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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转移：
改变娱乐及媒
体行业动态



我们的见解始于针对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14个定义细

分市场的五年消费者和广告支出全面预测。与往年一样，

我们的全球专家团队根据自身经验和观察所得，从这些

原始数据中提炼出中心主题和发展动态，构建独特情报

库，供业内公司参考，助其在世界各地采取最佳行动与

策略。

这一年，因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和消费者行为剧变

对我们的基本假设和观点带来了挑战。2020年，疫情导

致娱乐及媒体（E&M）行业总体收入严重萎缩，消费者

行为加速转变，数字化颠覆与行业转折点提前数年到来。

2021年，这些转折点演变融合成影响力转移，正在迅速

重塑行业格局。

这些转移几乎发生在E&M生态系统的方方面面，其共同

驱动力在于随社会大趋势、新养成习惯和疫情中断影响

而产生的消费者行为转变。无论是票房收入转向流媒体

平台、用户生成内容创作者吸引大量关注、监管机构约

谈大型科技公司，或是明星制作人与流媒体平台达成交

易，共同蚕食电影公司的市场份额——这一切皆表明，

行业内部机制正在发生变化。

不过，这些波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某种稳定性。虽

然疫情对各细分市场的影响不一，但行业层面的收入预

测依然稳健。与2020年疫情所导致的低迷情况不同，

2021年行业收入强劲反弹，并将在未来五年持续增长，

恢复到全球GDP增速以上水平。媒体发展日新月异，在

消费者生活中扮演核心角色，其作用还会随着时间推移

不断加强。

对于普华永道行业团队所有成员而言，撰写这份报告是

我们的年度工作重点之一。理由何在呢？在撰写报告的

过程中，我们将有机会分享、比较和形成新的见解，并

与各细分市场和区域建立更牢固的关系。每年我们都会

收到反馈称，这份报告以同样的方式帮助到了读者。如

果想要进一步了解我们的调研结果和见解能够如何为您

的企业提供帮助，敬请联系您当地的普华永道团队（参

阅第24页），或与我们任何一方联系。

敬请垂询。

Werner Ballhaus
全球媒体行业主管合伙人

普华永道德国
werner.ballhaus@pwc.com

周伟然

全球科技、媒体和通信行业
主管合伙人

普华永道中国
wilson.wy.chow@cn.pwc.com

关于本报告

感谢您对普华永道今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特别报告的关注。转眼间，本系列报
告已迈入第22个年头，且已成为全球娱乐及媒体这一充满活力、多样发展行业相关信息的
主要来源。即便过去一年风云变幻，我们的“两步式”方法仍然适用：首先，采集与分析
海量行业专有数据和预测；其次，运用专业知识集思广益，提出新观点、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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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全球E&M公司来说，过去18个月
是一段充满巨大不确定性和挑战的
时期。数字化、全球化、中断、消
费者习惯和人口结构转变……这些

改变世界的力量，因为一个世纪以
来首场全球疫情大流行的影响而加
倍放大。

应对不对称发展的世界

面对世界各国仍须奋力抗击新冠疫情的严峻现实，曾经

广泛共享的全球经验如今在不同区域和行业出现分歧。

在经历了2009年以来首次、1944年以来第二次全球经济

衰退后，在科学创新和政府强有力政策的推动下，市场

以迅速但高度不对称的方式反弹。在规模达2万亿美元的

E&M行业中，有些细分市场受停工重创，有些则成为消

费者行为转变的主要受益者。

2020年是庞大而又相互关联的E&M行业发生明显影响力

转移的一年，且该行业的全球关注度和消费份额亦在逐

年增加。

新方程出现改变业界动态

影响力转移源于疫情导致的消费者行为转变，其中一些

将会持续并加速。在此基础上，科技发展及内容交付分

发演进亦产生新的拉锯，正在改变消费者与提供商、创

作者与制作者、制作者与销售者、推广者与发布者、政

府与企业、大型全球平台与其他所有人之间的复杂局面

和关系。

引言：
2021年影响力转移

这些影响力转移正在推动行业商业模式及参与者相对实

力发生变化，改变创收方式，并为达成各类交易活动助

力。随着创造价值、维持成果和建立信任的新方程式出

现，我们需要对数据、趋势、技术和行为有深刻的理解，

才能明确如何向前路迈进。

共同点

这些影响力转移存在若干共同点。首先，我们需要了解

消费者目前在何处，未来又会在何处。我们愈发认识到，

未来消费者将在网络、移动设备、家中以及他们自己选

择的时间和地点。其次，时间长河奔流不息，我们不能

假定现有趋势会无限期持续到未来。在数字流媒体强劲

增长和现场表演强劲反弹的刺激下，许多分析师曾认为

已被数字时代抛弃的音乐行业，正在迎来复兴。曾被认

为进入缓慢增长时期的互联网广告，则受到电子商务在

全球迅速普及的大力提振。而大型平台在实现惊人增长

的同时，亦受到监管部门的密切关注。

正是这些分离与转移带来了风险，开辟出新的前景，并

强烈吸引着这些行业拼力追逐。为此，我们更有必要从

微观层面了解这些动态如何在不同区域和细分市场中发

挥作用。

02 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2021-2025年精要



2 宏观转移：受疫情影响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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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恢复增长
行业收入预计会强劲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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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最新可用数据截至2020年，2021-2025年数据为预测值。
注2：CAGR指复合年均增长率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
来源：普华永道《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2021-2025年》；Om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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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变化最明显和最具全球性的驱
动力是向数字消费转移。受消费者
更多居家活动及公共场所关闭的影
响，家庭数字服务使用量激增。

2020年，影院票房收入减少71%，
奈飞（Netflix）的净新增订户则达到
创纪录的3,700万人次，总数超2亿
人次。

过去，数字化崛起被视为一项挑战，
如美元常常被数字货币所代替一样。
但在2020年，消费者拥抱和接受所
有数字化产品，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

于抵消全球E&M行业总体收入锐减
的情况。



反弹提速

全球E&M行业收入从2019年的2.1万亿美元下降至2020年
的2.0万亿美元，降幅为3.8%。这是《展望》编制以来见

证的最大同比降幅，影响至今依然存在。根据普华永道

2021年第24期全球CEO调研结果显示，仅34%的受访E&M
行业CEO对其公司未来12个月的收入增长前景抱有信心，

略低于36%的全球平均水平。其实，他们或许有理由更有

信心。随着更多区域解除封锁，我们预计2021年E&M行

业收入将增长6.5%，2022年还将增长6.7%。从2020年至

2025年，我们预计五年期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为

5.0%，2025年收入将达到2.6万亿美元（参阅第3页图表）。

通常情况下，E&M行业的表现要好于整体经济。2020年，
全球经济萎缩5.1%。今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6%，2022年为4.4%。

增长是全球E&M行业的基线

未来五年，在我们报告覆盖的所有53个国家和地区，

E&M行业收入增长将是常态。各国消费者与广告收入的

五年期CAGR都将在3.0%以上，日本最低，为3.1%（参阅

第5页图表）。相比之下，在我们2019年所做分析中，有

26个国家的五年期CAGR低于3.0%，几乎包括所有西欧国

家。印度的消费者与广告收入在2020年仅下降0.2%，到

2025年的增长预测最高，CAGR达到10.4%。尽管面临新冠

疫情挑战，印度（将在2022年超越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

多的国家）仍有巨大增长潜力（更多信息详见普华永道

报告《全面潜在复苏与增长：印度中期发展旅程》）。其

他例外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在

2018年解除长达35年的影院禁令，极大巩固了该国市场。

尼日利亚的视频游戏和电视订阅收入大幅增长，将五年

期CAGR推高至10%以上。

多地出现紧张局势

新冠疫情对全球各地影响不一，经济复苏水平亦各不相

同。IMF估计，2020年收入不平等加剧，比以往全球危

机更加严重。该组织在今年4月警告称，全球经济复苏

不均衡，也很脆弱。部分原因在于，各国疫苗接种速度

不同，有些国家（特别是印度）重新实行封锁，导致各

地经济增长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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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在竭力恢复正常的同时，亦面临着保护民众安

全与维护民众经济和心理健康（包括享受E&M服务的自

由）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民众想要亲临现场听演唱会

和看电影的愿望是真实的。2021年春节期间，由于需求

强劲，供应有限，某些一线城市的电影票价暴涨，推动

票房收入创下单周超过60亿元人民币（约合9.2963亿美

元）的纪录。电影《哥斯拉大战金刚》于今年3月上映，

截至6月，该片获得4.38亿美元的票房收入，其中美国票

房收入为9,900万美元，海外票房收入为3.39亿美元。鉴

于公众聚集带来的风险尚存，观众重返影院的冲动可能

还是会受到抑制。与此同时，虽然旅游和酒店等服务行

业仍难复苏，失业率居高不下，但有些消费者在经过长

时间旅行限制和居家工作后发现自己现金变得充裕。在

不同地区，高、中、低收入者面临截然不同的前景。

尽管存在这些紧张关系，我们还是可以肯定地说，

很大一部分在限制期内形成的习惯会持续下去。许

多已经发生的变化，其势头将愈演愈烈，比如向数

字产品和在线销售的转变、流媒体的不断崛起、游

戏和用户生成内容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等。由此产生

的影响力转移将在未来几年改变整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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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基准：4%CA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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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普华永道《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2021-2025年》；Om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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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细分市场转移：

互联网接入激增，广告收入坚挺，
消费支出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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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最新可用数据截至2020年，2021-2025年数据为预测值。
来源：普华永道《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2021-2025年》；Omdia

全球消费者收入：按细分市场（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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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

OTT视频

电影院

音乐和电台

图书

视频游戏

报纸和消费者杂志

B2B

传统电视和家庭录像

3.9%CA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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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CAGR
2019-2025

消费激增
数字化推动支出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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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带来的一个明显影响是，人
们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家中和上网。疫
情期间，相关行业快速向数字内容服
务转移（参阅下图）。人们不再去电

影院和书店，而是观看流媒体节目，
阅读电子书；不再去单车健身房，而
是在跟着线上的教练一起骑车；不再
参加现场辩论，而是在音频应用上建
立数字社区。这些转移推动了电子商
务的发展，进而吸引更多的广告投入，
即使消费者活动总体表现平平。在
E&M支出划分的三大细分市场，

即互联网接入、消费者支出和广告
中，竞争趋势十分明显。随着互联
网接入和数据变得至关重要，其由
此成为2020年唯一增长的三大细分

市场，增额达到140亿美元，增幅
为2.1%，占所有支出的34.1%。消
费者支出萎缩5.5%，占总支出的
37.1%；广告支出保持稳定，为
28.7%。



网络连接发展迅猛

向在线消费的转移刺激了网络连接相关业务和产品的

显著增长（参阅上图）。2020年，全球共有11亿户家

庭拥有固定宽带，较2019年增长3.4%，普及率首次达到

三分之二，其中有超过四分之三为30Mbps及以上的高

速连接。2020年，全球智能手机用户数为46亿，较

2019年增长6.5%，即地球上每1.3人就拥有一部智能手

机，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持续增长，CAGR为4.0%。

设备增多、网速加快、活跃度提高推动数据消费总量

显著增长，年内增长达到30%，预计到2025年将持续增

长，CAGR为26.9%，且与所有这些数据相关的收入预计

将有小幅增长。这凸显出一个事实，即消费者无需支

付更多费用就能获得更多的网络服务。事实上，消费

者普遍接受的溢价概念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基本

特征。

转向在线购物

人们在所有这些联网设备上进行的活动之一是购物，

即购买各类商品和服务，包括E&M服务，在成熟市

场和发展中市场均是如此。在巴西，随着数千万人

首次开始通过互联网购物，电子商务收入在2020年
增长了41%。普华永道于2021年3月发布的《全球消

费者洞察调研》发现，在22个国家和地区接受调研

的8,700名消费者中，有29%表示其未来六个月预计

会有更多费用花费在家庭娱乐方面，包括电影、视

频游戏、音乐和图书，仅20%的消费者认为他们会

减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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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普华永道《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2021-2025年》；Om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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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相关支出受到抑制

经济萎缩、技术和竞争转移往往会对内容与服务定价造

成下行压力，导致来自消费者支出的收入增长乏力。

2020年，E&M行业消费者支出下降5.5%。到2025年，总

额预计将增至9,149亿美元，自2021年以来的CAGR为
3.9%。虽然报纸和杂志等传统细分市场停滞不前，但特

别迎合年轻消费者的领域将蓬勃发展，收入迎来快速增

长，比如视频游戏和电子竞技（到2025年CAGR为5.7%）

及OTT视频（到2025年CAGR为10.0%）。尽管如此，传统

电视和家庭视频仍将在消费者收入总额中占据最大份额，

即便到2025年该细分市场年复合降幅将达1.2%。

随着越多越多的商品和服务进行在线销售，旨在鼓励和

影响购买决策的广告亦转向这些平台。2020年，互联网

广告支出增长280亿美元，达到3,360亿美元，增幅为9%。

尽管低于2019年的16%，但在持续增长基础上，这一增

幅仍然令人印象深刻。从2020年到2025年，互联网广告

CAGR将达7.7%，尽管电视等传统细分市场停滞不前或

有所下降，但总体广告收入预计将从2020年的5,825亿
美元增至2025年的7,978亿美元（参阅上图）。从2020
年到2025年，广告在E&M总体支出中的份额将增加两个

百分点以上。但在广告领域，与内容领域一样，不断增

加的收入将分配给与过去不同的经营者和参与者。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注：最新可用数据截至2020年，2021-2025年数据为预测值。
来源：普华永道《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2021-2025年》；Om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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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广告追随关注度和商业机会

市场营销人员争相占领消费者花费更多时间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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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代际转移：
服务于创作者和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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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商业的声音
现场表演和数字流媒体正在推动音乐复兴。

全球音乐收入（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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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最新可用数据截至2020年，2021-2025年数据为预测值。
来源：普华永道《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2021-2025年》；Om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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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E&M行业部分经营者遭遇
滑铁卢。由好莱坞资深人士掌舵的短
视频内容平台Quibi发现，其邀请知
名明星参演的高品质节目最终以失败

告终。收看奥斯卡颁奖典礼的观众人
数只有1,040万，与20岁网红Addison
Rae在TikTok上的8,000万粉丝相比，
这一数据少得可怜。现实情况是，年
轻消费者对传统媒体知之甚少，亦无
甚兴趣。而在另一层面，针对年轻人
或支持原创内容的平台蓬勃发展。这
种两极分化与两种正在发生的影响力

转移息息相关：一种是从年长消费者
转向年轻消费者，后者引领潮流，并
越来越多地主导对话；另一种是从制
作者转向创作者，后者通过原创内容

获得大量关注，并从中获得丰厚回报。

https://www.cnbc.com/2021/05/02/oscars-2021-nielsen-data-shows-viewers-have-lost-interest-in-award-shows.html


创作者涌向TikTok和Roblox
字节跳动旗下全球短视频和原创视频平台TikTok及其中国

版本抖音的崛起，最能体现这种影响力转移。截至2020
年底，抖音和TikTok在短短4年时间里已积累超过12.9亿的

月活用户，遍及141个国家。也就是说，地球上几乎每六

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其用户。2020年7月，在抖音东京公告

牌直播和横滨公告牌直播活动中，超过28.5万名观众登录

直播观看了Novelbright和milet等日本流行歌手的表演。毫

无意外，商业和广告紧随而至。TikTok创作者市场可帮助

40个国家的品牌找到合作伙伴，其创作者基金亦可让吸引

大量关注的原创内容创作者通过发布作品赚钱。

年轻创作者也是Roblox商业模式的核心，在这个游戏平台

上，用户可以自行创建游戏，也可以玩由其他人开发的

游戏。Roblox最受儿童欢迎，于2021年3月高调上市，市

值约为550亿美元。该公司4月报告称，当月4,300万活跃

用户总游玩时长为32亿小时，平均每天约2.5小时。

夺回控制权

创作者们都在努力从雇主、出版商和分销商那里夺回控

制权、代理权，以及相关收入。新闻通讯平台公司

Substack已成为数百名独立作家的首选门户网站，他们

中许多人选择离开陷入困境的报纸和数字媒体机构，现

在热衷于向粉丝和观众出售订阅新闻。该公司的口号是

“夺回你的思想”。工会化是创作者维护自己权利的另

一个标志。这一趋势已在数字媒体上持续数年，并在疫

情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好莱坞，美国编剧协会和艺

人经纪协会之间的对峙导致新经纪人行为准则的出台，

其旨在结束经纪人在电视或电影制作中对艺人进行包装

或捆绑销售的行为。

音乐家正在寻求更大回报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音乐即将走向“灭亡”，但近年来，

随着流媒体最终形成群聚效应，音乐成为E&M行业表

非同质化代币
非同质化代币（NFT）使创作者直接面向消费

者，是赋能创作者的一项显著创新。NFT是不

可复制、基于区块链的代币，以某种形式有效

分配特定数字项目的所有权。在收藏家与投机

者中间，一个活跃的NFT市场已然兴起。市场

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包括艺术家比普尔（Beeple）
的一幅数字拼贴画以6,9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以及推特创始人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
的第一条推文以3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NBA“精彩瞬间数字收藏品NFT”于2020年6
月发行。到2021年5月，“精彩瞬间”视频交

易额超过5.5亿美元。虽然音乐家可能会错失

现场表演及相关的商品销售，但加拿大音乐人

格莱姆斯（Grimes）以每份7,500美元的价格

售出了数千个NFT，每个NFT可购买两个短视

频——相当于数字版的签名限量印制品。里昂

国王乐队于今年3月以NFT形式发行了一张专

辑，其中包括一张限量版黑胶唱片，以及MP3
文件和艺术作品的GIF格式文件。

演的中流砥柱（参阅第9页图表）。2020年，现场音乐收
入骤降74.4%，预计到2023年才能回到2019年的水平。但
从2020年至2025年，随着现场表演和数字流媒体的快速增
长，整个音乐行业预计将实现12.8%的CAGR增长，2025年
行业规模达293亿美元。

流媒体的快速增长推动大型音乐作品及其相关权利价值

的增长。这对那些曾经深陷困境、想要将其作品组合变

现的创作者来说是个好消息。在与拥有其录音母版版权

的公司长期争执之后，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
开始重新录制并发行她之前录制的热门歌曲，以重新获

得所有权。其他主要交易包括保罗·西蒙（Paul Simon）
以2.5亿美元的价格将其歌曲版权出售给索尼，史蒂

薇·妮克丝（Stevie Nicks）以8,000万美元的价格将其多

数音乐版权出售给独立运营商Primary Wave，以及鲍

勃·迪伦（Bob Dylan）以3亿美元的价格将其600多首歌

曲版权出售给环球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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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消费者行为转变推动E&M行业商业
模式发生巨大转移，其中最重要的
是2020年流媒体热潮促使E&M迈入
新的增长轨道。到2025年，流媒体

视频点播（SVOD）收入将以10.6%
CAGR的速度增长，届时SVOD的产
业规模将达到813亿美元（参阅第
12页图表）。不过，每户家庭愿意
购买的流媒体订阅数量可能较为有
限，且人们可以相对轻松地取消其
OTT服务。

此外，世界各地不断增加的流媒体服务，如今也有了很

多本地提供商。在巴西，本地提供商Globoplay 2020年迅

速扩张，目前拥有超过2,000万订户，其价格非常实惠，

每月大约7美元。印度OTT订阅提供商的价格范围很广，

从每年4美元至每年120美元不等。许多区域性、使用本

地语言的参与者正在获取市场份额，包括南印度的平台

Aha，该平台提供泰卢固语内容，年费仅6美元，自2020
年3月推出以来增长迅速。

体验和保留

亚马逊、探索频道、迪士尼和奈飞等大公司之间竞争空

前激烈。多个OTT服务的叠加已经在业内引发诸多争论，

其焦点在于消费者可能愿意接受的最大订阅数量，这是

对战略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参阅《思略特流媒体能

量》，2021年5月12日）。

事实上，我们可能正进入流媒体增长的新阶段，更加慎

重，更专注于改善客户体验、更侧重于从现有的庞大订

户群中保留和创造价值，其核心在于内容竞赛。为了实

现“更佳客户体验、更高客户保留率”这两个目标，普

遍采用的策略是调取大量已录制的资料，方便客户观看。

这些内容越来越多地由全球及国内参与者以当地语言制

作。据估计，亚马逊和奈飞2019年在新内容上分别花费

60亿美元和150亿美元。

建立大型内容库的迫切需要刺激了大型交易的复苏，包

括美国AT&T／探索频道对HBO和华纳兄弟的并购交易，

以及亚马逊对米高梅的拟议收购（参阅第17页中的交易

部分）。创作者和制作者亦通过其利用全球和本地流媒

体平台不断提高的发行能力和巨额内容预算能力，获得

了一些选择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世界各地的一

些市场，中档电影现在更有可能跳过影院发行窗口，直

接登陆OTT发行平台。

商业模式转移：流媒体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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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trategy-business.com/article/Streaming-energy?gko=75f9d


许多市场受新冠疫情影响关闭了影院，政府亦实行封锁

措施，从而推动收入从票房转向流媒体平台。疫情期间，

印度8,000块电影屏幕中约有1,000块关闭（据报道有些甚

至被改造成亚马逊仓库），为本地内容带来发展机会，

并提高了这些内容的价值。2021年4月，奈飞以13.5亿卢

比（约合1,8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印度演员卡提克·亚

利安（Kartik Aaryan）的新电影《恐怖直播》，并计划

于2021年夏天在平台上独家上映。这是迄今为止OTT平台

为印度故事片支付的最高费用。

疫情还影响了电影制作的地点选择。由于澳大利亚成功

抑制了疫情蔓延，主要制片人和电影明星纷纷涌入澳大

利亚拍摄电影，吸引了全球关注。本地制作的影片表现

不俗；艾瑞克·巴纳（Eric Bana）主演的悬疑惊悚片

《小镇缉凶》在澳大利亚电影票房榜上位列第13名。

直播活动吸引流媒体巨头

若要扩大内容规模，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是获得体育赛

事的直播权，这是为数不多的几种能够在特定时间内吸

引关注的内容类别之一。“超级碗”（2021年观看人次

为9,640万，是自2007年以来最低观看人次）和“世界杯”

（2018年最后一场比赛有36亿观看人次，占全球四岁以

上人口的一半以上）仍有能力吸引大量实时观众。流媒

体参与者正就此全力投入——在欧洲，亚马逊购买了欧洲

冠军联赛在德国的播放权；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流媒

体服务提供商Viaplay则获得了一级方程式赛车的播放权。

2021年4月，流媒体平台FuboTV购买了卡塔尔2022年世界

杯南美洲预选赛独家直播权。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注：最新可用数据截至2020年，2021-2025年数据为预测值。
来源：普华永道《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2021-2025年》；Om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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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增长
消费者将继续在流媒体订阅上投入更多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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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DAZN（该公司在2020年12月已将业务扩展至

200个国家）采取的独特战略涉及提供流媒体体育视频点

播，订阅费用远低于大多数的按次付费服务。DAZN最初

专注于拳击运动，包括以 3.65亿美元的合同签下索

尔·卡内洛·阿尔瓦雷斯（Saul Canelo Alvarez），现

则扩展到其他运动项目，比如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和终

极格斗锦标赛。南非媒体公司Multichoice除了获得英国

足球和美国篮球比赛播放权外，亦已进军体育博彩领域，

将其视为付费电视业务的补充。

扩张策略

对于主要流媒体公司而言，全球扩张仍然是当务之急。

奈飞近三分之二的订户在中国和美国境外。在印度，迪

士尼+通过收购Hotstar大幅增加其用户数量。与此同时，

TikTok在从中国向全球扩张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可能会

成为其他中国数字媒体巨头成熟后效仿的对象，特别是

考虑到反垄断监管执法进一步加强，这可能会限制其在

国内的增长能力。

随着公司专注于从每个订户身上获得收入提高，他们

发现，商品销售、授权和关注周边体验可以成为提高

收入的强有力手段。在全球范围内，体育赛事和博彩

业的关注度正在上升，E&M行业公司也参与其中。佩

恩国民博彩与Barstool Sports展开合作，推动其从区域

性游戏运营商发展成为在线游戏、体育博彩和内容提

供商。

从宇宙到元宇宙

娱乐公司创造内容“宇宙”时，也为后续增长和持续参

与留下了空间。长期以来，迪士尼一直擅长在战略上构

建“宇宙”。2019年上映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

以28亿美元的票房收入成为有史以来最卖座的电影。迪

士尼+的成功推出，则部分得益于《星球大战：曼达洛人》

和漫威《旺达幻视》。2021年2月19日，《旺达幻视》第

七集因观看人数众多而导致迪士尼+网站播放页面崩溃，

这一消息在互联网上引起轰动。其他流媒体公司纷纷效

仿，扩大自己的领域。HBO《权力的游戏》于2020年春天

迎来大结局，目前该系列的前传《龙族》正在制作中。

如果说内容宇宙正在为娱乐公司提供专有优势，那么在

长远的未来，这一优势可能会体现在元宇宙上：一个面

向消费者，更加开放、多品牌的环境。元宇宙使诸多

E&M行业公司拥有的知识产权共存于统一的在线平台：

DC漫画人物蝙蝠侠可以与迪士尼的美国队长互动，同时

还能欣赏特拉维斯·斯科特（Travis Scott）的表演。

《堡垒之夜》开发商Epic Games是元宇宙概念的先行者

之一。2020年5月，《我的世界》在其平台上举办节日活

动，吸引了5,000名游戏内观众，并在YouTube和游戏流

媒体服务Twitch上播出，获得13.4万观看人次。游戏平台

销售音乐和商品带来了巨大商机：消费者身处何处都能

轻松购买，不再需要专门上门购物。

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2021-2025年精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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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直接与年轻人建立联系

如果企业想要吸引年轻消费者，就需要着眼于年轻消费

者花费大量时间的游戏上。疫情期间，游戏成为E&M行

业发展的亮点。游戏总收入在2020年增长近10%，预计

到2025年实现4.4%的CAGR（参阅第15页图表）。微软和

索尼在2020年底推出新一代游戏机，推动传统游戏的进

一步发展。更广泛地说，游戏是一种全球性语言和全球

性市场，拥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强大创作者和玩家社区。

中国游戏生产商一直在海外扩张，寻找新的市场，包括

在其他亚太中心设立新总部。2021年3月，印度游戏和体

育初创企业Nazara科技的IPO获得大量超额认购。

大部分增长将来自数字领域。脸书游戏和亚马逊Twitch最
近一直在积极获取与游戏相关的视频内容，包括电子竞

技比赛的媒体播放权，以及与知名游戏主播达成独家协

议等。谷歌计划将其云游戏部门Stadia与YouTube整合，

这将使游戏相关内容和视频直播的观众享受到无缝游戏

体验。

地点转移：
去往消费者所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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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显的趋势之一是行业参与者
开始认识到，如果能更加便利地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他们可能会
得到更好的收益。人们喜欢自行
安排时间，轻松便利地收听节目，
而非受限于电台广播时间表。因
此，音频内容提供商正在实现内
容多样化，成为消费者更愿意停
留和浏览的目的地。例如，尽管
许多区域的播客平台倾向于喜剧、
政治等特定话题，但在成熟的中
国市场，诸如喜马拉雅和在纳斯
达克上市的荔枝等领先提供商将
许多不同主题和类型的播客聚合
在一起提供服务。 Clubhouse 和
Spotify则使用现场和录制播客来重
新创建个性化的电台体验。

https://www.talkesport.com/news/nazara-ipo-oversubscribed-by-175-times-in-the-final-day-call/


虚拟现实继续蓬勃发展

《展望》显示，尽管基数非常低，虚拟现实（VR）是

2020年增长最快的细分市场，收入为18亿美元，较2019
年增长31.7%。在预测期内，VR也将是E&M行业中增长最

快的细分市场，到2025年，其收入将实现30.3%的CAGR，
达69亿美元（参阅第16页图表）。2020年，耳机销量大

幅增长。根据Steam的PC用户调查数据，随着备受期待的

《半衰期：爱莉克斯》发布，Steam上使用VR耳机的用户

数量激增。随着价格极具竞争力（299美元）的Oculus
Quest2耳机在2020年底推出，该细分市场得到进一步推

动。

PVOD使新电影实现家庭同步播映

在影视内容领域，电影在2020年转向一种按次付费点

播（TVOD）形式——优质付费点播（PVOD）。2020年
9月，迪士尼真人版《花木兰》在迪士尼+平台上映，

价格为29.99美元，当时全球许多地方的影院因新冠疫

情被迫停业。这部电影在上映首个周末即达到110万用

户观看数，仅通过流媒体就获得3,550万美元的票房收

入。广播付费点播（BVOD）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线性电

视网络的重点。新闻集团旗下澳大利亚付费电视提供

商Foxtel于2020年5月推出一项名为Binge的新型流媒体

服务，提供许多在Foxtel上已经播出的节目，但价格要

实惠很多。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注：最新可用数据截至2020年，2021-2025年数据为预测值。
来源：普华永道《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2021-2025年》；Om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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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蓬勃发展
视频游戏正在获得更多关注和市场份额。

全球主机、PC和社交游戏收入（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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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dnews.com.au/news/here-s-why-bvod-is-australia-s-fastest-growing-media-category
https://www.theguardian.com/tv-and-radio/2020/may/27/binge-is-this-foxtels-last-gasp-or-the-future-of-streaming-in-australia


来源：普华永道《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2021-2025年》；Omdia

数字化引领潮流
满足数字和移动消费者需求的行业增长迅速。

全球增长预测：按细分市场的CAGR，2020-2025 (%)

–1

–1

虚拟现实 30

电影院 29

数据消费 27

户外广告 11

OTT视频 10

音乐、电台、播客 9

互联网广告 8

B2B 7

视频游戏和电子竞技 6

互联网接入 5

电视广告 4

消费者图书 1

报纸和消费者杂志

传统电视和家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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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视大片的影响力
2020年圣诞节，华纳媒体在HBO Max和电影院
同时上映《神奇女侠1984》。该公司随后宣布，
2021年所有电影都将以此方式发行。这项策略

引起一线明星的担忧，他们认为这将对其剩余
收入造成影响。过去，其剩余收入主要依靠票
房。但是，我们不应该过早抹杀那些大制作电
影的商业可行性，这些电影从公共大屏幕体验
中获得的利益最多。受抗疫措施影响较小的动
画电影继续发挥着特别强大的票房吸引力。
《鬼灭之刃》于2020年10月上映，仅用10天就
获得9,50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是迄今为止最快
达到这一里程碑的日本电影。在中国，于2021

年2月上映的喜剧《你好，李焕英》获得了8.5
亿美元的票房收入。在印度，由宝莱坞大牌明

星主演的大制作电影仍以院线上映为目标。

2021年复活节期间，包括《哥斯拉大战金刚》

在内的经典大片电影在美国和全球票房表现强

劲。詹姆斯·邦德系列第25部电影《无暇赴死》

将于2021年10月上映。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warner-bros-movie-2021-debut-hbo-max-theaters-same-day-2020-12?op=1&r=US&IR=T
https://www.wionews.com/entertainment-news/demon-slayer-zooms-in-japans-box-office-amid-pandemic-33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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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益虚拟化的世界里，E&M行业
公司仍将交易视为其重塑业务、保
持或获得市场领导地位的有效方式。
各家公司都在通过交易活动挖掘养

成新习惯的新受众，并获得深度内
容，以满足消费者需求。2020年，
尽管全球许多地方经济活动中断，
但资本市场却异常繁忙，大量资金
流入IPO、风险资本和特殊目的收购
公司（SPAC），包括来自股票交易
平台Robinhood的散户。随着交易势
头继续增长，预计2021年及以后
E&M行业的并购活动前景光明。在
重大思维转变方面，尽管监管和地

缘政治审查加强，老牌企业仍在积
极寻求收购。

新旧博弈

E&M行业交易的一个趋势是，电信和有线电视公司等分

销商与内容提供商之间的上一轮大型交易正在解除。

2021年5月，Verizon同意以50亿美元将上世纪90年代的广

告驱动平台AOL和雅虎出售给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同时

保留10%的股权。但这很快被另一笔大型交易超越：美国

AT&T和有线电视公司探索频道将AT&T旗下华纳兄弟庞大

资产的拆分为一家新公司。这笔交易价值430亿美元，原

因是双方都需要在内容大战中获得更大的规模，并寻找

新的合作伙伴来资助HBO Max等流媒体平台的推出。在

这笔大型交易之后，紧跟着发生了一笔规模相对较小

（但价值仍然很大）的交易，这笔交易和上述分拆交易

有所不同——为寻求进一步扩展内容库，亚马逊宣布将

以85亿美元收购米高梅。米高梅拥有经久不衰的詹姆斯•

邦德系列电影的版权。

投资组合转移：大型交易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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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orbes.com/sites/melissaholzberg/2021/05/03/verizon-selling-aol-yahoo-to-apollo-global-management/?sh=7b7942c56eae
https://www.cbsnews.com/news/att-discovery-merger-43-billion-deal/


买方寻求扩大规模与能力

在增长缓慢的图书领域，企业若想与亚马逊的市场主导地

位竞争，就迫切需要扩大规模和轰动效应。企鹅兰登书屋

于2020年11月同意以20亿美元从维亚康姆哥伦比亚广播公

司手中收购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在其他领域，企业正在

利用交易来购买基础设施或加密技术等能力。2021年2月，

全球约会服务提供商Match Group同意以17亿美元收购韩

国社交发现和视频技术公司Hyperconnect，该公司的技术

支持语音和文本的即时翻译，这是Match为用户额外提供

的一项重要服务。与此同时，为了在年轻用户中建立数字

受众，德国出版商阿克塞尔·施普林格（Axel Springer）
于2020年10月同意收购新闻通讯出版商Morning Brew的多

数股权，这家初创公司的估值约为7,500万美元。

风险资本涌入

E&M行业交易的另一个趋势是，大型风险资本交易的浪

潮不断扩大，尤其是在以数字增长为中心的领域。2021
年4月，吸引了1,000万用户的初创音频应用Clubhouse完
成一轮风险投资，该公司的估值达到40亿美元。由导演

斯派克·李和《Vogue》编辑安娜·温图尔等多个领域

的知名从业者授课的Master Class以25亿美元的估值进

行了一轮融资。交易的另一个推动因素是特殊目的收购

公司（SPAC）出现并成为并购市场的新力量，目前许多

SPAC都在E&M行业。今年6月，数字媒体公司BuzzFeed
同意被名为890 5th Avenue Partners的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收购，投资者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旗下的特殊

目的收购公司Pershing Square Tontine Holdings同意以40
亿美元收购环球音乐集团10%的股份。

近期E&M行业大型交易一览

来源：普华永道分析

日期 价值 交易

2020年9月 5亿美元 ProSiebenSat.1和泛大西洋帕尔希普集团（Parship Group）共同

收购约会公司The Meet Group（交易完成）

2020年11月 20亿美元 企鹅兰登书屋同意从维亚康姆公司收购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

（交易正在审查）

2020年12月 12亿美元 索尼影业同意从美国AT&T收购动漫视频直播服务Crunchyroll
（交易正在审查）

2021年2月 11亿美元 RTL集团同意将广告技术公司SpotX出售给Magnite

2021年3月 75亿美元 微软收购视频游戏公司Bethesda（交易结束）

2021年5月 50亿美元 威瑞森同意将威瑞森媒体（雅虎／美国在线）出售给阿波罗

2021年5月 85亿美元 亚马逊同意收购电影公司米高梅

2021年5月 930亿美元 美国AT&T剥离华纳兄弟并将其与探索频道合并

18 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2021-2025年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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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是全球媒体监管的分水
岭，大型数字平台面临更多来自
监管的阻力。疫情期间，随着电
子商务、数字广告和在线业务蓬

勃发展，影响力转移到亚马逊、
苹果、脸书、谷歌和奈飞，其成
功和不断扩大的规模在全球各地
引发了一系列反应和反击。各国
政要希望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竞
争环境，让本地和面向线下的企
业能够与这些巨头竞争，这一压
力与日俱增。随着华盛顿实施更
加积极的反垄断制度、政治层面
对大型平台的普遍敌意，以及消

费者期望的不断上升，大型科技
公司的运营环境显然将面临更多
挑战。

大型科技公司与政府

2021年2月，澳大利亚政府拟议颁布新媒体法，要求社交

网络为第三方新闻内容付费，脸书为此暂时禁止该国用

户访问本地新闻。这场对抗最终以脸书和谷歌与新闻内

容提供商就其内容达成协议而结束。与此同时，中国为

遏制内容巨头而采取的措施包括今年4月对阿里巴巴处以

28亿美元的罚款，原因是阿里巴巴要求商家必须从两个

平台中选择一个作为其独家分销渠道，即提出“二选一”

要求，这也是2020年12月发布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

反垄断指南》中重点提及的现象之一。此举带来的影响

之一可能是，中国现有的巨头企业对其进一步收购行为

更加谨慎，由此为规模较小的公司扩大规模带来了机会。

在印度，政府于2020年6月禁用TikTok，并于2021年1月宣

布永久禁用。这只是该国禁用的59款中国即时通讯和游

戏应用（包括微信）之一，印度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

止这些应用从人们的手机中秘密收集信息。在TikTok被禁

的消息宣布后两天内，印度视频分享社交媒体应用

Roposo增加了2,200万新用户。

欧盟依旧保持其强硬立场

传统上，为保护市场竞争和确保公民数据使用的透明度，

欧盟在寻求限制大型平台的力量方面一直处于全球领先

地位。2020年12月，欧盟公布了《数字市场法案》草案，

以规范“守门人平台”的监管。欧盟委员会已经对苹果

公司提起了两起新诉讼，涉及苹果应用商店的限制以及

苹果支付与iOS系统的整合。美国联邦和各州也采取了

类似的措施。两家科技巨头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使形势

变得更加复杂。例如，苹果指控谷歌夸大了iPhone的安

全漏洞。

监管转移：平台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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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india-china-apps-idUSKBN29U2GJ


对于平台在内容审核方面应该采取的措施，人们的期

望也越来越高。有关平台作为言论自由监管者角色的

公开辩论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今年2月，印度为社交

媒体公司制定了一系列规定，要求迅速删除具有攻击

性、分裂性或煽动性的社交内容，并破解加密措施以

追踪信息发布人。1月美国国会大厦事件发生后，推特

和脸书决定封禁特朗普的账号，在一些人看来，这是

因为平台想要压制保守派的声音。德国总理默克尔批

评推特封禁特朗普账号违反了“言论自由的基本权

利”，并补充说，美国应该效仿德国制定限制网络煽

动的法律，而不是任由平台自行制定规则。

消费者渴望社会公正

另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推动监管：消费者日益增强的

社会意识，其表现为对社会公正、内容审核、安全数字

空间、多样性和包容性等价值观和概念需求的不断上升。

在世界各地，消费者对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问题

的期望越来越高，特别是对网络骚扰和数据隐私的担忧。

《普华永道／IAB展望：2021年数字广告生态系统》报告

发现，全球76%的消费者认为与公司分享他们的个人信

息是一种“必要之恶”，36%的消费者相较于一年前更

不愿意分享他们的信息。

经营环境不断变化

到目前为止，日益增长的监管压力似乎并没有抑制E&M
行业公司与消费者接触、进入新市场或开展重大交易的

能力。但在一定程度上，监管可能会开始改变行为，这

将为规模较小的参与者带来机会。然而，企业需要意识

到其经营环境正在迅速变化，不能寄希望于帮助其获得

扩大规模和繁荣发展的监管框架将持续存在。在制定未

来战略时，企业需要将监管风险和变化纳入到他们的计

划中，这一点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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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展望2022年，E&M行业的前景虽然充
满挑战，但基本上仍然乐观。未来几
年，向数字行为的转移将有力推动这
些行业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增长。随着

各公司竞相向消费者提供越来越多的
产品、服务和体验，E&M行业将变得
更加普及、愈发沉浸式、多样化。

但在许多情况下，增长和回报是不对称的。正如新冠疫

情后的经济和健康复苏不会在全球范围内平均分布一样，

E&M行业各个细分市场和专注于特定地区市场的公司前

景也将出现明显的不均衡。即使在视频流媒体等收入增

长最强劲的领域，竞争的基础也可能在未来几年发生巨

大变化。与此同时，各公司所处的社会、政治和监管环

境也将继续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发展。

这一切都意味着，墨守陈规、一味依靠过去创造价值以

锁定市场份额的策略将不再是最有效的前进姿态。全球

正逐步走出疫情的痛苦泥沼。在这并不稳定的影响力转

移过程中，那些乐于接受变化、调研数据并向客户、同

事和合作者寻求深刻见解的企业将保持平衡，并在未来

增长获得公平份额的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

结语：快进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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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数据收集
所有预测皆始于从各种来源收集到的历史数据。首先，

我们从贸易协会和政府机构的公开信息中收集准确和全

面的历史数据作为基础。直接使用这些数据时，我们会

注明相应的数据来源。此外，在编制本报告时，我们走

访了相关协会、监管机构和领先企业，以收集无法通过

公开来源获得的见解和估计。收集到这些信息后，我们

将其作为计算依据，因而这里的来源数据为专有信息。

预测方法
所有预测都是包括定量和定性分析在内的一个协同集成

过程的一部分。经过严格执行范围界定、市场映射、数

据收集、统计建模和验证等一系列流程，我们得出了上

述预测结果。本出版物的所有数据、图表（除非另有说

明）均取自《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2021-2025年》。

定义
您是否希望轻松点击按钮就能访问消费者和广告支出数据？

《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是全球分析的综合来源，提供

未来五年消费者和广告支出的预测，涵盖全球53个国家和地

区及以下14个细分市场：

• 图书

• B2B电子商务

• 电影

• 数据消费

• 互联网接入

• 互联网广告

• 音乐、广播和播客

• 报纸和消费者杂志

• OTT视频

• 户外广告

• 传统电视及家庭视频

• 电视广告

• 视频游戏和电子竞技

• 虚拟现实

方法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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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报告数据

本出版物中的材料来自《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2021-
2025年》中的数据，该报告包含关于消费者和广告支出数据
的综合来源，可通过订阅www.pwc.com/outlook获得。普华
永道持续更新在线版《展望》的数据；因此，请注意本出版
物中的数据可能与在线版数据不一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
业展望：2021-2025年》是消费者和广告支出数据的最新来
源。

本文件由普华永道提供，仅作为一般性指导，并不构成提供

任何形式的法律咨询、会计服务、投资建议或专业咨询。本

文件所提供的信息不能取代专业税收、会计、法律咨询或其

他相关专业咨询建议。在作出任何决定或采取任何行动之前，

您应该咨询专业顾问，并向其提供与您特定情况相关的所有

相关事实。

信息按原样提供，我们对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或及时性概

不作出任何保证或担保，也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

包括但不限于对业绩、适销性和适用于特定用途的担保。

请在您的文章中将《展望》引用为“普华永道

《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2021-2025年》，

www.pwc.com/outlook”。

不得在任何可能会以任何方式误导或无法提供完整上下文

的情况下摘录、使用或呈现本出版物的内容。

允许引用
未经普华永道书面许可，不得摘录、复制、存储在检索系

统中，或以任何形式或通过任何手段（包括电子、机械、

影印、录制或扫描）进行传播。

请通过shruti.kumar@pwc.com以书面形式向Shruti Kumar
提出申请，概述您希望摘录的部分，并提供附带摘录的完

整报告初稿。每次引用都需要提供该信息，以便普华永道

评估摘录的内容。

在不影响上述条款的情况下，本出版物的摘录只能用于背景

市场说明，不应作为2021-2025年信息的唯一来源，也不得

构成大部分来源信息。

关于普华永道
普华永道的使命是建立社会信任以及解决重要问题。我们

各成员机构组成的网络遍及155个国家和地区，有超过

28.4万名员工，致力于在审计、咨询及税务领域提供高质

量的服务。如需了解更多信息并与我们进行交流，请访

问 www.pwc.com。

使用和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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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的提供商
Omdia隶属于Informa Tech集团，是为全球电信及媒体市

场提供商业智能和战略服务的供应商，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www.om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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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ner Ballh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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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Rajib Ba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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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wc.com/structure。本文件中包含的内容仅为提供一般信息之目的，不应用于替代

专业咨询者提供的咨询意见。

《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商标归普华永道所有。

娱乐及媒体行业前景如何？

流媒体的不断崛起、具有颠覆性的创作者、消费

者掌握控制权，监管力度加大。

了解正在重塑全球行业格局的影响力转移。

通过数字化工具，获得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及14个娱

乐及媒体行业细分市场的全新预测。

现在订阅普华永道第22期《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
2021-2025年》年度报告。

pwc.com/outlook

目前可订阅

细分市场订阅750美元/份
个人订阅3,300美元/用户
企业订阅：根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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