站、商 换，并积极参与人民银行二维码答题赢
的短短几个月，已经出现了第一家退出者。 场、KTV、酒店等场所。乐电与街电的类型 奖品环节；另一组则前往附近商户进行
杭州一家名为“乐电 LeDian”的共享 相似，均是固定场所下的可移动型充电宝。 逐户宣传，向来往村民分发反假币宣传
随着共享概念横扫各个行业，在资本 资料，力求扩大宣传覆盖面。
充电宝公司 10月 11日在官方微信上正
式宣布停运充电宝项目，目前已回收所有 推动下，今年上半年共享充电宝开始跑马
据悉，古城村地处龙庆峡旅游景点
充电宝设备，并提醒用户将未提现的押金 圈地，出现数家运营企业。最疯狂的时候， 附近，村内很多群众在自家开办了农家
提现，提现后余额会在 1至 2个工作日退 曾经 40天有 12亿资本入局。但近期有
回。该公司的客服电话一直处于占线或者 公司曝出裁员、资金紧张等消息，业界在 乐、零售商店、农家餐厅等，日常现金
收付较为频繁，但由于该村没有银行网
关注这个新生态将如何演进。
无人接听的状态。
点，残币积压现象严重，大量半额人民

币无法进行兑换，因此，本次兑换活动
得到了村民的热烈响应。仅上午不到
三个小时时间，兑换人数超 50人，共兑
换全额残币 683张， 半额人民币 111
张，切实解决了百姓最为关切的实际困
难。
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还悉心向
村民们介绍了 201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
2005年版各券别人民币纸币的票面主
景图案、防伪特征和识别方法等相关知
识，传授“一看，二摸，三听，四测”的假
币识别技巧，宣传有关爱护人民币、残
损人民币管理等相关知识，及假币收缴
等相关政策。前来咨询、领取宣传资料
的村民络绎不绝，大家纷纷拿出钱币认
真对照学习，工作人员还一对一教授假
币鉴别技巧。
此次活动民生银行北京分行共向村
民发放反假币宣传资料 500余份、人民
币纸币宣传册 300余份，提高了群众假
币识别能力，提供“焕新”服务，为偏远
地区群众解决了实际问题，切实提高了
群众对现金服务的满意度。
（王勇 张彤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