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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运营模式+独特商业模式

互联网遇上电影，机遇在这里
本报记者 陈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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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开海时节，青岛西海岸
新区琅琊镇西杨家洼村的女子创
客联盟愈发忙碌了。借助镇上的

“琅琊@生活”电子商务平台，这
些平时围着家务转的主妇们，开
始和互联网搭上了关系。

“女子创客联盟一共 40 多
人，主要进行海米、干鲅鱼等海产
品的加工和网上销售。”联盟负责
人胡见珍说，西杨家洼村位于海
边，船多资源多，她们销售的海产
品都是纯手工制作，“一天加工一
二千斤海米，供不应求”。

如今女子创客联盟的网店、
微店相继开张。她们当中，有人
负责加工、有人负责宣传，还有销
售、财务和后勤，大家干劲十足，
拧成一股绳奔向致富路。

由于传统销售渠道的局限
性，琅琊镇海产品在一段时期出
现了滞销的问题。2014 年，琅琊
镇突破传统销售模式，借力“互联
网+”“海洋+”时代的到来，着手
建 设 乡 镇 电 子 商 务 运 营 中 心 。
2015 年 5 月 1 日，“琅琊@生活”
电商平台正式上线。

记者来到琅琊镇电子商务运
营中心，看到工作人员轻点鼠标，
这意味着又有一批海产品被买走
了。“5 月 1 日开业当天，电商平台
就完成 16 笔交易。”青岛琅琊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经理李洪生说，
电商平台开业一周就成功交易
70 多笔，交易额近 3 万元。据李
洪生介绍，电商平台的“第一单”
是济南高新区卜先生订购的琅琊
龙湾海参。

琅琊镇搭建的电商平台，帮
助村民创业，也为企业拓宽销售
渠道提供了便利。“之前我们跟随潮流在淘宝网上开了
店，做得并不专业，就连客服都是兼职的。”青岛琅琊龙湾
海参有限公司负责人高玉志说，随着“琅琊@生活”的影
响力越来越大，他意识到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性，招聘了
4 名大学生专职做网上销售。“有了专职客服、运营和推
广人员，我们网店的浏览量比以前大多了。现在我们网
上的销量比以前增加了 30%到 40%。”高玉志说。

目前，琅琊镇电商平台囊括了琅琊镇乃至新区数十
个品牌，涵盖琅琊鸡、大南庄竹编等 200多种农产品。与
此同时，琅琊镇还建设了微电商平台“琅琊微商城”，开设
本味公社、速途文旅等网店、微店 200 余家；3 家村级淘
宝服务站运营良好。“我们与专业公司合作，根据一村一
品来打造微商平台，推介名优产品。”琅琊镇分管电商工
作的党委委员高鲁东对记者说，琅琊镇电商平台还将根
据微商的发展情况，适时成立微商联盟。“这样既可以互
通有无，也可以抱团发展、相互促进。”

互联网与电影，两个同样炙手可热
的行业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刚刚开
幕的第 19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从 12 日
到 15 日的 17 场论坛中，包括“互联网+
电影”“影游互生”“VR 电影”等，有 5 场
都和互联网直接挂钩，似乎正是两个行
业亲密关系的写照。

2015 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 440 亿
元，以目前平均年复合增长率 37.17%的
增速计算，三年内将超过 1000 亿元，普
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则在研究报告中表
示，到 2017 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预计将
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票房领导者。

在这个巨大而火热的市场中，互联
网巨头的身影不断闪现。在 2014 年的
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博纳影业创始人兼
CEO 于冬就曾表示，未来“BAT 让我们
干什么我们就得干什么”，而两年时光倏
忽而过。“从线上售票到观众培育、发行
推广，互联网进入电影行业，更多带来的
不是钱，而是互联网思维，带来了新的运
营模式和商业模式。”清华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如是说。

在线票务遭争抢

5 月 15 日，阿里影业公告显示，旗下
在线售票平台淘票票获得 17 亿元 A 轮
融资，整体估值达到 137 亿元。5 月 28
日，光线传媒以 47 亿元的现金和股票收
购在线售票平台“猫眼电影”57.4%的股
权，尽管后者 2015 年利润仅有 2.38 万
元，但估值依然达到了 83.33 亿元。而在
这两家之外，腾讯旗下合并了格瓦拉和
微票儿的微影时代，同样估值超过 100
亿元。在这个看似极度细分的消费互联
网领域，“独角兽”群雄并起。

在线买个电影票有什么稀奇？从团
购时代用户不就习惯了吗？一些数据将
打破这种成见。来自市场研究机构的数
据显示，2013 年在线票务收入规模为
48.64亿元，不到其他票务收入 169.10亿
元的三分之一。然而，在 2015 年，在线
票务收入就已经达到了 317.60 亿元，在

全 年 总 票 房 中 占 比 高 达 72% 。 而 在
2016 年第一季度，在线票务市场份额更
高达 80.31%，但其中团购电影票份额仅
有 11.23%，在线选座方式成为用户购买
电影票时的绝对主流。

这种购买方式的变化，正来自于在
线售票网站的重金投入。甚至在业内有
种观点表示，去年国内电影票房增速接
近 50%，正来自于在线售票平台们的巨
额补贴。的确，以今年春节假期来看，包
括猫眼、淘宝电影、格瓦拉等在内，都推
出了包括 9.9 元特价电影票在内的大幅
优惠，而最终 7 天 36 亿元的成绩单也让
2016 年春节档成为史上最强。在第 19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与资本”分论坛
上，阿里影业 CEO 张强坦承，去年票房
增速有其特殊性，“正来自于大量线上售
票平台的刺激”。但他并不认同互联网
平台的补贴带来的票房泡沫，认为“买票
便宜方便，终究还是会刺激更多人走进
电影院”。

然而赔钱赚吆喝，巨头们争抢在线
票务这块蛋糕到底为什么？市场研究机
构艺恩咨询研究总监付亚龙表示，在线
票务平台通过在上游为制片方、下游为
影院提供各种服务，已经成为电影宣传、
发行及售票的最大入口，从而在产业上
下游拥有话语权。而来自光大证券的研
究报告也表示：电影产业链各环节中，唯
有在线票务率先实现高集中度，且在时
间成本和资金成本上构成极高的进入壁
垒，是实现电影产业链纵向一体化布局
的制高点。在此制高点切入电影上下游
的公司，将享受到愈加从容的谈判权。
具体来说，票怎么卖已经成为话语权。

数据将带来新市场

有电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线票
务平台背靠互联网巨头的影业公司，它
们向电影项目的投资，不仅包括钱，也包
括在线票务平台的流量和数据，这已经
形成了一种能力”。

比如大数据。数据已经开始指导电
影的宣发方式。作为电影《魔兽》的联合
出品方，腾讯影业魔兽项目负责人张思
阳表示，在整个《魔兽》的宣发过程，通过

和传奇影业共享各种数据，指导了宣发
策略的制订。“我们最在意数据，通过数
据可以知道用户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
们在哪里，由此展开精准推送，比如，在
预告片刚刚登录腾讯视频时，我们就发
现，观看预告片的用户年龄比主流游戏
用户年龄更大。”

数据的影响也在向更远处延伸。预
告片播出的次数、粉丝在众筹项目上的
投入热情、在线票务平台的预售量、甚至
电影片名和片中主角在微博平台的热词
排名，将这些综合起来的庞大信息流，将
直接影响电影的排片决策甚至上游的制
作方式。在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万
达电影院线总裁曾茂军告诉记者，万达
有个 60 人的数据团队，开发出一套“基
于新媒体的大数据挖掘工具”。“我们将
会对每个会员的观影属性进行分析，将
这些经验提供给电影的发行方、导演和
制作人。随着国内银幕数年底突破 4 万
块，未来很多电影会分线发行，分区发
行，精准化的制作和排片将成为趋势，而
这些都需要大数据支持。”

数据甚至将带来新的市场，比如一
直并未得到充分开发的电影衍生品。“娱
乐宝在面对不同的版权内容的时候，将
从阿里大数据的角度，提供从设计、生产
工艺、销售渠道等专业服务。譬如，类似
于‘忍者神龟’这样的动漫形象，根据大
数据的分析，我们就会更多地放在运动
类、数码类的产品设计生产上。”阿里影
业旗下娱乐宝总经理俞巍表示，正是依
托于阿里巴巴电商生态的商家资源、平
台优势以及数据支持，娱乐宝开始尝试
为电影版权方订制衍生品销售解决方案
并进行精准的资源投放。“《冰川时代 5》

《忍者神龟 2》《星际迷航 3》《奥特曼》《中
国好声音》这五个超级版权内容，已与娱
乐宝达成合作。”俞巍说。

曾茂军也认为，开发电影衍生品依
然需要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包括在线电
影的视频点播、音乐版权，网购周边甚至
影游互动和主题公园，电影在多个方面
的收益会越来越高，但根本是要进行知
识产权保护，不仅是在电影内容方面，也
是在衍生品保护方面，否则借助互联网
渠道，就会有大量仿制品一哄而上。”

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L0200H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1589

批准日期：2014年 07月 10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26 号新时代大厦五

层、八层和十六层

发证日期：2016年 02月 18日

北京粮食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L0239H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1691

批准日期：2016年 05月 10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 316 号京粮古船大厦

五层

发证日期：2016年 05月 10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车公庄大街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222

许可证流水号：00591639

批准日期：2015年 11月 20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 号院 2 号楼 1 层 01 商

业门厅

发证日期：2016年 03月 15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兴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116

许可证流水号：00591677

批准日期：2006年 03月 24日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永华南里 1号楼

发证日期：2016年 04月 15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024

许可证流水号：00591638

批准日期：1996年 02月 12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171号

发证日期：2016年 03月 09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柔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134

许可证流水号：00591689

批准日期：2008年 06月 13日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府前西街 2号 F1-a1

发证日期：2016年 05月 10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内大街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157

许可证流水号：00591690

批准日期：2011年 06月 14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西黄城根北街甲 2号

发证日期：2016年 05月 10日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机构编码：B0021B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1682

批准日期：2016年 04月 22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1 层

104部分、105、106单元

发证日期：2016年 04月 27日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京广桥支行
机构编码：B0127S211000006

许可证流水号：00591711

批准日期：2016年 05月 30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27 号嘉铭中心 A 座一

层 02单元

发证日期：2016年 05月 31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成路小微支行
机构编码：B0015S211000075

许可证流水号：00591684

批准日期：2016年 04月 27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大成南里三区 4号楼 1层 02

发证日期：2016年 05月 03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西洋新城小微
支行
机构编码：B0015S211000076

许可证流水号：00591685

批准日期：2016年 04月 27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南湖南路 16 号院 4 号楼 1 至 2 层

101

发证日期：2016年 05月 03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胜古誉园社区支
行
机构编码：B0015S211000077

许可证流水号：00591686

批准日期：2016年 04月 27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胜古中路甲 1号院 4楼

发证日期：2016年 05月 03日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贸支行
机构编码：B0025S211000011

许可证流水号：00591643

批准日期：2016年 03月 09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甲 10 号 1 层 103、105、

106

发证日期：2016年 03月 17日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酒仙桥支行
机构编码：B0025S211000012

许可证流水号：00591642

批准日期：2016年 03月 09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13号院内 6-1楼 1层 101

发证日期：2016年 03月 17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贸城支行
机构编码：B0011S211000113

许可证流水号：00591661

批准日期：2016年 03月 17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水岸南街 8号院 2号楼

发证日期：2016年 03月 21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大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11S211000112

许可证流水号：00591712

批准日期：2016年 01月 29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9 号楼 5 层 503-01 单

元

发证日期：2016年 06月 01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六铺炕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372

许可证流水号：00591707

批准日期：2005年 12月 08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东滨河路 1号

发证日期：2016年 05月 30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正阳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067

许可证流水号：00591674

批准日期：2006年 10月 26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正阳北里 16、17、18号楼底商

发证日期：2016年 04月 08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岳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11000103

许可证流水号：00591637

批准日期：2003年 04月 04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10号

发证日期：2016年 03月 04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密虹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11000365

许可证流水号：00591675

批准日期：1994年 01月 03日

住所：北京市密云区果园北街 5 号楼 1 至 2 层 5-1、5-2、

5-3、5-4

发证日期：2016年 04月 08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杨庄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11000292

许可证流水号：00591683

批准日期：1994年 05月 06日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通朝大街 323号

发证日期：2016年 05月 03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寿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11000114

许可证流水号：00591697

批准日期：2003年 06月 02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翠微中里 14号楼

发证日期：2016年 05月 17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学知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11000357

许可证流水号：00591665

批准日期：1997年 04月 25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七号致真大厦一层 107单元

发证日期：2016年 04月 01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核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