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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游戏市场进入强者恒强时代

证券时报记者 陈楚

跳一跳、欢乐坦克大战、保卫萝

卜、王者荣耀、吃鸡……这些年轻人

耳熟能详的游戏名称，也从一个侧面

折射出游戏这个行业的火热。尤其是

现象级的王者荣耀，引起了资本的高

度关注。但比起前几年游戏市场的狂

热，在经过草根阶段狂飙式的大跃进

之后，近两年游戏行业已经明显呈现

出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行业竞争进

入了垄断寡头时代。 反映在投资市

场，可能只有那些龙头公司，或者为

龙头公司做细分领域配套服务的企

业，才具备投资价值。

移动游戏时代来临

游戏市场的爆发， 最根本的原

因，是基于人性的需要。游戏可以让

人轻松，摆脱很多心理压力，从游戏

中获得自我认同感和价值感， 达到

自我实现的需要。 从马斯洛的需求

层次来说， 游戏确实让玩家实现了

自我肯认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通过

游戏， 很多现实生活中实现不了的

征服感、获得感、愉悦感，都可以实

现。在电脑发明之前，人类通过各种

各样的游戏， 比如小孩子通过捉迷

藏、玩猫头鹰捉小鸡，不仅获得了游

戏本身带来的精神放松， 调节了身

心，还实现了“捉住小鸡”的成就感。

而电脑发明之后， 人类通过各种各

样的虚拟游戏， 进一步把游戏的这

些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现在社会，

竞争激烈，各种压力纷至沓来，通过

游戏，无论是小孩，还是成年人，都

可以获得放松。 可以说， 人性的需

要，决定了游戏永远是“刚性需求”。

在游戏这个产业链里， 主要是

游戏开发商、游戏运营商、游戏渠道

商、支付服务商和游戏玩家。按照游

戏的载体和运营环境来划分， 又可

以分为电脑游戏（

PC

游戏）、电视游

戏、街机游戏、手机游戏（移动终端

游戏）等。 在智能手机普及之前，最

火热的当然是电脑游戏。 但随着移

动智能手机的普及， 游戏的主战场

也转移到移动端来了。 有研究报告

显示， 我国游戏市场年复合增长率

大概是

7%

， 其中移动端游戏市场

的年复合增长率是

13.4%

。可以说，

游戏市场的增量部分， 主要来自于

移动端。

移动游戏市场的大发展， 首先

当然是得益于智能手机的普及，使

得移动游戏的应用场景非常宽泛

化。 另一方面， 移动游戏的主要玩

家，还是

85

后、

90

后一代。 而他们

正是伴随着移动手机逐渐普及的一

代。年轻一代的消费习惯，当然不是

以往的

PC

端， 腾讯等互联网公司

开发的游戏，也大多指向移动端。

年轻一代更愿意接受付费游

戏， 这也使得移动端游戏的变现能

力越来越强，由此形成正向循环，加

速了移动端游戏的开发和投入。 大

的游戏生厂商和运营商， 从移动游

戏的商用中获得了巨额利润。 据说

爆款产品王者荣耀的团队核心成员

年终奖到了令人惊呼和咂舌的程

度。 而且移动游戏还将商业变现延

伸至各个环节， 甚至不断

IP

化，这

种利润的爆发式增长效应， 吸引了

一大批高端游戏人才。

龙头公司更具投资价值

2013

年、

2014

年是游戏行业的

黄金时期。在资本市场上，那个时候

稍微跟游戏沾点边的上市公司，股

价在二级市场都会暴涨。 而最近两三

年，不仅游戏行业，整个传媒文化板块

都盛景不再。二级市场上，传媒文化板

块成为表现最差的几个板块之一。 传

媒文化板块，包括游戏行业在

A

股市

场上的沉寂， 固然与前几年资金疯狂

炒作积累了明显的估值泡沫有关，但

实际上， 也是与传媒文化板块的行业

演变逻辑息息相关的。

以游戏行业为例，

2011

年之前，游

戏用户的增长速度， 高达

70%

以上，

2012

年和

2013

年仍然保持着中高速

增长，但到了

2014

年之后，游戏用户

的增速明显慢了下来，

2016

年，中国游

戏用户数增长率已经下降到

20%

以下

的水平，和中国经济一样，告别了高速

增长阶段。 有市场人士预计，中国游戏

市场的用户人数增长率， 很快会下降

到

10%

以内。 这一现象的出现，当然与

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直接相关，人

口高峰期的过去、 尤其是新生儿出生

率的下降， 决定了游戏用户数的增长

率也会出现拐点。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

则是中国游戏市场的产业格局， 已经

呈现出明显的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

在游戏市场的主战场转到移动终

端后， 企业要占领游戏市场的领先地

位，必须拥有客户基础，也就是所谓的

流量。但在当下，流量红利的最大受益

者，就是以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

可以说， 互联网企业天然拥有移动游

戏市场的优势， 这让没有流量基础的

企业，在游戏市场几乎没有立锥之地，

以至于在游戏市场， 尤其是移动游戏

市场，市场人士干脆“简单粗暴”地分

为腾讯生态公司和非腾讯生态公司。

这些巨无霸的互联网企业拥有流量基

础，而且“钱多任性”，可以招到一流的

游戏开发和运营人才， 中小游戏企业

要么被巨无霸的互联网企业收购兼

并，要么因为活不下去而倒闭。

在整个游戏行业告别高增长阶段

之后，游戏行业整体的盈利周期，已经

不再是以往陡峭向上的形态。 游戏行

业进入了成熟发展期，在这个阶段，拥

有流量变现优势的互联网企业， 成为

最大的赢家。游戏行业的集中度，正在

加速度提升。

那么，反映到投资上，要么投资游

戏行业的龙头公司， 要么投资为龙头

游戏公司做产业链某个环节配套服务

的细分领域企业。 这也许是在游戏行

业进入发展新阶段之后， 投资者的不

二选择。

当娱乐变成一种刚需

程喻

上周， 一同事顶着麦粒肿

忧虑地说，怎么办怎么办？“跳一

跳”跳得我眼睛都发直了，怎么

只有

316

分， 听说张晓龙打了

2000

多分，他是神吗？张小龙是

神，微信之神。 他一手打造的这

款手机

APP

已经全面进入你我

的工作和生活。在微信小程序出

师不利的情况下，小游戏被寄予

厚望，也果然不负重望。

游戏是一把利器， 是因为

我们已进入“娱乐至死”时代，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

下， 我们的业余生活被娱乐所

占据， 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

代，泛娱乐行业如此兴旺发达。

如果不认可， 请回头想一下：

2018

年伊始，你的朋友圈被谁

刷屏？ 茶余饭后的话题被谁承

包，是袁立撕逼“演员的诞生节

目组”，李小璐与

PGONE

出轨

门，还是亚太第一行律师炫富？

或者“大吉大利，今晚吃鸡”？科

技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

大大解放了劳动力， 让我们有

更多时间进行娱乐。换句话说，

不是所有人都会玩游戏， 但每

个人日复一日地刷着手机，浏

览着腾讯、微博热搜上的信息：

×××

公布恋情，

×××

宣布离婚，

××

出轨，

××

丑闻。 我们在屏幕

这头，品尝着窥屏的乐趣，多几

个茶余饭后的谈资，谈过就忘。

这点历史早有证明。 在经

济衰退期， 娱乐世界的力量不

仅在舆论上占着永远的上风，

而且还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柱。 比如“口红效应”，发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大萧条。

因为口红在美国是一种较为廉

价的消费品， 每当经济不景气

的时候， 人们的消费欲望只能

在这些相对廉价并且能给人带

来精神上满足的非必需消费品

上。因此，口红以及文化类的产

品销量， 在经济衰退期间都直

线上升。同样的在

2007

年的经

济危机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

里，美国的口红、面膜销量屡创

新高， 这和其他大宗商品以及

奢侈品的低迷销量产生了鲜明

的对比。

再比如 “娱乐明星”，

1929

年的经济衰退虽然让美国的众

多工人下岗，企业倒闭，但是却

捧红了秀兰·邓波儿这个曾经

的美国国民巨星。 而那个时代

也是美国电影业蓬勃发展的时

期。派拉蒙、

20

世纪福克斯、米

高梅、华纳兄弟、环球、哥伦比

亚这些巨头电影公司， 也都是

在大萧条期间建立的。

现在我们不仅有明星，还

有网红， 还有各种被企业管理

耽误的企业家， 你方唱罢我登

台。这个娱乐圈永远热闹沸腾，

永远不缺话题。这样的时代，是物

质与精神的双重结果。 一方面是

是物质的大丰富， 饭都吃不饱的

时代，谁还想着娱乐啊，不仅要努

力地活下来， 还要加倍努力比别

人活得更好； 一方面是现实的无

奈，面对着升学难、就业难、阶级

固化、 房价爆炸这样的现实该有

多痛苦， 看看二次元世界里的与

世无争，想必也是一种净土。还有

快节奏的工作与通勤， 劳累了一

天，只想瘫在沙发上，看看让人放

松的选秀节目和电视剧， 而商业

在需求的推动下， 资本加速度达

成了这一想法的快速实践。

在这个时代， 一个多元素无

限混合的信息炸裂的时代， 娱乐

已经变成一种刚需， 泛娱乐产业

已经被视为新的经济支柱之一，

人们无需再纠结房地产

/

高端汽

车等等产业将会是怎样一场灾

难，只需要知道越是在这种时期，

老百姓必备的生活消费品将继续

坚挺， 闲着的大脑越容易被各种

符号信息袭击。可以大胆地预测，

在未来

10

年，泛娱乐产业会燃起

熊熊烈火， 我们的生活将细分又

重合，一头是“圈层化生活”，“爱

豆”、偶像，“唯粉”、舞蹈圈、瑜伽

圈、航模圈、摄影圈；一头是一致，

“我们就算不住在同一个小区，但

至少看着同一部剧， 看同一个公

众号，听着同一个大

V

的人生经

验”，迎接这个全新的时代。

这边“跳一跳”

还没玩腻，更刺激的

游戏来了。 2018新年

过后的第一个周末，

各种小游戏以难以

想象的速度占领了

朋友圈，成为全民热

门话题。

游戏进入精品时代

证券时报记者 岩雪

“老铁， 我想和你一起跳伞开

黑！”“芸芸向你发起智商挑战，谁输

谁就发红包！”“今天你跳了吗？”“咱

俩来一局” ……开年以来，猝不及

防！ 笔者被各个年龄层次好友的游

戏邀请、晒成绩单、群里挑战……种

种现象都在告诉我们， 中国正在进

入一个全民手机游戏的时代。

游戏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从

早期的小霸王游戏机以及手机端里

面的贪吃蛇， 到

PC

端的扫雷单机

游戏到

QQ

游戏的全民偷菜， 不知

何时观念渐渐发生了转变。 游戏已

经渐渐成为一个行业， 依附于游戏

这一重要的业态，众多游戏玩家、游

戏开发商、游戏运营商、游戏衍生品

及服务等共同织就了火热的 “游戏

经济”。

无疑，过去几年，中国游戏行

业已成为最赚钱的业务之一。

《

2017

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

示，今年中国游戏市场将实现销售

收入

2036.1

亿元，同比增长

23%

，

增速较

2016

年提升

5.3

个百分

点。 其中，手机游戏仍是最重要构

成，实际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1.7%

至

1161.2

亿元。

游戏的火热也可以理解， 一方

面， 大众对游戏的定义本身是一个

虚拟存在的世界， 很多人在现实生

活中找不到的感觉， 或者得不到的

东西都可以在网络游戏中获得，游

戏的魅力往往就在这里。另一方面，

随着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

精神要求逐步提高， 游戏的设计者

考虑了这些需求， 无论是休闲益智

类、体育竞技类，还是二次元类等等

细分游戏都有。

同时，可以发现，从“贪吃蛇”到

“愤怒的小鸟”，从“王者荣耀”到近

一年“狼人杀” 的崛起、地方棋牌和

抓娃娃机的火爆，“跳一跳” 以及全

民答题等都体现出游戏行业进入到

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游戏不再

单纯只是游戏， 它不仅是动漫与游

戏、文学与游戏、影视与游戏、直播

与游戏等等的融合， 更是科技、情

怀、服务等等的融合体。

尽管如此， 行业依然还是很

不成熟。 诸如不少位列前茅的作

品难以完全摆脱模仿、 借鉴境外

知名作品的痕迹； 部分作品存在

一味追名逐利、搜奇猎艳的行为；

侵权盗版、 粗制滥造等问题依然

存在。 这不仅制约着游戏产业的

良性发展， 也充分反映出目前游

戏产业整体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

分问题。 从近两年资本市场的风

向来看， 移动游戏早已不是被追

捧的角色。 为此，在全民手游时代

如何做得更好，值得思考。

笔者属于轻度玩家，主要是碎

片化时间来游戏，比如覆盖用户比

较广的消消乐和棋牌类游戏。 其中

最为代表的 “开心消消乐”、“欢乐

斗地主”， 可以说是经久不衰的爆

品，操作简单、更易上手，单次游戏

时间占用少。 它的简单玩法令大部

分人都能极快地熟悉上手，随玩随

停的回合设置满足了玩家碎片时

间的娱乐。 这就使得这两类游戏覆

盖的年龄阶层可以非常大，许多人

也愿意在手机里放着一些小游戏

来打发零碎时间，拥有广泛的用户

基础。

之前也有不少公司开发过此类

产品， 但能把这种看似简单的游戏

做到极致的公司却少之又少。 以消

消乐为例，此类游戏易懂难精，看似

简单的玩法随着各种元素规则的限

定，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游戏难度。 对

于玩家来说，更多已经不止满足“消

磨时间”的需求，还给予他们克服难

关的满足感， 同时又加入了评分体

系、 好友求助、 好友组队等社交元

素， 关卡以及场景不断的更新等等

一系列深耕， 消消乐一直成为朋友

圈的爆品。

有句话，市场越来越大，路却越

来越窄。 如今早已经过了“只要抱好

渠道大腿， 力推之下游戏的流水就

不会差”的时代了，同时用户的品鉴

能力越来越高， 消费观也越来越成

熟。 特别是当游戏用户由特定的玩

家群体，迅速扩展到接近“全民”的

量级之后， 怎样能够充分发掘并满

足用户多元化需求， 怎样进行产品

的精品化、精细化都值得思考。

官兵/漫画

游戏产业在风口？

证券时报记者 张骞爻

过去的一年是游戏产业打鸡血的一年。 前有

腾讯出品的现象级手游《王者荣耀》，后有席卷全

球的“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 最近风靡朋友圈的

微信 “跳一跳”

H5

小游戏让业内人士大胆喊出

“

2018

年将是

H5

小游戏的风口年”的预测。

中国的手游有多疯狂？三组数据能证明。整个

2017

年， 中国手游市场已实现了近

150

亿美元的

营业收入，几乎是美国的的两倍，占世界总营业收

入的

1/3

， 中国俨然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手游市场。

艾媒咨询发布的 《

2016-2017

中国手机游戏市场

研究报告》 显示，

2016

年中国手游用户规模已达

5.23

亿。 这意味着， 超过

1/3

的中国人都在玩手

游。 另外，根据市场调研机构的数据显示，中国手

游平均在线时长超过半小时的用户已经达到了

71.5%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如果问现在手游像什么，回答像网红，因为同

样都是流量经济。游戏行业为何火爆？强大的娱乐

感和沉浸感增强了用户黏性， 给游戏产业带来了

巨大流量。特别是智能手机，似乎击退了人们自制

力的最后防线，让大部分人游戏成瘾。在最新一版

的微信中，只需在微信页面下拉即可到达，十多个

H5

小游戏同期上线，无需下载

APP

，操作十分便

捷。 可以看出，在智能手机时代，社交与工作之间

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而游戏与设备、社交工具已经

实现一体化。 游戏活动已经不需要用户在特定的

时间和空间进行， 而是成为人们日常社交的一部

分。 以及对碎片化时间的利用，随时“开黑”的属

性，玩家们上瘾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游戏产业爆

发的原因之一。

作为互联网行业变现方式之一的游戏产业，

其火爆程度之高引发资本趋之若鹜。 “站在风口，

猪都能飞上天”的手游行业也是如此。但热潮的背

后，游戏产业也逐渐凸显其隐忧。

单从游戏厂商的制作成本来看， 即使是一线

厂商，制作游戏的成功率也低于

10%

。 其竞争的

残酷程度，远超过其他任何行业。多数游戏制作过

程都是“血本无归”的。

从行业来看， 虽然国内手游的规模已经位列

世界第一，市场空间远比想象的还大，但国内游戏

行业起步较晚，用户和厂商的成长周期太短，厂商

开发游戏同质化严重， 游戏玩家忠诚度较差。

《

2016

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中指出，中国手游占

比总体市场规模的

47%

，但这部分用户中有多少

是真正的游戏玩家？ 又有多少是一时兴起下载游

戏来玩一玩的手机用户？ 我们不得而知。

从盈利模式来看， 此前国内手游的免费模式

做得较为成功，吸引了大批用户。但这种模式下培

养出的用户毫无忠诚度可言， 并不能够支撑一个

公司或者游戏行业长久的发展。 如今游戏推广成

本居高不下，用户付费习惯却毫无改变，这也造成

了部分游戏厂商“制作游戏不如买断游戏”的尴尬

处境。

不过， 每个行业的发展总要经历从盲目到沉

淀的过程。 此前《王者荣耀》风靡世界说明其市场

需求强烈， 并且每隔一段时间都有新的国产游戏

进入

APP Store

排行榜

top10

。 从这一点上看，中

国的游戏市场仍在进步。 加之斗鱼等直播平台为

电子竞技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渠道。 中投顾问

发布的 《

2017-2021

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投资分

析及前景预测报告》中指出，未来随着电子竞技资

本介入的程度不断加深， 中国电竞行业依然是一

个令人期待的风向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