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骏伯网络：

依托大数据的

互联网营销专家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智汛）

广州骏

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骏伯网络”）

成立于2012年2月，是国内领先的移动互

联网广告营销服务提供商， 致力于为移

动互联网开发者提供全方位的生命周期

服务，满足开发者应用分发、活跃用户、

用户收益、 企业品牌塑造等多样化服务需

求。 截至目前， 公司服务国内外知名企业逾

1000家，合作产品超过1600款，专业、优质

的服务为骏伯网络赢得业内认可。

注重技术赋能实现精准营销

骏伯网络的业务体系以自建大数据

产品体系为核心， 搭建起上游广告主与

下游渠道合作桥梁， 具体业务分为应用

分发、用户活跃、流量变现以及品牌营销

四大体系。在应用分发方面，连续多年取

得华为、阿里UC等多个优质媒体核心代

理资质，聚合包括应用商店、信息流、搜

索引擎等超九成新增渠道，解决客户“获

用户”需求。 在用户活跃方面，通过整合

多元化媒介资源，有效触达70%以上拉动

活跃度渠道。借助多种展现形式、富有创

意的热点活动内容唤醒存量用户， 助力

APP实现日百万量级的促活。 在流量变

现方面， 骏伯网络拥有专业的流量变现

服务组件及强大的大数据引擎， 可为开

发者提供个性化流量变现解决方案，目

前主要合作模式有积分通兑、卡券/流量

转售等。品牌营销方面，通过缜密的品牌

分析，包括市场调研分析、品牌策略、用

户画像、用户行为等，结合广告创意、数

据优化和人群定向， 为客户提供品牌推

广全案。

作为一家依托大数据的移动互联网

广告营销服务提供商， 骏伯网络致力于

为移动互联网开发者提供全方位的生命

周期服务，满足开发者应用分发、活跃用

户、用户收益、企业品牌塑造等多样化服

务需求。为了提供更加有效、精准的营销

服务， 骏伯网络一直以来都注重技术赋

能。 2018年公司携手清华、广东工大等共

建大数据研究中心，以“精准+智能”数据

处理模型打通大数据三大层级， 并借助

广泛覆盖的媒体资源矩阵， 为品牌主构

建品效合一的精准营销阵地。除此以外，

骏伯还与清华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等共

建大数据模型， 采用数据中台与业务中

台相结合， 打造数据模型， 赋能业务应

用。 携手运营商，建立业务行为数据+爬

虫数据+第三方数据合作模式，深挖场景

数据。“通过打造大数据辅助系统、精准

营销平台实现大数据能力落地， 从而直

击移动营销痛点， 更精准触达目标用户

群，提升广告投放的‘双效’。 ”骏伯网络

合伙人王晓连介绍道。

后疫情时代为传统行业赋能

“面对疫情带来的影响，我们加大了

对传统行业的关注， 为传统行业转型升

级赋能。 ”王晓连表示，在疫情防控期间，

更多人改用线上渠道“足不出户”实现日

常消费，居民线上消费习惯的养成，传统

的行业发展模式和利益链条被打破，越

来越多传统的行业希望进行线上化转

型。 今年，骏伯网络新成立了电商板块，

主要针对传统行业线上化转型， 解决传

统制造业互联网化发展的瓶颈。“广州有

很多传统的制造业， 他们原来的交易方

式十分传统， 在线上化过程中遇到了不

少难题， 针对这个需求我们构建了专门

的团队，为他们打通产业链的上下游，解

决他们对于互联网不熟悉的难题， 搭建

平台协助他们‘卖货’。 ”

“今年我们金融事业部在保险板块

有很大突破， 过去保险交易更多以线下

成交为主， 今年不少保险产品都开始进

行互联网化， 消费者更愿意通过网络买

保险。 ”除了制造业以外，王晓连表示健

康消费也成为今年大数据营销行业的新

热点。 因为随着居民对健康关注度大幅

上升，风险防范意识也在加强，对健康保

险的需求明显上升， 也助推了保险行业

的发展。针对保险行业互联网化的需求，

王晓连称，骏伯特地把保险产品优化，把

产品信息更优化展示， 同时改变保险缴

费方式，增加更多灵活的支付形式，贴合

互联网化消费习惯。“传统行业互联网化

不能简单把产品搬到网上， 必须进行互

联网化转化才能更适应消费者需求。 ”

君海网络：

推动精品文创走向世界的手游企业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智汛）

广州君

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君海网络”）

是一家成立于2014年7月的网络游戏公

司，专注于手机游戏研发、发行和运营业

务。公司致力于在未来10年内通过能力、

资源、 资本联动打造成为一家世界领先

的文创数字内容平台， 推动精品文创走

向世界。 君海网络自成立以来多次获得

了政府及业界的认可， 包括国家重点软

件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高成

长性中小企业、广州市创新标杆企业、广

州市未来独角兽企业、 广州市总部企业

等。

持续突破：

构建“自研自发+独

代发行”一体化业务体系

君海网络创立至今六年， 依托自主

研发的《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移动游戏云

发行平台》（获2项发明专利授权）从游戏

发行起步， 扎扎实实走到现在已成功向

“自研自发+独代发行” 一体化的业务模

式转型。 从不足30人，逐步扩大至今600

人；从1个研发小组到7个研发工作室；从

单一的角色扮演类RPG产品研发， 发展

为“RPG+SLG(模拟战略类游戏）+卡牌”

等多品类研发；从专注国内市场，到成功

开拓了港澳台、东南亚、韩国等地市场。

君海始终坚守初心、持续突破，为了满足

快速增长的业务需求， 也持续加大研开

费用投入， 研发投入近三年平均增长率

达46.54%。

至今，国内业务方面，君海相继成功

发行了多款精品移动游戏产品， 自研自

发的仙侠ARPG产品《战玲珑》单月流水

破亿；魔幻RPG产品《时光幻境》首发月

流水迅速破 3500万。 独代的仙侠类

ARPG产品《九州行》单月流水破2亿；《青

云诀》《太古封魔录》等单月流水破亿。海

外业务方面，君海也获得极好的成绩，包

括自研的《武动九天》在韩国单月流水破

2000万。《九州行》在中国台湾月流水突

破千万，在韩国月流水突破6000万，并在

当地2019年4月份进入了Google Play游

戏榜TOP 9。《太古封魔录》于2019年4月

在韩国片区上架更强势拿下Google Play

免费榜TOP 5。

无惧挑战：

坚持“精品化、全球

化、平台化”发展战略

2020 年， 游戏产业进入强洗牌期，

行业面临国内市场竞争加剧， 君海利用

沉淀已久的出海优势， 适当地在经营策

略、 产品设计等各个方面做出调整， 稳

定国内生存空间， 挖掘海外市场。 坚持

走“精品化、 全球化、 平台化” 的发展

战略， 深挖细分领域， 精准布局投入。

“精品化” 方面， 君海计划在未来

5 年更加关注产品品质的提升与创新，

以产品力来驱动品牌力。 通过加大自研

游戏的研发投入， 以资本参股形式扶持

优质外部研发团队， 与国内成熟顶尖的

研发公司定制化合作， 积极挖掘产品正

向价值， 实现文化价值与产业价值的融

合， 成为文创精品出海的纽带。 “全球

化” 方面， 在稳定港澳台、 东南亚、 韩

国等地市场的基础上， 继续深度拓展日

本、 欧美等地区业务， 加大在当地市场

的资源投入。 同时， 优化海外发行技术

支撑平台， 提供与不同区域文化匹配的

产品及本地化服务， 实现全球范围的深

度发行。 “平台化” 方面， 君海计划专

注用户需求的发掘， 启动自建流量项

目， 打造完整产业链， 提升业务运转效

率； 通过自有用户积累， 洞悉用户需

求， 提升用户口碑与用户体验。

党建引领：

构建“党建+公益”模

式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2018 年 11 月， 君海正式成立了党

支部， 坚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确定

“党建+公益” 的工作思路， 积极践行自

身社会责任。 目前， 支部已积极参加了

多次慈善公益项目， 包括腾讯 99 公益

“青翼计划”、 省慈阳会“光明之行”、

市慈善会“500 微心愿” 等活动， 两次

认捐连山地区教育扶贫项目。 年初疫情

来袭， 支部更是积极捐款协助社会各界

共同抗击新冠肺炎， 其中捐赠 30 万至

天河区对口帮扶贫市县———贵州省毕节

市大方县。 支部深耕公益事业， 也获得

了各慈善组织颁发的“年度社会公益

奖” “深善爱心企业” 等公益荣誉。

2020 年在广东省游戏产业协会、

广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网络游

戏行业分会、 广州市游戏行业协会号召

下， 君海作为发起单位之一积极推进成

立 《广东游戏企业社会责任促进委员

会》， 旨在协同政府、 社会力量， 围绕

公益、 扶贫、 未成年人保护、 绿色游戏

等多个方面内容开展联动工作， 推动企

业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骏伯网络是国内领先的移动互联网广告营销服务提供商。 通讯员供图

君海网络专注于手机游戏研发、发行和运营业务。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