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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热催生新App

分析称广州将成汉服热门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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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潘敬文

同袍相遇请行礼， 趣味弓箭挑战

赛、投壶游戏，汉服 T 台秀、汉服婚礼、

古风歌手大赛、 汉服演武……新春前

夕，为期两天的“南国汉服嘉年华”在广

州举办。 有报告表示，“汉服经济”已突

破 10 亿规模，爱好者数量庞大、前景广

阔。 有业内资深人士表示，广州有望继

西安、成都之后，成为汉服交流的另一

热门地。

打造“汉服出行”新场景

日前，为期两天的“南国汉服嘉年

华”在广州举办。 此次嘉年华活动汇聚

了来自全国的数十家汉服领域协会组

织与品牌，搭建了桃花、雪景等古风盎

然的打卡场景，同时邀请到颇具人气的

国风美少年刘宇、刘丰，以及高颜值汉

服达人，吸引了华南地区数千名汉服同

袍参与。

在现场， 古桃 App 负责人秦英介

绍，“南国汉服嘉年华” 首站落地广州，

此后类似的“汉服之光点亮中华”系列

活动将陆续走进全国各地的核心城市，

让线下的品牌、机构为同袍提供专属权

益和体验。

“我们希望为汉服爱好者营造全新

场景，围绕每一次汉服出行，从穿搭、妆

造、活动、约伴、拍摄、互动、表达、种草

等，升级全链路的体验。 ”秦英向记者表

示，广州有望成为继成都、西安之后又

一个热门汉服打卡地，原因在于：广州

有完整的服装产业链、高校众多拥有大

量青年学生、气候温适合汉服穿戴，“广

州现在气候温暖，因此我们把第一届汉

服嘉年华放在广州。 ”

互联网 App抢汉服热

据悉，除古桃之外，虎牙也推出同

样主打汉服社群服务的“花夏 App”。 而

高德地图等也推出汉服热门打卡地，为

同袍们

（汉服爱好者）

提供服务。 记者

打开腾讯应用宝搜索“汉服”关键词，能

找到的汉服类 App 还包括汉服荟、汉服

碗、吾爱汉服、账上汉服等一系列汉服

App。

除了专门的汉服类 App，汉服更渗

透到各式热门平台。 比如，抖音是汉服

热潮的重要驻地。 抖音服装配饰类头部

企业号———汉尚华莲汉服，企业号运营

7 个月以来，粉丝突破 76 万，点赞量超

过 633 万，单个视频最高播放量超过 54

万， 点赞量 1 万以上的视频超过百条，

商品橱窗浏览量超过百万，月销售金额

超过百万。 而全网粉丝数量近 2000 万，

累积播放量近 30 亿的被誉为“2017 第

一网红”的李子柒，录制视频时着装清

一色的是汉服。

二次元文化盛行的哔哩哔哩

（“

B

站 ”）

、A 站（AcFun）则是另一个汉服爱

好者热门的聚集地，能搜出大量汉服类

视频。

汉服电商营业额达 14.1亿

汉服类 App 增长的背后则是汉服

热潮。 近两年，汉服与时尚潮流结合，吸

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 据艾媒咨

询发布的《2019~2021 中国汉服产业数

据调查、 用户画像及前景分析报告》，

2018 年汉服爱好者数量达到 204.2 万

人，同比增长 72.9%。未来 2~3 年中国汉

服市场仍将保持增长态势，2019 年销售

额预计将达 14.1 亿元。

而根据哔哩哔哩提供的数据，目前

其国风爱好者已超过 4000 万， 其中

88%是 1995 年后出生的“Z 世代”。

艾媒咨询报告表示，2014 年~2018

年，中国汉服爱好者不断增长。 受到消

费升级的影响，消费者的需求也越来越

趋向于个性化，而能满足不同的需求的

产品也能表现出更高的溢价能力。 例如

汉服高端品牌———明华堂，售卖的汉服

单品通常在 3500 元左右， 套装定价在

9000 元以上。

艾媒咨询报告显示，从汉服消费者

的购买动机来看， 有 47.2%的消费者是

出于对汉服文化的喜欢， 也有 40.3%的

消费者是出于对流行时尚的追求，说明

汉服文化的魅力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是

最大的，而影视频等网络宣传所定义的

流行时尚，也是年轻人购买汉服的一大

影响因素。

据艾媒咨询发布的 《

2019-2021

中国汉服产业数据调查、

用户画像及前景分析报告 》，

2018

年汉服爱好者数量达到

204.2

万人，同比增长

72.9%

。 未来

2~3

年中国汉服市场仍将保

持增长态势，

2019

年销售额预计将达

14.1

亿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1

月7日，新锐智能手机品牌realme在

北京正式发布旗下首款5G智能手

机———“5G青年旗舰 ”realme真我

X50 5G，标志着realme正式迈入5G

时代。

realme创始人、 CEO李炳忠表

示， realme从2019年第三季度开始

位列全球出货量Top 7， 同时也成

为全球成长速度最快的智能手机品

牌。 2019年， realme已经进入了全

球22个市场， 全球出货量突破2500

万台， 同比增长500%， 跻身全球

主流手机品牌。 2020年， realme目

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超过100%

的增长。

而据realme副总裁、 全球营销

总裁徐起介绍，作为公司首款5G手

机，realme真我X50 5G搭载高通首

款集成式5G芯片———骁龙765G，支

持SA/NSA双模5G， 覆盖国内5G网

络主流频段，包括n1、n41、n78、n79，

做到双模四频段5G全网通； 内置

4200mAh大电池，支持30W VOOC

闪充4.0增强版， 半小时即可充电

70%；更有全功能NFC、支持Dolby

Atmos杜比全景声并通过Hi-Res

“小金标”认证的超线性扬声器和双

频GPS等。

拍照方面，realme真我X50 5G

后置采用“6400万主摄+1200万像素

长焦镜头+800万像素119°超广角镜

头+200万超微距镜头” 的四摄组

合，支持5倍混合变焦，最大20倍变

焦， 超清多焦段镜头轻松拍摄更多

场景；视频拍摄方面，手机后置支持

“UIS超级视频防抖+加强的UIS超

级视频防抖Max”的双重超级防抖，

轻松捕获更多视野范围， 足以媲美

专业运动相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

1 月 9

日，UGC 音频社区荔枝公布了含有价格

区间的最新招股书，正式启动全球公开发

售。 根据最新的招股书信息，荔枝计划发

行 410 万股美国存托股票（ADS），发行价

区间为 11~13 美元/ADS。 按这一定价区

间的上限计算， 荔枝 IPO 估值区间约为

5.2 亿~6.2 亿美元，拟于 1 月 17 日登陆纳

斯达克。

据披露，小米、微博等投资人已分别

参与 IPO 意向认购。 据悉，未来荔枝将聚

焦于 AI 赋能音频社区，抓住 5G 时代的历

史性机遇，充分发挥荔枝在音频互动领域

的优势，并将继续探索商业模式上的突破

创新，资本市场和老股东对这些战略性投

入的前景表示看好。

随着荔枝上市步伐的加快，音频行业

和荔枝深入布局的前景被看好。荔枝成功

登陆纳斯达克后，将成为“中国音频行业

第一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1 月 11

日，2019 虎牙直播星盛典在广州天河体育

馆举行。虎牙 CEO 董荣杰在致辞中表示：

“2019 年是虎牙取得长足发展的一年，

2020 年我们希望虎牙能够在内容上更加

多元化， 我们也希望 2020 年是虎牙真正

全球化的第一年。 ”

根据最新的第三季度财报显示， 虎

牙的国内平均月活用户达 1.46 亿， 总付

费用户达 530 万人， 与去年同期的 420

万人相比增长高达 28.5%。 高粘性、 高付

费用户的增长， 确保虎牙能够持续、 稳

健地发展， 进而提供更优质的内容来反

哺行业和用户。

截至目前，虎牙平台上已经拥有超过

3300 款游戏直播，与 140 多个电子竞技组

织展开了合作，每年举办超过百场电竞赛

事。 与此同时，虎牙还与像 AWS、华为、英

伟达等技术伙伴展开合作，探索新技术在

直播行业的更多应用。

UGC音频社区荔枝预计1月17日登陆纳斯达克

虎牙直播 CEO董荣杰：

2020年将是虎牙真正全球化首年

realme首款5G机型

真我X50�5G发布

全球用户突破2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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