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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网

络文学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网络文学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网络文学行业的现状、中国

网络文学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网络文学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网络文学产

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网络文学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网络文学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网络文学，就是以网络为载体而发表的文学作品，其本身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如果强求网络文学的客观底线，那就是对网络没有了解和接触的人所写出的作品，以及没

有官方人士在网上发表过（或者说网友流传上来的文字信息）这类的作品在传播形式之上大

致不属于网络文学，仅此而已。

     应该注意的是，网络文学所具有的特征并不是局限于所传播的一个媒介，更重要的则是这

样的一个文学载体在网络传播之中，形成的一种写作特征和行文方式，符合现今网络文学作

品所应当具有的商业化价值。

     截至2019年12月，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4.32亿，占网民总数的52.1%。网络文学作品

总量超过2400万部，其中签约作品近130万部，2019年新增签约作品24万部。国内重点网络文

学网站签约作者达61万，并有上千万作者参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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