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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网络通信服务及
数字产品交易市场发展现状

[哈]伊万沙拉法诺夫　 白树强

　 　 【内容提要】 　 当前存在并广泛使用的计算机网络体系是数字产品交

易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基础ꎬ反过来数字产品交易市场也成为促进计算机网

络基础设施和通信服务水平发展的催化剂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随着“金砖国

家”网络覆盖率和通信服务水平的提高ꎬ网络用户对数字产品的需求日益

增加ꎮ 本文通过对“金砖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和网络通信服务发展水平

的分析发现ꎬ中国、俄罗斯和巴西已经形成相对完整、符合当前发展需要的

网络服务体系ꎬ而印度和南非还处于后发阶段ꎮ 通过对“金砖国家”数字产

品交易市场发展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ꎬ中国在各类数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方面具有绝对优势ꎬ俄罗斯和巴西处于快速发展阶段ꎬ甚至在个别领域超过

中国ꎬ而印度和南非的数字产品交易市场则处于萌芽阶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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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的广泛发展和应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商业活动和国

际贸易形式ꎮ 同时ꎬ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扩展和普及为许多公司使用大量设

备、云服务和数据分析资源创建了十分便利的环境ꎮ 此外ꎬ由于全球互联网

访问速度提升及网络设备生产成本降低ꎬ许多新电子设备中所使用的先进技

术已经能够满足用户随时随地接受并传送大量数据的需要ꎮ
在微观层面ꎬ数字产品将成为人与人之间语音、视频和其他交互方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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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商业活动或个人交往)的设备ꎬ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和远程

医疗设备成为实现新的发展和增长模式的主要工具ꎮ 在宏观层面ꎬ随着“智
能家庭”和“智能城市”网络化趋势加快ꎬ消费者和公用事业机构将能够远程

监控ꎬ甚至调整家庭或城市中的设置ꎬ以便得到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和利用ꎮ
因此ꎬ本文将研究“金砖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和网络通信服务发展水平以及

数字产品交易市场发展现状ꎬ从而对“金砖国家”数字产品交易发展过程进行

全面的分析并总结其主要特点ꎮ

一　 “金砖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和网络通信服务发展水平

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及其更新换代速度和规模是国家整体网络通

信服务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ꎮ 网络通信服务既包括网络基础设施(硬件)又
包括网络的应用程序(软件)ꎬ它提供数据存储、操作、显示、通信和其他多种

功能ꎬ通常使用基于应用层网络协议的客户机—服务器或对等体系结构而提

供相应的服务①ꎮ
(一)“金砖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１ “金砖国家”家庭互联网接入

借助家庭互联网接入指标可判断一国整体上网条件ꎬ即互联网基础设施

的普及化程度ꎬ它既包括通过计算机上网ꎬ又包括通过手机、游戏机、数字电

视等设备进行网站访问ꎮ 图 １ 表示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７ 年“金砖国家”有互联网接入

的家庭比重不断提高ꎬ其中俄罗斯得益于庞大的网民数量和相对完整的通信

设施(在俄罗斯ꎬ企业和家庭用户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接入互联网ꎬ包括拨号、
有线、ＤＳＬ、ＦＴＴＨ、移动、无线和卫星)一直保持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ꎬ并于

２０１７ 年达到 ７６ ２８％ ꎮ
与此同时ꎬ虽然印度互联网正在蓬勃发展ꎬ但在家庭互联网接入方面与

其他几国相比增速较低ꎬ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２ ９％增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２５ ４％ ꎮ 而巴西、
南非和中国则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别ꎬ其家庭互联网接入比重基本上接近全球

平均水平ꎬ分别达到了 ６０ ８％ 、６０ ７％ 和 ５９ ６％ ꎮ 其中ꎬ２００６ 年南非家庭互

联网接入水平接近印度(仅为 ３ ６％ )ꎬ但后来由于实现快速互联网基础设施

建设ꎬ其网络接入水平超过 ５０％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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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ＳＤｘＣｅｎｔｒａｌꎬ １１ １１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ｄｘ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ｇｌｏｓｓａｒｙ / ｎｅｔｗｏｒｋ － ｓｅｒｖｉｃ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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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ꎬ“金砖国家”的俄罗斯、巴西、南非和中国互联网接入条件已基

本上符合当前网络数字传输和贸易的发展需要ꎬ２０１９ 年公布的«全球数字化

报告»(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表明ꎬ全球 ９１％ 的网络用户访问了网上零售商

店以及 ７５％进行过在线购买产品或服务的活动ꎮ

图 １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７ 年“金砖国家”家庭互联网接入占比(％)
资料来源:ＩＴＵ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ＩＣ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ＴＩ)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２０１８

２ “金砖国家”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发展

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ꎬ即保

证安全联机事务的网络服务器ꎮ 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使用安全套接层协议

(Ｓｅｃｕｒｅ Ｓｏｃｋｅｔｓ ＬａｙｅｒꎬＳＳＬ)进行数据加密和解密ꎬ以保护数据免受未经授权

的拦截ꎮ 这类服务器广泛使用于在线零售商和任何有网络存在进行在线数

字交易的组织和机构ꎬ因此成为数字交易活动重要的保障因素ꎮ 例如ꎬ若网

站没有正确的 ＳＳＬ 证书则将不允许在网站上使用“Ｓｏｕｐｅ”、“ＰａｙＰａｌ”、“Ｐａｙ￣
ＦＡＳＴ”和“ＳＮＡＰＳＣＡＮ”等支付网关进行交易ꎮ 与 ２０１８ 年相比ꎬ切换到安全

“ｈｔｔｐｓ”连接的网站数量增长将近两倍ꎮ 这一变化既存在于发达国家ꎬ也存在

于许多发展中国家ꎮ 由图 ２ 可以看出ꎬ“金砖国家”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安全的互

联网服务器规模维持在较低水平ꎬ各国均不超过 １０ 万台ꎮ 但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８ 年

各国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数量飞速增长ꎬ其中南非年均增速达到 ３０９ ５％ ꎻ同
期ꎬ中国和俄罗斯的年均增速也较快ꎬ分别达到 １７５ ３％ 和 １７０ ４％ ꎻ而印度

和巴西的增速略低于其他“金砖国家”ꎬ为 １３７ ６％和 １３０ ４％ 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底ꎬ俄罗斯、南非和中国的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数量最多ꎬ

分别达到 ７４ ９９３ 万、６９ ５３３ ６ 万和 ６２ ２１４ ２ 万台ꎮ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在全球

ＳＳＬ 评级中排名第 ９ 位ꎬ超过中国、丹麦和瑞士ꎬ俄罗斯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

市场的突飞猛进不仅得益于各种认证中心的出现ꎬ还得益于其特殊的服务项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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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８ 年“金砖国家”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数量 (单位:万台)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目ꎮ 例如ꎬ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俄罗斯的“ＲＥＧ ＲＵ”和“ＧｌｏｂａｌＳｉｇｎ”启动了期限为 １
年的 ＳＳＬ 证书无偿发行服务ꎬ其中“ＲＥＧ ＲＵ”客户端有机会免费使用有效的

ＳＳＬ 证书并在实践中对其进行测试(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已经颁发 ３０ 多万张证

书)①ꎮ 根据 ２０１９ 年“ Ｓｔａｔｏｎｌｉｎｅ”网站公布的数据ꎬ在俄罗斯“ ｒｕ”区域有

８９ ６ 万个 ＳＳＬ 证书处于活动状态ꎬ而在“ ｒｆ”区域中有 ９ ８ 万个 ＲＦ 证书ꎮ 当

前ꎬ俄罗斯有 ３ 家认证中心在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发布数量上处于领先地

位ꎬ在“ ｒｕ”区域有“Ｌｅｔ'ｓ ｅｎｃｒｙｐｔ”、“ＣＯＭＯＤＡ Ｃ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和“ＧｌｏｂａｌＳｉｇｎ”公
司ꎮ 南非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数量较多ꎬ并于 ２０１６ 年超过了巴西、中国和印

度ꎮ 由于南非犯罪率居高不下ꎬ网络诈骗和数字盗窃或黑客越来越多ꎬＳＳＬ
证书的应用成为缓解这些问题的必要措施之一ꎮ 然而ꎬ南非居民仍然对在线

购买持谨慎态度ꎬ因此ꎬ政府通过设立尽可能多的安全服务器为本地网民创

造更加安全的消费环境②ꎮ 当前ꎬ南非有两家认证中心在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

发布数量上处于领先地位ꎬ它们分别是“Ｃｏｍｏｄｏ”和“ＲａｐｉｄＳＳＬ”③ꎮ 中国安全

的互联网服务器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５ １００ 台增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６２ ２１４ ２ 万台ꎬ呈现快

速增长态势ꎮ 由于 ２０１６ 年前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 电脑系统在中国使用率较高ꎬ因此

—６５—

①

②

③

Россия заняла ９ место в мировом ＳＳＬ － рейтингеꎬопережая КитайꎬДанию и
Швейцарию ｈｔｔｐｓ: / / ｈａｂｒ ｃｏｍ / ｒｕ /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ｇｌｏｂａｌｓｉｇｎ / ｂｌｏｇ / ４４１２４８ /

Ｗｈａｔ Ｉｓ ＳＳＬ ａｎｄ Ｗｈｙ Ｄｏ Ｉ Ｎｅｅｄ Ｉ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ｏｗｗ ｃｏ ｚａ / ｗｈａｔ － ｉｓ －
ｓｓｌ － ａｎｄ － ｗｈｙ － ｄｏ － ｉ － ｎｅｅｄ － ｓｓｌ －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ｓ － ｆｏｒ － ｍｙ － ｗｅｂｓｉｔｅ /

ＩＴＴＣＯＮＮＥＣＴꎬＳｅｃｕｒｅ Ｙｏｕｒ Ｗｅｂｓｉｔ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ｔｔｃｏｎｎｅｃｔ ｃｏ ｚａ / ｂｌｏｇ / ｓｅｃｕｒｅ －
ｙｏｕｒ － ｗｅｂｓｉ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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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 ＳＳＬ 证书采用率偏低ꎬ即此期间内 ＳＳＬ 证书在中国的应用范围相对有

限①ꎮ 但目前从中国获得 ＳＳＬ 证书不再成为问题ꎬ包括 ＳＳＬ Ｄｒａｇｏｎ 在内的许

多经销商接受中国客户ꎬ前提是他们应当具备有效的付款方式ꎮ
２０１８ 年巴西和印度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数量分别达到了 ４２ ６５６ 万台和

２５ ４０３ ２ 万台ꎮ 其中巴西政府网站曾经长期存在安全漏洞ꎬ如 ２０１７ 年年底

至少有 ８ 个不同的政府机构网站受到黑客攻击和钓鱼软件的侵袭ꎮ 另外ꎬ
“ＰａｙＰａｌ”支付系统、“微软”、“纳弗”和“Ｄｒｏｐｂｏｘ”也成为黑客攻击的主要对

象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巴西大幅增加了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数量ꎮ 当前ꎬ巴西

的“Ｖａｌｉ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认证中心在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发布数量上处

于领先地位②ꎮ 最近几年ꎬ得益于 ＩＣＴ 和通信行业的快速发展ꎬ印度的安全互

联网服务器得到了极大的扩展ꎬ其规模增加了三倍多ꎮ 当前ꎬ印度有很多认

证中心在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发布数量上处于领先地位ꎬ最主要的包括“Ｓｙ￣
ｍａｎｔｅｃ”、“ＧｅｏＴｒｕｓｔ”和“ＲａｐｉｄＳＳＬ”等ꎮ

３ “金砖国家”数字设备普及水平

互联网基础设施与其他类型基础设施的最大不同在于:除了在国家宏观

层面应当建立高速的网络连接、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提供 ４Ｇ 和 ５Ｇ 信号

ＬＴＥ 基站之外ꎬ还需要在微观层面保证消费者购买并使用相应的数字设备进

行数据传输和交易ꎮ 根据 ２０１８ 年“谷歌消费者晴雨表”(Ｇｏｏｇｌ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Ｂａ￣
ｒｏｍｅｔｅｒ)公布的调查数据可知ꎬ“金砖国家”最常用的网络数字设备大致可归

类为移动电话、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或台式电脑以及平板电脑设备ꎮ 移动

电话(所有类型)在“金砖国家”普及率最高ꎬ俄罗斯、中国和南非均超过

９５％ ꎬ即这些国家几乎所有的成年居民均拥有移动电话ꎬ而巴西和印度水平

略低于其他国家ꎬ分别为 ８９％ 和 ８８％ ꎮ 智能手机普及率在中国、巴西、俄罗

斯和南非均达到 ６０％ 以上的水平ꎬ而印度仅为 ４０％ ꎮ 笔记本或台式电脑普

及率在俄罗斯和中国最高ꎬ分别为 ６８％ 和 ５３％ ꎬ同期巴西和南非水平较低ꎬ
分别为 ３８％和 ２４％ ꎬ印度仅为 １５％ ꎮ 智能手机、笔记本或台式电脑普及率指

标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金砖国家”通信基础设施在微观层面存在的差距ꎬ中
国、巴西、俄罗斯和南非使用智能手机的消费者有 ５０％ 以上能够进行数字产

—７５—

①

②

目前已经失效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版本在 ＩＥ 浏览器中缺乏对服务器名称指示( ｓｅｒｖｅｒ
ｎａｍ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ꎬＳＮＩ)的支持ꎬ这很可能与 ２０１６ 年之前 ＳＳＬ 证书的全球采用率低有关ꎮ

Ｎｅｔｃｒａｆｔꎬ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Ｗａｒｍ Ｗａ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Ｓｈｏａｌｓ ｏｆ Ｐｈｉｓｈꎬ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ｎｅｔｃｒａｆｔ ｃｏｍ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１８ /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 ｗａｒｍ － ｗａｔｅｒｓ －
ｆｏｒ － ｓｈｏａｌｓ － ｏｆ － ｐｈｉｓｈ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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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交易活动ꎬ而印度在此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ꎮ
(二)“金砖国家”网络通信服务发展水平

１ “金砖国家”互联网用户规模

“金砖国家”互联网普及率在过去 １０ 年多的时间内增长速度较快ꎮ 俄

罗斯是“金砖国家”互联网普及率最高的国家ꎬ２０１７ 年达到 ７６ ０１％ ꎬ高于

南美的 ７３％ 、东南亚的 ６３％ 和大洋洲的 ６９％ ꎮ 仅在 ６ 年内(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２
年)俄罗斯的互联网用户占总人口比重就由 １８％ 升至 ６３ ８％ ꎬ增长 ３ 倍

多ꎮ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 年ꎬ互联网用户数量进入稳定上升阶段ꎬ目前ꎬ俄罗斯拥有

１ ０９６ 亿互联网用户ꎬ其中大多数(７５％ )生活在城市ꎬ为该国电子商务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ꎮ 此外ꎬ俄罗斯 ８５％ 的互联网用户每天上网ꎮ ２０１７ 年巴

西互联网用户占总人口比重达 ６７ ５％ ꎬ约为 １ ４９１ 亿人ꎮ 虽然互联网和社

交媒体的使用在巴西有很大的渗透率ꎬ但进一步的增长和扩大却停滞不

前ꎮ 在上网的人群中ꎬ８５％ 的互联网用户每天上网ꎬ达到了拉丁美洲的最

高水平ꎮ ２０１７ 年ꎬ南非互联网用户占总人口比重达 ５６ ２％ ꎬ约为 ３ １８６ 万

人ꎮ 该数字略高于 ２０１６ 年的３ ０８０万人ꎮ 南非互联网用户上网时间较长ꎬ
平均每天在线 ８ 小时 ２５ 分钟ꎮ

图 ３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７ 年“金砖国家”互联网用户占总人口的比重(％)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２０１７ 年中国互联网用户占总人口比重为 ５４ ３％ ꎮ 由于持续加大对基础

设施的投资力度并不断降低上网费用ꎬ中国网民数量首次突破 ８ 亿ꎬ进一步

巩固了其全球最大规模网络用户的地位ꎮ 中国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持续投

资使得其互联网服务领域不断扩张ꎬ政府最近出台的提高网速、降低上网成

本等政策也有助于促进互联网用户的增长ꎮ 此外ꎬ中国 ８３％的互联网用户每

天上网ꎬ平均每天在线 ５ 小时 ５２ 分钟ꎮ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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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印度网络渗透率相对较低ꎬ２０１７ 年为 ３４ ５％ ꎬ但由于人口规模较

大ꎬ因此ꎬ其互联网用户数量达 ４ ６ 亿ꎮ 虽然印度城市互联网用户规模仅提

高了 ７％ ꎬ２０１８ 年达到 ３ １５ 亿ꎬ然而ꎬ得益于带宽的增加、廉价的数据计划以

及政府资金的支持ꎬ印度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正在逐步缩小ꎬ２０１７ 年乡村互

联网用户增长了 ３５％ ꎮ 印度 ６１％ 的互联网用户每天上网ꎬ平均每天在线 ７
小时 ４７ 分钟ꎮ

２ 移动网络覆盖率

２０１８ 年“金砖国家”中的南非和中国移动网络覆盖率最高ꎬ分别达到

９９ ９％和 ９９ ５％ ꎮ 两个国家早在 ２００６ 年就已经超过 ９５％ ꎬ并一直维持较高

的水平ꎮ 即使这样ꎬ南非移动宽带市场仍在不断发展ꎬ根据“ＯｐｅｎＳｉｇｎａｌ”的最

新一轮测试ꎬ该国一半以上的运营商已经在为 ＬＴＥ 服务商提供良好的可访问

性和较快的链接速度①ꎮ 因此ꎬ即使南非固定网络发展水平和用户数量不够

高ꎬ但得益于移动网络的高覆盖率ꎬ该国完全可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网络消费

者需求ꎮ 中国的移动网络通信水平一直位于世界前列ꎬ其移动网络覆盖率也

接近 １００％ ꎮ 这意味着ꎬ当前不仅中国主要发达城市可以参与数字交易活动ꎬ
且广大农村地区也随之加快了电子商务活动ꎬ并将在线技术融入金融服务和

制造业等传统行业ꎮ 此外ꎬ全面的移动网络覆盖率也有助于推进 ４Ｇ 向 ５Ｇ 网

络的转变过程ꎮ
印度在此领域也有了较快的发展ꎬ其覆盖率由 ２００６ 年的 ６０ ９％ 增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９７％ ꎮ ２０１７ 年以来ꎬ印度移动网络运营商已经将接入 ＬＴＥ 信号链

接作为优先解决事项ꎮ 然而ꎬ该国 ４Ｇ 链接速度仍然停滞不前ꎬ但随着政府对

该领域加大投资并安装新设备ꎬ这种情况可能很快就会改变②ꎮ ２０１６ 年以

来ꎬ巴西和俄罗斯的移动网络覆盖率也维持在很高水平ꎬ均高于 ８０％ ꎬ并于

２０１７ 年分别达到 ９５ ８％ 和 ９１％ ꎮ 俄罗斯的移动网络覆盖率略低于其他国

家ꎬ其原因是大型运营商只在较大的城市提供稳定的网络连接ꎮ 俄罗斯地广

人稀ꎬ在人口较少的地区提供网络连接导致运营商无利可图ꎮ 因此ꎬ只有在

俄罗斯的城市或郊区才能享受稳定的移动网络连接③ꎮ

—９５—

①

②

③

ＯｐｅｎＳｉｇｎａｌꎬ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ｐｅｎｓｉｇｎａｌ ｃｏｍ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２０１７ / ０８ / 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 / ｓｔａｔｅ － ｏｆ － ｔｈｅ － ｍｏｂｉｌｅ －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ｐｅｎＳｉｇｎａｌꎬ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ｄｉａ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８)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ｐｅｎｓｉｇ￣
ｎａｌ ｃｏｍ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２０１８ / ０４ / ｉｎｄｉａ / ｓｔａｔｅ － ｏｆ － ｔｈｅ － ｍｏｂｉｌｅ －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ａｙ 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ꎬＭｏｂｉｌ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ꎬ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Ｃｅｌｌ Ｐｈｏｎ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ａｙｔｏｒｕｓｓｉａ ｎｅｔ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 ｌｉｔｉｅｓ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Ｍｏｂｉｌｅ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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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移动互联网连接发展水平

对“金砖国家”来说ꎬ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能够提供更多的合作和商业

机会ꎮ 移动互联网连接是指能够通过数据无线传输支持使用无线的语音或

数据网络连接的技术ꎬ其最常见的表现为移动电话和智能手机ꎮ 根据 ＧＳＭＡ
协会每年公布的 ＧＳＭＡ 移动互联网连接指数①可知ꎬ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年ꎬ俄罗斯

和中国的移动互联网连接指数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并远超其他“金砖国家”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的该指数一直高于中国ꎬ但 ２０１８ 年中国移动互联网连

接指数首次超过俄罗斯ꎬ达 ７４ ３(同年俄罗斯为 ７３ ２)ꎮ
根据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和中国 ＧＳＭＡ 移动互联网连接 ４ 个主要指标水平来

看ꎬ在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指数以及相关内容和服务的可用性指数两项上ꎬ
中国超过了俄罗斯ꎬ中俄两国分别为 ８０ ２、７５ ９ 和 ７３ ９、６４ ６ꎮ ２０１９ 年年初ꎬ
中国已经拥有近 ５００ 万个 ３Ｇ / ４Ｇ 基站(中国每 １０ 平方英里有 ５ ３ 个基站ꎬ美
国只有 ０ ４ 个基站)和 １２ 亿 ４Ｇ 用户ꎬ至少占全球总数的 １ / ３②ꎮ 此外ꎬ得益

于已经建成的 ４Ｇ 网络的容量和密度ꎬ中国将成为 ５Ｇ 网络主要市场之一ꎮ 据

有关专家预测ꎬ到 ２０２５ 年中国将成为 ５Ｇ 市场的领头羊ꎬ至少拥有 ４ ３ 亿用

户③ꎮ 因此ꎬ近几年中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大量投入和创新均推动了移动

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ꎮ 与此同时ꎬ由于俄罗斯移动互联网用户已成为

网络数据主要消费者且运营商对 ＬＴＥ 网络大量的投资ꎬ促使俄罗斯迅速向

４Ｇ 网络全面覆盖转移ꎮ 近年来ꎬ俄罗斯的移动互联网运营商已经完成了对

４Ｇ 网络建设的初步投资ꎬ并在全国范围内完善了光纤基础设施ꎬ不过ꎬ俄 ５Ｇ
网络基础设施部署不太可能在 ２０２０ 年年底之前完成④ꎮ 此外ꎬ在设备和服务

的可承受性指数和消费者准备指数两项ꎬ俄罗斯超过了中国ꎬ中俄两国分别

为 ６７ ７、６７ ３ 和 ８６ ６、７６ ３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年ꎬ巴西、南非和印度的 ＧＳＭＡ 移动互联网连接指数也表现

—０６—

①

②
③

④

ＧＳＭＡ 移动互联网连接指数衡量了 １６５ 个国家(占全球人口的 ９９％ )移动互联网

的关键推动因素:基础设施指数、设备和服务的可承受性指数、消费者准备指数以及相关

内容和服务的可用性指数ꎮ
Ｄａｎ Ｌｉｔｔｍａｎ ｅｔ ａｌ ꎬ５Ｇ:Ｔｈｅ Ｃｈａｎｃｅ ｔｏ Ｌｅａｄ ｆｏｒ Ａ ＤｅｃａｄｅꎬＤｅｌｏｉｔｔｅꎬ２０１８
Ｃｈｉｎａꎬｂｙ Ｄｅｓｉｇｎ:Ｗｏｒｌｄ －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ｕｒｔｕｒｅｓ Ｎｅｗ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ꎬ

２０１８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２ ｄｅｌｏｉｔｔｅ ｃｏｍ/ ｕｓ / ｅｎ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ｅｄｉａ － ａｎｄ －
ｔｅｌｅｃｏｍ －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 ｃｈｉｎａ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ｔｍｌ

ＧＳＭＡꎬ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ＩＳ ２０１８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ｓｍａ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ｏｍ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 ｆｉｌｅ ＝ ｄ０ｆ３ｂｂ３ ９８ｄ５６ａｂ９ｅａｅ７ｂ３６６ｄ２７ａｃｄｅｄ８＆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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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的增长ꎬ２０１８ 年分别为 ６２ ５、５９ ５ 和 ５５ ６ꎮ ２０１８ 年巴西在移动互

联网基础设施指数、消费者准备指数以及相关内容和服务的可用性指数三项

均超过了南非和印度ꎬ分别为 ６６ ３、７５ ２ 和 ７１ ４ꎮ 值得强调的是ꎬ虽然印度

在 ＧＳＭＡ 移动互联网连接指数上均低于其他国家ꎬ但上述三个指标都超过了

南非ꎬ分别为 ６２ ４、６６ ６ 和 ５６ ７ꎮ 而南非只有设备和服务的可承受性指数一

项超过了印度和巴西ꎮ

二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交易市场发展现状

近年来ꎬ移动设备技术以及移动和固定宽带互联网的进步使全球各地消

费者能够几乎无限量访问各类信息和数据ꎮ 其中云基础设施和服务已成为

满足消费者对数字产品日益个性化需求的重要支撑平台ꎮ 新的数字技术正

在改变产品的创建、分发及其货币化方式ꎮ 因此ꎬ创意数字产品、新闻和信息

的设计和消费正迅速从传统来源向更多的按需平台转变ꎬ这种趋势可以从整

个媒体行业越来越多地使用云平台产品和服务得到证明ꎮ 虽然其中一些内

容仍通过传统的光盘或磁带等物理格式提供给消费者ꎬ但是近年来视频点播

(Ｖｉｄｅｏ ｏｎ ＤｅｍａｎｄꎬＶＯＤ)、音乐流媒体(Ｍｕｓｉｃ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和数字出版

等数字平台迅速崛起并成为消费者的首要选择ꎮ

图 ４ ２０１８ 年“金砖国家”数字产品市场渗透率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Ｍａｒｋｅｔ 统计数据计算得出ꎮ

从企业对消费者的角度重点介绍“金砖国家”数字产品交易市场的发展

现状、主要特点及制约因素ꎮ 图 ４ 表明ꎬ“金砖国家”四种数字产品市场渗透

率存在较大的差异ꎬ但数字视频游戏、视频点播、数字音乐和数字出版成为五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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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消费的主要数字产品ꎮ 中国在四种数字产品渗透率方面的水平最高ꎬ
其视频点播、数字音乐、数字视频游戏和数字出版的渗透率分别为 ５０ ２％ 、
４０ ２％ 、３６ ４％和 ３６％ ꎮ 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数字产品消费结构与中国

相比存在较大差距ꎬ在这些国家数字视频游戏成为渗透率最高的产品ꎬ分别

为 ２８ ６％ 、２６ ４％ 、２０ ６％和 １０ ６％ ꎮ 此外ꎬ巴西的视频点播产品渗透率超

过了其他三个国家ꎬ达到 ２８ ３％ ꎮ 同期ꎬ俄罗斯在数字出版上远超其他三个

国家ꎬ达到 １８ ２％ ꎮ 虽然上述数字产品行业的数据无法全面反映这类产品是

由国内还是国外供应商提供的ꎬ但可以看出这些细分市场有明显的贸易

潜力ꎮ
(一)“金砖国家”计算机和手机游戏行业发展情况

云技术的出现及其广泛使用使得游戏行业通过提高消费者参与度来更

好地定制游戏体验并扩大其消费群ꎬ这主要是因为当前大多数电子游戏都在

网上发布和销售并允许用户将其储存在云游戏服务器上ꎮ 这种发布格式允

许游戏公司提供定期的更新ꎬ包括新的内容、事件或根据个人游戏玩家偏好

的可下载内容的选项等在线服务①ꎮ

图 ５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金砖国家”数字视频游戏行业收入(左轴)
和用户平均收益(右轴)

资料来源:Ｓｔａｔｉｓｔａꎬ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Ｖｉｄｅｏ Ｇａｍｅｓꎬ２０１８

图 ５ 右轴显示 ２０１８ 年“金砖国家”数字视频游戏行业每个用户平均收益

情况ꎮ 中国和俄罗斯每个用户平均收益高于其他国家ꎬ分别为 ４８ ８５ 美元和

２６ １７ 美元ꎬ但两国水平依然低于全球用户平均收益水平(２０１８ 年为 ５２ ３８

—２６—

① Ｇａｍｅｓｒａｄａｒꎬ５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Ｗｈｙ ５Ｇ Ｉｓ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 Ｇａｍｉｎｇ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ａｍｅｓｒａｄａｒ ｃｏｍ / ５ － ｒｅａｓｏｎｓ － ｗｈｙ － ５ｇ － ｉｓ － ｇｏｉｎｇ － ｔｏ － ｂｅ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 ｆｏｒ － ｇａｍｉｎ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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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ꎮ 印度、巴西和南非的用户平均收益则低于 １０ 美元ꎬ分别为 ８ ８８ 美

元、６ １６ 美元和 ４ ２６ 美元ꎮ 上述数字比较直观地显示“金砖国家”内部数字

视频游戏行业发展存在的差异ꎬ即拥有完整通信基础设施和庞大网络用户群

体的中国和俄罗斯平均收益已经接近全球平均水平ꎬ但印度、巴西和南非仍

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ꎮ
此外ꎬ由图 ５ 左轴分析可以发现ꎬ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中国的数字视频游戏

行业收入远超其他“金砖国家”ꎮ ２０１８ 年中国数字视频游戏行业估值达到

２３１ ９８ 亿美元ꎬ其中规模最大的子行业是手机游戏ꎬ其收入达 ２１４ ４３ 亿美

元ꎮ 中国的数字视频游戏行业成为拥有超过 ５ 亿消费者的全球电子游戏

行业的主要市场之一ꎮ 由于巨大的市场规模ꎬ中国被称为“世界游戏行业

之都”ꎬ并成为世界最大的视频游戏公司所在地ꎮ 目前ꎬ世界最大的视频游

戏制造商的总部位于美国、中国、日本和欧洲(见表 １)ꎮ 其中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中国的“腾讯”收入规模一直排名全球第 １ 位ꎬ于 ２０１８ 年达到 １９７ ３ 亿

美元(与 ２０１７ 年相比增加 ９％ )ꎮ 此外ꎬ２０１８ 年中国的“网易”在全球排名

第 ７ 位ꎬ收入规模达 ６１ ８ 亿美元(与 ２０１７ 年相比增加 １０ ４％ )ꎮ

表 １ 全球排名前十名的视频游戏公司收入规模 (单位:亿美元)

国家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中国 “腾讯” １２０ ０ １８１ ０ １９７ ３

日本 “索尼” ７８ ４ １０５ ０ １４２ ２

美国 “微软” ６４ ８ ７１ ０ ９７ ５

美国 “苹果” ６７ ０ ８０ ０ ９４ ５

美国 “动视暴雪” ６３ ０ ６５ ０ ６８ ９

美国 “谷歌” ４０ ７ ５３ ０ ６５ ０

中国 “网易” ４１ ８ ５６ ０ ６１ ８

美国 “艺电” ４６ ３ ５１ ０ ５２ ９

日本 “任天堂” １８ ３ ３６ ０ ４２ ９

日本 “万代南梦宫” １９ ９ ２４ ０ ２７ ４

资料来源:ＮｅｗｚｏｏꎬＴｏｐ ２５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ｂｙ Ｇａｍｅ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腾讯”的游戏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流行的智能手机游戏ꎬ如“王者

霸业”、“穿越火线”和当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绝地求生”ꎬ它们一直在国

内数字视频游戏排行榜上居于前列ꎮ 根据«金融时报»分析ꎬ“腾讯”开发

的“绝地求生”游戏已成为全球收入最高的品牌ꎬ２０１９ 年 ７ 月的收入达到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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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６ 亿美元ꎬ远超“王者霸业”游戏的收入①ꎮ 此外ꎬ中国电子竞技市场也

逐步扩大其影响力ꎮ 例如ꎬ中国领先的在线视频游戏相关内容流媒体平

台———“斗鱼 ＴＶ”直播(Ｄｏｕｙｕ ＴＶ)从“腾讯”获得了 １ 亿美元的投资支持ꎮ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ꎬ随着来自国内对手日益激烈的竞争ꎬ“腾讯”的这种投资

决策是保持其在中国网络游戏市场主导地位的方式②ꎮ
中国之所以成为“金砖国家”乃至世界领先的数字视频游戏制造国和消

费国得益于其智能手机的普及率不断提升ꎬ即中国高端经济型智能手机的出

现和推广进一步推动了国内游戏市场ꎮ 随着智能手机变得更加智能ꎬ制造游

戏的公司也有了更大的创新动力以改善游戏的用户体验ꎮ 因而中国的手机

游戏市场供需表现为相辅相成的关系ꎮ 此外ꎬ中国先进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及

其快速的现代化(如 ５Ｇ 技术)将会维持并进一步扩大手机游戏市场的规模

和收益ꎮ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数字视频游戏行业收入达 １４ ９７ 亿美元ꎬ其中规模最大

的子行业是手机游戏ꎬ收入达 ７ ２９ 亿美元ꎮ 此外ꎬ俄罗斯的在线游戏行业

收入也在数字视频游戏总收入中占据较大的比重ꎬ２０１８ 年达 ５ ２４ 亿美元ꎮ
目前ꎬ俄罗斯逾 ７ ２００ 万用户使用网络游戏ꎬ占在线网民的 ６５％ ꎮ 台式电

脑和笔记本电脑仍然是主要的游戏平台ꎬ占整个游戏市场的 ４４％ ꎮ 一个典

型的俄罗斯在线游戏玩家每年在在线游戏上花费 ４０ ９５ 美元ꎬ该费用包括

购买游戏、配件和应用ꎮ 得益于新游戏平台和商业模式的普及ꎬ包括免费

游戏、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ꎬ俄罗斯玩家数量迅速增长ꎮ 根据“Ｎｅｗｚｏｏ”公

司公布的 ２０１９ 年游戏市场调查分析ꎬ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有 ６ ５２０ 万玩家在网

络游戏上消费 １７ 亿美元ꎬ成为世界第 １１ 大游戏市场③ꎮ 与其他发展中市场

相比ꎬ俄罗斯在数字视频游戏开发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ꎬ如“Ｗａｒｇａｍｉｎｇ”、
“Ａｌａｗａｒ”、“Ｐｌａｙｃｏｔ”、“Ｐｌａｙｒｉｘ”和“Ｚｅｐｔｏｌａｂ”等是在全球游戏行业中具有广泛

影响力的企业代表ꎮ 当前ꎬ俄罗斯是拥有超过 ８ ４００ 万移动用户的世界第五

大手机应用插件市场ꎬ使得该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对外国公司最具吸引力的

市场之一ꎮ 在俄罗斯应用程序市场上ꎬ游戏占据所有下载量和收入的一半以

上ꎬ其中最受欢迎的类型是战略和角色扮演游戏ꎮ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的游戏下载

—４６—

①

②
③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ꎬ Ｔｅｎｃｅｎｔ'ｓ ＰＵＢＧ Ｍｏｂｉｌｅ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Ｔｏｐ － 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ａｍ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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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新统计ꎬ当前中国约有 １ 亿人观看或从事电子竞技(竞争性电子游戏比赛)ꎮ
Ｎｅｗｚｏｏ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Ｇａｍｅｓ Ｍａｒｋｅｔ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ｚｏｏ ｃｏｍ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ｉｎｆ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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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超过 １６ 亿次ꎬ是同期英国的两倍多ꎮ 因此ꎬ俄罗斯庞大的游戏用户规模、
现代互联网基础设施以及较高的智能手机普及率成为不断推进该国游戏行

业发展的增长极ꎮ
２０１８ 年印度数字视频游戏行业收入为 １４ １１ 亿美元ꎬ其中规模最大的子

行业是手机游戏ꎬ其收入达 １０ １５ 亿美元ꎮ 此外ꎬ印度在线游戏收入也在逐

步提升ꎬ２０１８ 年在线游戏行业收入达到 ２ ６４ 亿美元ꎮ 虽然印度一直不是游

戏机和个人电脑游戏的大市场ꎬ但智能手机和更便宜的移动网络计划促进了

该国移动游戏的快速增长ꎮ 在印度、东南亚、中东和北非地区领先的移动营

销广告技术平台“ＰＯＫＫＴ”的统计数据表明ꎬ就用户数量而言ꎬ印度目前是移

动游戏的五大市场之一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ꎬ已拥有超过 ２ ２２ 亿游戏用户ꎬ每天

平均花 ４２ 分钟玩手机游戏ꎮ 例如ꎬ来自印度国内开发商的“Ｌｕｄｏ Ｋｉｎｇ”游戏

日活跃用户已突破 １ ０００ 万ꎬ月活跃用户约为 ７ ０００ 万ꎮ 此外ꎬ全球著名的

“Ｓｕｂｗａｙ Ｓｕｒｆｅｒ”和“Ｔｅｍｐｌｅ Ｒｕｎ”游戏的日活跃用户数量分别达到 ５００ 万和

２５０ 万ꎬ在印度排名第 ２ 位和第 ３ 位ꎮ 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ＵＳＩＴＣ)
公布的信息ꎬ２０１６ 年印度游戏应用商店的收入约为 １ ６００ 万美元ꎬ与 ２０１５
年相比增加了 ３３ ３％ ꎮ 这种增长可归因于智能手机使用量的增加和“谷歌

Ｐｌａｙ”推出的直接运营商账单(一种新的在线支付方式ꎬ即允许用户通过向

手机账单付费购买插件)ꎮ 此外ꎬ“谷歌”在印度市场还推出了预付代金券

并将应用程序的价格从 ５０ 卢比下调至 １０ 卢比(约从 ８０ 美分下调至 １５ 美

分)ꎮ 可见ꎬ由于印度数字化水平及通信基础设施较落后ꎬ印度国内和国外

应用程序生产商正面临如何从他们的产品中赚取利润的问题ꎬ而导致这类

问题的重要原因是消费者在实际支付应用程序时遇到许多障碍和限制ꎮ
因此ꎬ数字产品的支付方式成为长期制约数字视频游戏进一步发展的

因素ꎮ
在“金砖国家”中ꎬ巴西数字视频游戏市场处于快速发展阶段ꎮ ２０１８ 年

巴西数字视频游戏行业收入达 ７ ５７ 亿美元ꎬ其中规模最大的子行业是手机

游戏ꎬ其收入达 ３ ５７ 亿美元ꎻ下载和在线游戏行业收入规模也维持在较高的

水平ꎬ分别为 ２ ０１ 亿美元和 １ ８ 亿美元ꎮ 近年来ꎬ手机游戏在巴西得到迅速

增长ꎬ主要由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销售价格下降以及越来越多的用户下

载免费游戏ꎮ 在全球范围内ꎬ巴西数字视频游戏行业发展水平排名第 １３ 位ꎮ
根据巴西文化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联合进行的巴西数字视

频游戏行业调查可知ꎬ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年巴西游戏开发人数从 １４２ 人增至 ３７５
人ꎬ增长 １６４％ ꎮ 在 ２０１７ 年巴西开发的 １ ７１８ 款游戏中ꎬ４３％是为移动设备、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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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是为电脑、１０％是为增强现实、５％是为虚拟控制台开发的游戏ꎬ其中 ８７４
款游戏用于教育和专业培训(也称为严肃游戏)ꎬ其他款游戏用于娱乐①ꎮ 虽

然巴西数字视频游戏正在兴起ꎬ但一些开发商仍倾向于为个人电脑和游戏机

开发游戏ꎮ 巴西最大的游戏开发商“Ｈｏｐｌｏｎ”５０％ 以上的收入来自巴西以外

的国家ꎬ尤其是欧洲ꎮ 目前ꎬ该公司最成功的游戏产品“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Ｍａ￣
ｃｈｉｎｅｓ”在 ７３ 个国家ꎬ包括美国和墨西哥进行销售ꎮ

南非在“金砖国家”中数字视频游戏收入水平最低ꎮ ２０１８ 年该国数字视

频游戏行业收入为 １ ６８ 亿美元ꎬ其中规模最大的子行业是下载游戏ꎬ其收入

为 ５ ８００ 万美元ꎮ 南非的数字视频游戏行业是非洲国家中发展较快的ꎬ但是

互联网渗透率和互联网接入率低长期制约该行业进一步发展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ꎬ南非有五个贡献较突出的游戏开发商ꎬ分别为“Ｆｒｅｅｌｉｖｅｓ”、“Ｔｈｅ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ｈｏｏｄ”、“Ｔｈｏｏｐｉｄ”、“Ｒｕｎｅｓｔｏｒｍ”和“ＱＣＦ”公司②ꎮ 尽管南非数字视频游戏行

业相对较新ꎬ但南非游戏行业主体“ ＩＥＳＡ”的一项行业调查显示ꎬ南非视频

数字游戏收入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２ ９００ 万兰特增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１ 亿兰特ꎮ 这种迅

速的提升主要得益于 “ Ｓｔａｓｉｓ” 和 “ Ｂｒｏｆｏｒｃｅ” 及其他 ４５ 款游戏的大规模

销售ꎮ
(二)“金砖国家”视频点播和音乐流媒体行业发展情况

视频点播和音乐流媒体是指将一连串的视频或音乐媒体数据压缩后经

过网上分段发送数据即时传输影音以供观赏的一种技术与过程ꎮ 此技术使

得数据像流水一样发送ꎬ在某种意义上逐步替代传统的下载文件方式ꎮ
１ “金砖国家”视频点播行业发展情况

广义的数字视频主要包括来自广播电视、有线电视、电影、体育赛事、音
乐视频和用户生成的短格式视频(例如ꎬ视频博客)等内容ꎮ 云基础设施的进

步和普遍使用使最新的视频分发方式(如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或更高性能的智

能手机)能够扩展数据存储、传输和分析能力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随着消费者对

视频点播的使用增加ꎬ视频内容经历了快速变化ꎬ给电视网络和传统付费电

视的“捆绑”订阅频道套餐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ꎮ 视频点播(Ｖｉｄｅｏ － ｏｎ － 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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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 ｂ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ｃｏｍ / ｅｎ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ｓｐｏｔｌｉｇｈｔ － ｂｒａｚｉｌｓ － ｇａｍｉｎｇ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ａｉｍｓ － ｆｏｒ － ｔｈｅ －
ｎｅｘｔ － ｌｅｖｅｌ

Ｇａｍｅｚｏｎｅꎬ Ｆｉｖｅ Ｖｉｄｅｏ Ｇａｍｅｓ Ｓｔｕｄｉｏ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ｕｄ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ｗｅｂ ｃｏ ｚａ / ｇａｍｅｓ / ｖｉｅｗ / ｔａｂｉｄ / ４２ １０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９０５８ / Ｆｉｖｅ － ｖｉｄｅｏ － ｇａｍｅ － ｓｔｕｄｉｏｓ － ｍａｋｉｎｇ －
Ｓｏｕｔｈ － Ａｆｒｉｃａ － ｐｒｏｕｄ ａｓ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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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ｄ)是指通过互联网分发的各类视频点播内容ꎬ包括三种基于收费的商业

模式:第一ꎬ作为单一交易或按次付费的交易型视频点播(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
ＶＯＤꎬＴＶＯＤ)ꎻ第二ꎬ基于订阅服务的订阅视频点播 ( 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 ＶＯＤꎬ
ＳＶＯＤ)ꎻ第三ꎬ通过下载或永久云存储的视频ꎬ也称为电子销售(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
ｓｅｌｌ － ｔｈｒｏｕｇｈꎬＥＳＴ)ꎮ

２０１８ 年全球视频点播行业的市场总规模达 ３２８ ３ 亿美元ꎬ其中交易型视

频点播、订阅视频点播和电子销售子行业的收入规模分别达 ３９ ６１ 亿美元、
２４７ ７１ 亿美元和 ４０ ９９ 亿美元ꎮ 可见ꎬ在全球范围内订阅视频点播成为许多

消费者观看数字视频的主要方式ꎮ 由于近年来全球主要的视频点播平台ꎬ如
“Ｎｅｔｆｌｉｘ”、“亚马逊 Ｐｒｉｍｅ Ｖｉｄｅｏ”、“ＨＢＯ”和“Ｈｕｌｕ”等提供的视频种类和服务

范围逐步扩大ꎬ其消费者群体也呈现增长趋势ꎮ

图 ６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金砖国家”数字视频点播行业收入(左轴)
和用户平均收益(右轴)

资料来源:Ｓｔａｔｉｓｔａꎬ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Ｖｉｄｅｏ ｏｎ Ｄｅｍａｎｄꎬ２０１８

从 ２０１８ 年“金砖国家”数字视频点播行业每个用户平均收益情况来看ꎬ
虽然俄罗斯和南非的平均收益高于其他国家ꎬ分别达到 １４ ５６ 美元和 １１ １３
美元ꎬ但两国水平依然低于全球平均收益水平(２０１８ 年为 ２３ ２２ 美元)ꎮ 巴

西、中国和印度每个用户平均收益则低于 １０ 美元ꎬ分别为 ６ ７５ 美元、４ ９６ 美

元和 ２ ２８ 美元(见图 ６)ꎮ 与数字视频游戏行业相同ꎬ“金砖国家”间视频点

播的平均收益存在显著差异ꎮ 因此ꎬ对于这类服务供应商而言ꎬ俄罗斯和南

非会成为首要考虑的国家ꎮ
从图 ６ 可以看出ꎬ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中国的视频点播行业收入远超其他国

家ꎮ ２０１８ 年中国视频点播行业估值达到 ２５ ６１ 亿美元ꎬ其中规模最大的子行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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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是订阅视频点播ꎬ其收入达到 １７ ８２ 亿美元ꎮ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２０１９ 年公布的数据ꎬ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中国有 ６ １２ 亿在线视频观众ꎬ占中

国网民总数的 ７３ ９％ ꎮ 同年ꎬ中国的移动视频用户达 ３ ５９４ 万ꎬ即 １ / ５ 的人

在自己的移动设备上安装了短视频应用程序ꎮ 当前中国的在线视频市场高

度多样化ꎬ不同网站试图在质量、内容和价格方面与其他公司保持一定的区

别ꎮ 因此ꎬ随着国内流媒体视频公司的竞争越来越激烈ꎬ中国三大科技公

司———“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在体育、电影、国外热门电视节目等领

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ꎬ以支持其视频产品在市场上的地位和影响力ꎮ 例如ꎬ
“腾讯”通过与美国体育网络“ＥＳＰＮ”的合作ꎬ独家报道了“ＮＢＡ”和“ＮＣＡＡ”
在中国的篮球比赛ꎬ而“阿里巴巴”在 ２０１５ 年以约 ４０ 亿美元完成了对中国一

家大型流媒体视频网站“Ｙｏｕｋｕ Ｔｕｄｏｕ”的收购①ꎮ 此次收购使“阿里巴巴”更
好地与其他国内在线视频流媒体平台竞争ꎬ包括“腾讯视频”和“百度”旗下

的爱奇艺ꎮ 爱奇艺平台主要推进一系列电影、电视剧和真人秀节目ꎬ这些节

目在其他地方均无法找到ꎮ ２０１８ 年ꎬ爱奇艺在产品上的支出为 ３１ ３ 亿美元ꎬ
相当于中国六大广播集团产品支出的总和ꎮ 他们不仅拥有中国最受欢迎节

目的独家版权ꎬ而且还制作了大约 ２５０ 部原创作品ꎮ 中国视频点播行业蓬勃

发展的另一个案例是发布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的抖音平台ꎬ经过一年的发展ꎬ其拥

有的用户数量超过了 １ 亿人ꎮ 目前ꎬ抖音在全球 １５０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５ 亿

活跃用户ꎬ大约每 １０ 个中国人中有 １ 个每天使用该应用ꎮ ２０１８ 年上半年ꎬ抖
音规模已经超过了“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ＹｏｕＴｕｂｅ”和“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ꎬ成为全球下载量最

大的苹果系统应用②ꎮ 当前中国视频点播公司绝大部分收入依然来自于广

告服务ꎬ而付费订阅的贡献较少ꎮ 然而ꎬ随着国内最大的视频点播公司之间

竞争不断加剧ꎬ获得视频内容(尤其是原创作品)版权的成本也在上升ꎮ 因

此ꎬ类似于爱奇艺的视频点播公司一直在增加对自己原创内容的投资ꎬ并致

力于吸引和留住更多付费用户ꎮ
“金砖国家”范围内视频点播行业规模居第 ２ 位的国家是俄罗斯ꎮ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视频点播行业估值达到了 ４ ４５ 亿美元ꎬ其中规模最大的子行业是

订阅视频点播ꎬ其收入达 ３ ４５ 亿美元ꎬ占行业总收入的 ７７ ５％ ꎮ 当前俄罗斯

—８６—

①

②

ＶａｒｉｅｔｙꎬＡｌｉｂａｂ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 ＄ ４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 ｏｆ Ｙｏｕｋｕ Ｔｕｄｏｕꎬｈｔｔｐｓ: / /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ｂｉｚ / ａｓｉａ / ａｌｉｂａｂａ －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 － ｙｏｕｋｕ － ｔｕｄｏｕ －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 － １２０１７４６９０８ /

Ｍｏｂｖｉｓｔａꎬ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ｄｅｏ Ａｐｐ Ｍａｒｋｅｔ:ｗｉｔｈ Ｏｖｅｒ １０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ꎬＷｈｏ Ｉ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ｈ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ｂｖｉｓｔａ ｃｏｍ / ｅｎ / ｂｌｏｇ / ａ －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 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 － ｏｆ － ｔｈｅ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ｖｉｄｅｏ － ｍａｒｋｅ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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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视频市场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ꎬ排名前 ３ 位的视频点播供应商(即“Ｙｏｕ￣
ｔｕｂｅ”、“ｉｖｉ ｒｕ”和“Ｒｏｓｔｅｌｅｃｏｍ”)的市场份额不到一半ꎮ 尽管“Ｎｅｔｆｌｉｘ”等国际

平台在俄罗斯境内可用ꎬ但普及率相对较低ꎮ 根据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视频点播

服务商的用户数量排名统计数据可知ꎬ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开始运营的“Ｍｅｇｏｇｏ”
平台在俄罗斯排名第 １ 位ꎬ其用户规模达到了 ８５ 万ꎻ自 ２０１６ 年在俄罗斯提

供服务的“Ｎｅｔｆｌｉｘ”公司付费用户数量居第 ２ 位ꎬ约为 ５７ ３ 万ꎻ而其他两个平

台“ｉｖｉ ｒｕ”和“Ｏｋｋｏ”用户的数量分别为 ３５ 万和 １２ ５ 万ꎮ
与俄罗斯视频点播行业收入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是巴西ꎬ２０１８ 年巴西视

频点播行业估值达到 ４ ２ 亿美元ꎬ其中规模最大的子行业是订阅视频点播ꎬ
其收入达 ２ ８８ 亿美元ꎬ占行业总收入的 ６８ ６％ ꎮ 根据跨平台媒体测量和

“ｃｏｍＳｃｏｒｅ”分析公司公布的数据ꎬ巴西拥有拉丁美洲最大的在线视频观看人

口ꎬ为 ６ ０００ 万ꎬ占巴西网民总数的 ４８ ８％ ꎮ ２０１１ 年进入巴西市场的“Ｎｅｔ￣
ｆｌｉｘ”公司在数字视频领域占有绝对优势ꎮ 分析人士估计ꎬ“Ｎｅｔｆｌｉｘ”公司在巴

西拥有 ４００ 万 ~ ５００ 万用户ꎬ该规模在“Ｎｅｔｆｌｉｘ”公司的总订阅量上仅次于美

国和英国①ꎮ 然而ꎬ最近几年该公司面临着来自巴西国内数字视频提供商日

益激烈的竞争压力ꎬ尤其是巴西最大的视频点播公司“Ｇｌｏｂｏ”ꎮ ２０１５ 年ꎬ
“Ｇｌｏｂｏ”公司推出了“Ｇｌｏｂｏ Ｐｌａｙ”视频点播流媒体服务平台并将其价格设置

低于“Ｎｅｔｆｌｉｘ”公司ꎮ
２０１８ 年印度视频点播行业估值达 １ ８２ 亿美元ꎬ其中规模最大的子行

业是订阅视频点播ꎬ其收入达 １ １６ 亿美元ꎬ占行业总收入的 ６３ ７％ ꎮ
“Ｈｏｔｓｔａｒ” 公司在印度的数字视频供应方面具有先发优势ꎬ而其他如

“Ｖｏｏｔ”、“Ｓｏｎｙｌｉｖ”、“Ｎｅｔｆｌｉｘ”和“亚马逊”等公司也逐步提升其在印度的市

场占有率ꎮ 由于印度是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销售市场ꎬ其数字视频行业的

增长正受到移动视频产品消费增长进一步的推动ꎬ尤其是在青年观众当

中ꎮ 此外ꎬ为了与印度视频点播公司和宝莱坞相竞争ꎬ国际数字视频提供

商正在推进开发或收购更多印度的视频产品ꎮ 例如ꎬ“亚马逊”于 ２０１６ 年

投资 ３ 亿美元用于开发或收购所有类型的印度视频产品ꎮ 印度互联网平

均速度水平低下是长期制约视频点播行业的因素ꎬ为了克服这种障碍ꎬ许
多公司开始研发离线观看在线视频的应用软件ꎬ如“谷歌”推出了“Ｙｏｕｔｕｂｅ
ｇｏ”应用程序(目前为 ｂｅｔａ 版)ꎮ 该应用程序允许用户以最少的数据流量消

—９６—

①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ꎬＮｅｔｆｌｉｘ Ｗａｎｔ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ｏ Ｂｉｎｇｅ －Ｗａｔｃｈ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２０１７ －０１ －１２ / ｎｅｔｆｌｉｘ － ｗａｎｔｓ － ｔｈｅ － ｗｏｒｌｄ － ｔｏ － ｂｉｎｇｅ － ｗａｔ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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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查找和预览在线视频并对其进行保存ꎮ
在“金砖国家”内南非属于视频点播行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ꎮ ２０１８ 年

南非视频点播行业估值为 ４ ０００ 万美元ꎬ其中规模最大的子行业是订阅视频

点播ꎬ其收入为 ３ ４００ 万美元ꎬ占视频点播行业总收入的 ８５％ ꎮ 尽管整个非

洲地区网络普及率相对较低ꎬ但该地区最大的视频点播市场———南非正处于

不断增长的态势ꎮ １９８６ 年ꎬ南非是非洲第一个提供付费电视服务的国家ꎮ 该

国仍然是拥有最多的订阅用户和最高行业收入的国家ꎮ 其订阅用户数量翻

了一番ꎬ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６０ 万增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７１０ 万ꎬ同期该行业收入的复合年

增长率达 １５ ２％ ꎮ 目前ꎬ南非已经拥有“ＶＩＤＩ”、“ＭＴＮ”、“Ｎｅｔｆｌｉｘ”和“Ｓｈｏｗ￣
ｍａｘ”等视频点播服务供应商ꎮ 但南非也面临着许多制约该行业进一步发展

的因素ꎬ如缺乏必要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网络存在相对较高的访问成本、汇率

波动较明显等①ꎮ
２ “金砖国家”数字音乐行业发展情况

数字音乐是指通过互联网分发给最终用户的音频内容ꎬ包括专业制作的

单曲或专辑(编译)的付费数字音乐下载服务ꎬ以及基于订阅或广告支持的按

需流媒体音乐服务ꎮ 数字音乐产品一般不将互联网广播、视频流和有声读物

包括在内ꎮ 最近几年ꎬ数字流媒体已经超越了所有其他音乐消费模式成为音

乐行业规模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ꎮ 根据国际唱片业协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ＩＦＰＩ)于 ２０１９ 年公布的统计数据ꎬ２０１８
年数字音乐流媒体收入增长 ３４％ ꎬ占该行业全球收入的 ４７％ ꎬ其中付费订阅

流媒体消费模式增长 ３２ ９％ ꎬ成为其主要的推动力量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底ꎬ付
费音乐流媒体服务用户达到 ２ ５５ 亿ꎬ占唱片行业总收入的 ３７％ ꎮ 音乐流媒

体业务的迅速增长抵消了 １０ １％ 的实体音乐产品(如光盘等形式)的收入ꎬ
导致下载音乐产品收入下降 ２１ ２％ ②ꎮ 与视频点播行业类似ꎬ技术的进步和

消费者习惯的变化使音乐行业从传统的每首歌和每张专辑消费模式转变为

提供无限流媒体内容的现代模式ꎮ 此外ꎬ发展中国家的智能手机普及率和支

持大规模数据存储和传输的云技术的进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数字音乐

行业的实质性变化ꎮ 其中云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使消费者无须昂贵的存储费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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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以随时收听音乐媒体公司提供的音乐ꎮ 而通过使用大数据分析ꎬ数字音

乐流媒体公司还能够向消费者传递更加有针对性的广告和营销信息ꎬ扩大其

收入规模ꎮ
２０１８ 年全球数字音乐行业的市场总规模达 １３１ ７５ 亿美元ꎬ其中下载音

乐类型和音乐流媒体子行业收入的规模分别为 ２０ ６５ 亿美元和 １１１ １ 亿美

元ꎮ 可见ꎬ在全球范围内数字音乐流媒体方式已经成为许多消费者收听音乐

的主要方式ꎮ 过去几年ꎬ全球数字音乐行业稳步增长主要得益于“ Ｓｐｏｔｉｆｙ”
(瑞典)和“苹果音乐”(美国)等流媒体音乐平台的普及ꎮ 例如ꎬ２０１０ 年全球

数字音乐收入中只有 ２ ７％来自流媒体服务ꎬ而 ６０％来自直接网络下载ꎮ 到

２０１８ 年ꎬ数字音乐流媒体比重达 ４７％ ꎬ而下载音乐则跌至 ２４ ６％ ꎮ

图 ７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金砖国家”数字音乐行业收入(左轴)
和用户平均收益(右轴)

资料来源:Ｓｔａｔｉｓｔａꎬ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ｕｓｉｃꎬ２０１８

从 ２０１８ 年“金砖国家”数字音乐行业每个用户的平均收益情况来看ꎬ虽
然俄罗斯和巴西每个用户的平均收益均高于其他国家ꎬ分别达到 ７ ４４ 美元

和 ４ ３ 美元ꎬ但依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２０１８ 年为 １０ ８１ 美元)ꎮ 中国、南非

和印度每个用户平均收益则低于 ４ 美元ꎬ分别为 ３ １６ 美元、２ ９１ 美元和 ２ ３８
美元(见图 ７)ꎮ 与数字视频游戏和视频点播行业相同ꎬ“金砖国家”间数字音

乐的平均收益存在显著差异ꎮ 对于数字音乐流媒体提供商而言ꎬ俄罗斯和巴

西会成为首要考虑的国家ꎮ
分析图 ７ 可以发现ꎬ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中国数字音乐行业收入远超其他“金

砖国家”ꎮ ２０１８ 年中国数字音乐行业估值达 ９ １７ 亿美元ꎬ其中规模最大的子

行业是数字音乐流媒体ꎬ收入达到 ８ ４１ 亿美元ꎬ占行业总收入的 ９１ ７％ ꎮ 中

—１７—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国音乐流媒体行业主要由社交媒体集团“腾讯”旗下的 ＱＱ 音乐占据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ꎬＱＱ 音乐服务的用户数超 ７ 亿ꎬ其中订阅用户规模达到 １ ２ 亿ꎬ其在

中国数字音乐市场的份额已经超过 ７５％ ①ꎮ “腾讯”在中国也拥有“华纳音

乐”、“索尼音乐”和韩国“ＹＧ 娱乐”的独家数字发行权ꎮ 尽管“诺基亚”和

“微软”在中国都有在线广播服务ꎬ但包括“苹果 ｉＴｕｎｅｓ”在内的所有其他西方

数字音乐流媒体服务仍然被关闭ꎮ 中国的音乐流媒体市场之所以取得较快

的发展是因为移动设备在音乐上的使用率很高ꎬ２０１８ 年达到 ６７％ (同年美国

为 ４８％ )ꎮ 值得强调的是ꎬ目前中国数字音乐市场也面临一系列挑战ꎬ如支

付给音乐版权持有人(通常是音乐唱片公司和出版商)的费用低、订阅模式的

采用率低等ꎮ 但其中一个较大的挑战是ꎬ版权环境为非音乐公司进入数字音

乐领域创造了更多机会ꎮ 例如ꎬ在中国拥有 ８０％ 以上市场份额的搜索引

擎———“百度”ꎬ通过提供免费未授权 ＭＰ３ 深度链接的搜索回报建立了大量

的受众群ꎬ因而造成音乐版权所有者巨大的损失②ꎮ
“金砖国家”范围内数字音乐行业收入规模居第二位的国家是印度ꎮ

２０１８ 年印度数字音乐行业估值达到 ２ ３５ 亿美元ꎬ其中规模最大的子行业是

数字音乐流媒体ꎬ其收入达到 ２ １３ 亿美元ꎬ占行业总收入的 ９０ ６％ ꎮ ２０１８
年ꎬ印度约有 ８ ９６０ 万在线数字音乐用户ꎬ大部分用户群体来自 １８ ~ ３５ 岁的

印度人ꎬ其中近 ８５％的人通过连接的移动设备获得数字音乐服务③ꎮ 印度音

乐流媒体的普及也促使电信运营商建立自己的音乐流媒体平台或与已经存

在的平台建立合作伙伴关系ꎮ 例如ꎬ２０１４ 年印度电信公司“Ｂｈａｒｔｉ Ａｉｒｔｅｌ”建
立了自己的在线流媒体应用程序“Ｗｙｎｋ”ꎬ而英国沃达丰电信公司则与印度

音乐流媒体服务公司“Ｈｕｎｇａｍａ”建立了合作关系ꎮ 印度其他主要的数字音

乐流媒体平台ꎬ如“Ｇａａｎａ”和“Ｓａａｖｎ”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并与领先的电

子商务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ꎮ 当然ꎬ印度存在的盗版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降低

了消费者购买音乐的意愿ꎬ同时也阻碍了印度新兴的数字音乐流媒体行业的

发展ꎮ 然而ꎬ随着合法音乐流媒体服务日益扩展ꎬ其负面影响已经有所减弱ꎬ

—２７—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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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服务通常免费提供跨移动设备的优质数字音乐产品①ꎮ
与印度数字音乐行业收入水平比较接近的是巴西ꎬ２０１８ 年巴西数字音乐

行业估值达到 ２ ０５ 亿美元ꎬ其中规模最大的子行业是数字音乐流媒体ꎬ其收

入达 １ ８１ 亿美元ꎬ占行业总收入的 ８８ ３％ ꎮ ２０１１ 年ꎬ随着“Ｒｄｉｏ”平台进入

巴西的音乐流媒体服务市场ꎬ巴西数字音乐行业取得了快速发展ꎮ ２０１４ 年后ꎬ
“Ｓｐｏｔｉｆｙ”、“Ｇｏｏｇｌｅ Ｐｌａｙ”和“Ｄｅｅｚｅｒ”等世界其他主要平台进入巴西市场ꎬ流媒

体开始具体化并成为巴西最受欢迎的消费音乐形式之一ꎮ 但这些国际音乐

流媒体平台也面临着与当地公司的激烈竞争ꎬ如“Ｓｕａ Ｍｕｓｉｃａ”(拥有１ ３００多
万活跃用户)和“Ｐａｌｃｏ ＭＰ３”ꎮ 此外ꎬ将流媒体服务与智能手机服务付费计划

捆绑在一起已成为数字音乐产品提供商与那些临时音乐听众的一种相对常

用的交易方式ꎮ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数字音乐行业估值达 １ ７ 亿美元ꎬ其中规模最大的子行业

是数字音乐流媒体ꎬ其收入为 １ ４２ 亿美元ꎬ占行业总收入的 ８３ ５％ ꎮ 虽然俄

罗斯音乐流媒体行业收入低于其他“金砖国家”ꎬ但是其数字音乐行业收入一

直在增长ꎮ 例如ꎬ２０１８ 年“Ｙａｎｄｅｘ Ｍｕｓｉｃ” (由俄罗斯搜索公司“Ｙａｎｄｅｘ”拥

有)成为俄罗斯第一大音乐流媒体服务公司ꎬ其付费用户数量翻了一番ꎬ达到

２００ 万人②ꎮ “苹果音乐”一直是俄罗斯数字音乐市场的领导者之一ꎬ拥有约

１３６ 万流媒体用户ꎬ“谷歌播放音乐”(ｇｏｏｇｌｅ ｐｌａｙ ｍｕｓｉｃ)排名第 ３ 位ꎬ拥有近

１３２ 万用户ꎮ 而俄罗斯另一家领先的国内音乐流媒体提供商“Ｚｖｏｏｑ”排名第

４ 位ꎬ其用户数量达到 １２０ 万ꎮ 俄罗斯数字音乐领域的知识产权盗版是该领

域的主要障碍ꎬ因为很多比较有名的 ＭＰ３ 音乐盗版网站所在地均起源于俄

罗斯境内ꎮ
南非在“金砖国家”内属于数字音乐行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ꎮ ２０１８ 年

南非数字音乐行业估值达到 ３ ５００ 万美元ꎬ其中规模最大的子行业是数字音

乐流媒体ꎬ其收入达 ２ ３００ 万美元ꎬ占行业总收入的 ６５ ７％ ꎮ “普华永道”
(ＰｗＣ)的一项研究显示ꎬ在南非已经有法国“Ｄｅｅｚｅｒ”和美国“苹果音乐”等数

字音乐平台ꎬ而到 ２０２２ 年流媒体的收入将达 ７ ０９ 亿兰特(约合 ５ ０８０ 万美元)ꎮ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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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砖国家”数字出版电子图书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数字出版是指通过互联网分发的付费编辑或书面内容ꎮ 其中包括电子

书(小说、非小说和学术电子书)ꎬ电子版的消费、贸易、商业杂志( ｅＭａｇａ￣
ｚｉｎｅｓ)以及电子日报或周报(ｅＰａｐｅｒｓ)ꎮ 电子图书是电子出版业的一个分支

行业ꎬ它包括数字或电子版的图书资料和电子刊物(包括成人小说和非小说、
青年和儿童类型书)以及教科书和专业科学出版物ꎮ ２００７ 年ꎬ美国“亚马逊”
的专用电子阅读设备等新移动设备推出ꎬ之后全球电子书销售量开始呈现大

幅增长趋势ꎮ 然而ꎬ随着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电子书销售市场逐渐接近饱和ꎬ各提

供商收入的增长有所放缓①ꎮ
２０１８ 年全球数字出版行业的市场总规模达 ２２７ ９２ 亿美元ꎬ其中电子书、

电子杂志和电子报子行业的收入规模分别为 １３６ ６９ 亿美元、３３ ０１ 亿美元和

５８ ２１ 亿美元ꎮ 近几年ꎬ电子书价格上涨导致传统电子书出版商销量下降ꎮ
“亚马逊”的“Ｋｉｎｄｌｅ”商店之所以最初很成功ꎬ是因为电子书售价为 ９ ９９ 美

元或更低ꎮ 如此低的价格使电子书受到世界广大消费者的欢迎ꎮ 可是ꎬ随后

“亚马逊”允许电子书出版商自行设定“Ｋｉｎｄｌｅ”电子书价格ꎬ导致电子书价格

大幅上涨ꎮ 从全球电子书市场售价对比来看ꎬ对于美国与其他类似成熟的电

子书市场来说ꎬ精装书价格与电子书价格的比例约为 １∶ ０ ７８ꎬ远高于发展中

国家市场(例如ꎬ在中国该比例约为 １∶ ０ ２５)②ꎮ

图 ８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金砖国家”数字出版行业收入(左轴)
和用户平均收益(右轴)

资料来源:Ｓｔａｔｉｓｔａꎬ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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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２０１８ 年“金砖国家”数字出版行业每个用户的平均收益情况来看ꎬ虽
然俄罗斯和巴西的平均收益均高于其他国家ꎬ分别达到 ７ ４５ 美元和 ５ １３ 美

元ꎬ但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２０１８ 年为 １４ ３８ 美元)ꎮ 中国、南非和印度的平

均收益则低于 ４ 美元ꎬ分别为 ３ ４８ 美元、３ １ 美元和 １ ７６ 美元ꎮ 与数字音乐

流媒体提供商一样ꎬ俄罗斯和巴西的数字出版业将具有较好发展前景ꎮ
分析图 ８ 可以发现ꎬ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中国的数字出版行业收入远高于其他

“金砖国家”ꎮ ２０１８ 年中国数字出版行业估值达到 １８ ５６ 亿美元ꎬ其中规模

最大的子行业是电子书ꎬ其收入达到 １２ ０９ 亿美元ꎬ占行业总收入的 ６５ １％ ꎮ
在过去几十年里ꎬ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图书销售市场ꎬ超过日本和德国ꎬ仅
次于美国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ꎬ中国移动阅读市场规模已达到 １４０ ４ 亿元人

民币ꎮ 基于目前商业模式稳定、产业发展相对成熟的情况可以推测ꎬ未来ꎬ中
国数字出版行业收入将保持匀速增长ꎮ 预计 ２０１９ 年ꎬ移动阅读市场将超过

２００ 亿元人民币ꎮ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３ 年中国数字出版

行业颠覆性革命与商业模式创新策略分析报告»ꎬ２０１７ 年ꎬ中国移动阅读市

场的竞争格局基本稳定ꎬＱＱ 阅读市场份额稍有提升ꎬ目前以 ３５ ０１％ 排在首

位ꎮ 掌阅“ｉＲｅａｄｅｒ”以 ２３ ３４％的市场占比居第 ２ 位ꎮ 另外 ４０％ 左右的市场

被塔读文学、咪咕阅读、书旗小说、多看阅读、宜搜小说、天翼阅读、爱阅读、熊
猫看书、开卷小说、网易云阅读、当当读书等瓜分殆尽ꎮ 第 ３ 名之后的众多应

用ꎬ排名尽管多变ꎬ但就整体份额变化来看反而有被 ＱＱ 阅读逐渐侵蚀之势ꎮ
在“金砖国家”范围内数字出版行业收入规模居第 ２ 位的国家是印度ꎮ

２０１８ 年印度数字出版行业估值达到 ４ ５７ 亿美元ꎬ其中规模最大的子行业是

电子报ꎬ其收入达到 １ ９３ 亿美元ꎬ占行业总收入的 ４２ ２％ ꎮ ２０１７ 年印度领

先的电子商务公司“Ｆｌｉｐｋａｒｔ”占有 ８０％以上的印度电子书市场份额ꎮ 该企业

通过国际合作扩展了业务范围ꎬ包括与领先的独立电子书出版商“ Ｓｍａｓｈ￣
Ｗｏｒｄｓ”(美国)和“Ｐｕｂｌｉｓｈ ｏｎ Ｄｅｍ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美国)的合作ꎮ 然而ꎬ“亚马

逊”凭其“Ｋｉｎｄｌｅ”电子阅读器也于 ２０１３ 年开始在印度运营ꎬ“Ｋｉｎｄｌｅ”商店及

直接出版平台在印度电子书市场上的业务稳步发展ꎮ 日本与加拿大联合电

子书分销商“Ｋｏｂｏ”也拥有印度市场的份额ꎬ但其份额相对较小①ꎮ 此外ꎬ即
使印度语言的电子书呈现缓慢增长态势ꎬ但其技术依然存在许多挑战ꎮ 尤其

是“亚马逊”和“苹果”等公司生产的阅读设备对印度语脚本缺乏必要的支

持ꎬ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印度语言电子书的发行规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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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Ｂｏｏｋꎬ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２０１７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金砖国家”数字出版行业收入规模居第 ３ 位的国家是俄罗斯ꎮ ２０１８ 年俄

罗斯数字出版业估值达 ２ ６７ 亿美元ꎬ其中规模最大的子行业是电子书ꎬ其收入

达 １ ７３ 亿美元ꎬ占行业总收入的 ６４ ８％ꎮ 俄罗斯领先的电子书消费平台“Ｌｉ￣
ｔｒｅｓ”声称拥有约 ８０％ 的合法电子书市场份额ꎬ该公司是俄罗斯主要出版商

“Ｅｋｓｍｏ”的一个分支机构ꎮ 其他供应商还包括英国的“ＢｏｏｋＭａｔｅ”(自 ２０１０ 年

起提供订阅电子书服务)和“亚马逊”的“Ｋｉｎｄｌｅ”ꎮ “Ｋｉｎｄｌｅ”则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

在俄罗斯运营ꎬ不过它只在 ２０１５ 年才推出了专门的俄语电子书平台ꎮ 此外ꎬ根
据 ２０１３ 年俄罗斯“ＲＢＴＨ”报纸的一项调查可知ꎬ当年 ７０％的俄罗斯读者阅读

电子书ꎮ 然而ꎬ９２％读者表示他们的书是从互联网免费下载的ꎬ因此面临严重

的知识产权盗版威胁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２０１４ 年之后俄罗斯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保

障版权的法律规定ꎬ特别是将屏蔽盗版电影网站的措施扩大到盗版图书ꎮ
与俄罗斯数字出版行业收入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是巴西ꎮ ２０１８ 年巴西

数字出版行业估值达 ２ ５４ 亿美元ꎬ其中规模最大的子行业是电子书ꎬ其收入

达 １ ２９ 亿美元ꎬ占行业总收入的 ５０ ８％ ꎮ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美国的“亚马逊”、
“苹果”、“谷歌”和日本的“Ｋｏｂｏ”均在巴西市场提供电子出版服务ꎮ 其中“亚
马逊”仍然主导着巴西的数字领域ꎬ无论是商业电子书还是通过“ＫＤＰ”平台

发布的独立电子书ꎮ 此外ꎬ得益于“ＫＤＰ”的增长以及“Ｇｌｏｂｏ”和“Ｒｅｃｏｒｄ”等
重要出版商愿意在“亚马逊”的订阅平台上提供内容ꎬ“Ｋｉｎｄｌｅ 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在巴

西的运营也非常成功ꎮ “谷歌”则已成为巴西第二大独立电子书销售商ꎬ占据

了约 １８％的市场份额ꎮ 巴西出版业领袖萨拉瓦(Ｓａｒａｉｖａ)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推出

了自己的电子书阅读设备“Ｌｅｖ”ꎬ并承诺不断提高其数字化程度ꎮ 但是ꎬ巴西

电子书行业仍面临许多挑战ꎬ包括更新效率低下的数字价值链等问题ꎮ
南非在“金砖国家”属于数字出版行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ꎮ ２０１８ 年南

非数字出版行业估值达 ４ １００ 万美元ꎬ其中规模最大的子行业是电子书和电

子报ꎬ其累计收入达到 ２ ８００ 万美元ꎬ占行业总收入的 ６８ ３％ ꎮ 虽然世界电

子出版产业园主要的企业代表均出现在南非的市场上ꎬ但南非电子书行业依

然处于萌芽发展阶段ꎮ

三　 结　 论

(一)“金砖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和通信服务发展较快ꎬ但差异较大

随着“金砖国家”地面长途光纤和海底电缆网络、４Ｇ 和 ５Ｇ 移动网络、高
带宽网络及其他基础设施使用规模的不断扩大ꎬ这些国家的互联网经济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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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前所未有的成就ꎮ 其中移动宽带服务的发展已成为带动欠发达地区网络化

的工具ꎬ因为在这些地区固定宽带连接往往既昂贵又难以安装ꎮ 除了基础设施

之外ꎬ网络使用软件(即新的系统及优化网络连接的插件)的发展也提高了数据

在各国之间的传输速度ꎮ 因而ꎬ“金砖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带动了

商业领域对大数据计算需求的提升ꎬ两者已经进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良性

循环过程ꎮ 但从具体指标来看ꎬ“金砖国家”各国之间存在较显著的差异ꎮ 其中

根据家庭互联网接入、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和移动设备普及水平指标来看ꎬ中
国和俄罗斯拥有相对完整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和通信服务水平ꎬ即完全满足进行

数字产品交易活动的需要ꎮ 而巴西、印度和南非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ꎬ根据个

别指标来看ꎬ其互联网基础设施和通信服务水平属中等或中等以上的水平ꎬ即
使已经符合开展数字产品交易的要求ꎬ但很有可能会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障碍ꎮ

(二)“金砖国家”数字产品市场规模迅速扩大ꎬ但各国消费结构差异

较大

数字产品交易市场及其消费方式的转变过程主要表现在“金砖国家”的
数字视频游戏、视频点播、数字音乐和社交网络领域中ꎮ 例如ꎬ在数字视频游

戏行业中ꎬ云技术的出现不仅使企业能够更好地向用户提供游戏体验ꎬ而且

还扩大了游戏消费者的年龄结构及其地理分布ꎮ 尤其是在社交网络和智能

手机出现免费游戏应用程序(Ａｐｐｓ)之后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下载并使用手机

游戏ꎮ 与此同时ꎬ在视频点播和数字音乐行业中ꎬ云基础设施使得流媒体技

术成为许多用户观看电视节目、电影、电视剧或收听歌曲的主要方式ꎮ 而社

交网络除了其主要功能之外(即允许人与人之间进行随时随地的沟通及传输

文件)ꎬ随着云服务的扩展ꎬ软件的综合性增强ꎬ具有支付、咨询、健康和保险

等多重功能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即使这种发展给传统视频和音乐制作人带来越

来越大的竞争压力ꎬ迫使他们以更低的成本在线提供更多的产品ꎬ但对整个

行业而言ꎬ这种趋势会带来效率的显著提升ꎮ 此外ꎬ在电子出版、新闻和提供

搜索服务行业中ꎬ信息是通过云服务收集、分析和提供的ꎬ而这些服务使用户

能够更容易、更有效地查找和阅读他们最感兴趣的内容和新闻故事ꎮ 目前ꎬ
中国在数字视频游戏、视频点播、数字音乐和数字出版行业中拥有“金砖国

家”(乃至世界)最大的交易规模ꎮ 与此同时ꎬ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的交易规

模正在逐渐扩大ꎬ虽然在行业内平均收益方面已经超过了中国ꎬ但依然低于

全球的平均水平ꎮ 南非通信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等制度性问题导致了其数字

产品的行业交易规模相对较低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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