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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

我国游戏市场规模接近千亿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治国

近年来，我国游戏产业的

发展势头强劲。特别是随着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手游市场

和移动电竞市场迅速升温。

专家认为，作为数字内容产业

的重要分支，游戏产业应不断

增强创新能力，提升产品内容

质量，方能推出精品力作

7月30日，2017中国国际数码互动
娱乐展览会（ChinaJoy）在上海落下帷
幕。会议期间，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

（GPC）、伽马数据（CNG）、国际数据公
司（IDC）联合发布了《中国游戏产业报
告（2017 年 1 月至 6 月）》。报告总结了
游戏行业的发展现状，其中包括游戏产
业、细分行业、电竞、海外市场等情况。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张宏森在
2017 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上表示，必须旗帜鲜明地将数字内容产
业作为内容产业予以明确定位，坚持内
容为王，牢牢把握数字内容产业的意识
形态属性和文化价值属性，坚持数字产
品是文化产品的核心定位，找准方向，认
清角色，把好脉搏，精准发力。

游戏市场高速增长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游戏市
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 997.8 亿元，同比
增长26.7%，210.3亿元的收入增量成为
自 2009 年以来所有上半年收入增量中
的新高。

虽然游戏收入仍在不断增加，但游
戏用户数量的增长正在呈现不断放缓趋
势。中国游戏用户规模 5.07 亿人，同比
增长 3.6%，增速继续下滑。这表明中国
游戏市场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用户规模
将逐渐趋于稳定。

从移动游戏作品角度看，排行榜前
10 位的移动游戏作品实际销售收入占
中国移动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比例超
过 50%；从游戏企业角度来讲，由腾讯、
网易发行或代理的移动游戏市场实际销
售收入占中国移动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
入比例接近 70%，上述两项数据均创下

历史最高纪录。移动游戏市场竞争演化
为游戏作品、用户资源、知识产权、渠道
等综合实力竞争，腾讯、网易等大企业竞
争优势明显。

盛大游戏 CEO 谢斐告诉《经济日
报》记者，今年手游在盛大游戏营业额的
比重也将进一步上升，达到 70%左右。
以《热血传奇手机版》为例，“如果手游
2500多万用户通过买量去获取，按照平
均每个用户几十元人民币计算，这个用
户量就至少是十几亿元的价值”。因此，
随着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普及，移动端游
戏的市场份额在相当长时间内还将持续
上升。

移动电竞市场升温

电竞游戏市场在上半年进一步提
高。报告显示，2017年1月至6月，我国
电子竞技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
359.9亿元，同比增长43.2%。其中移动
电子竞技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
176.5亿元，同比增长100.6%，占移动游
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31.4%。

从市场份额来看，电竞市场在今年
上半年提高了自身在整个游戏市场的比
重。中国电子竞技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
入 占 中 国 游 戏 市 场 实 际 销 售 收 入
36.1%，同比增长4.2个百分点。

移动电子竞技市场持续升温，并在
移动游戏精品的带动下走向成熟。移动
电子竞技在赛事和直播领域广泛布局，
迅速构建出相对完整的移动游戏电子竞
技产业链。具体体现在 3 个方面：一是
移动电子竞技赛事逐渐走向成熟，具备
创收能力；二是移动电子竞技赛事的观
赛习惯逐渐形成，例如 2017 年《王者荣

耀》职业联赛（KPL）网上观看量达到数
十亿人次；三是移动电子竞技游戏类型
多样化，既有传统的多人在线战术竞技
游戏（MOBA）、射击类，也有新兴轻度
游戏，如《球球大作战》《部落冲突：皇客
战争》等。

国外调研机构Newzoo的调研也显
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移动电竞市场。
VSPN 公司 CEO 滕林季告诉记者，随着
KPL（王者荣耀职业联赛）等赛事取得
成功，2017年上半年移动电竞产业形成
了以内容授权方、赛事运营商、战队俱乐
部、艺人经纪公司、播放媒体渠道等由上
自下的产业链。产业链逐渐成熟，主要
表现在除内容授权方以外其他环节的企
业开始盈利。目前，WeFun、AS 仙阁等
移动电竞俱乐部粉丝团体不断壮大，也
陆续吸引到了安德斯特电竞椅、魅族等
知名品牌的商业合作。虽然直播平台的
投资热度有所放缓，但是涌现了触手、狮
吼等垂直类的移动电竞直播平台，为数
千万移动电竞用户提供了观赛渠道。

中国游戏海外热销

上半年，自主研发网络游戏海外市
场实际销售收入出现大幅提升，约为
39.9 亿美元，同比增长 57.7%，中国自主
研发移动游戏在海外市场拓展加速成为
主要增长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自主研发网络
游戏出口类型在近年来发生了较大变
化，除传统的动作角色扮演类游戏外，策
略类、卡牌类、音乐舞蹈类等网络游戏均
有代表作在海外市场热销。

国产智能手机也为中国自主研发网
络游戏出口作出了贡献。由于智能手机

应用商店是获得游戏用户的重要方式，
近年来中国国产智能手机在海外市场的
出货量占比进一步提升，为中国移动游
戏拓展海外市场奠定了良好基础。

谢斐告诉记者，盛大游戏拥有韩国、
新加坡等六大全球研发发行中心，产品
覆盖了欧洲、北美等 1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龙之谷》的全球注册用户超过2亿，
今后盛大游戏将继续深化同海外游戏公
司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去年通过引进

《辐射避难所》《勇者斗恶龙》等游戏与日
韩、欧美一线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盛大
游戏还希望借助二次研发的《辐射避难
所网络版》持续完善“IP—本地转化—二
次研发—反馈海外”的运作模式,不断提
高海外优质IP的成功率。

炫踪网络COO吴军告诉记者，公司
日前与中东文化出口服务贸易基地——
上海塘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共同开
拓伊朗游戏市场的独家合作协议。今
后，多款由上海企业自主研发的游戏产
品将输出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他
说，游戏走出去之际，首先要深入了解当
地游戏市场，在此基础上对游戏实行本
地化改造，这样才能避免出现产品水土
不服的情况。

张宏森认为，我国数字内容产业取
得了长足进步和发展，但创新能力不足，
内容质量不高，精品力作稀缺，是现阶段
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瓶颈，也是制约产
业发展再上新台阶的关键所在。面对新
挑战，要坚持不懈地学习和应用先进技
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作品的
创意水准和技术含量；要牢固树立精品
意识，走精品化道路，倾力打造思想精
深、创意精彩、技术精湛、制作精良，融思
想性、艺术性于一体的精品佳作。

本报讯 记者周雷报道：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 13 部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正
式印发《半导体照明产业“十三五”发展
规划》。《规划》提出，2020 年，半导体照
明产业整体产值达 10000 亿元，LED 功
能性照明产值达5400亿元，LED照明产
品销售额占整个照明电器行业销售总额
的比例达70%。

半导体照明亦称固态照明，包括发
光 二 极 管（LED）和 有 机 发 光 二 极 管

（OLED），具有耗电量少、寿命长、色彩丰

富等特点，是照明领域一场技术革命。
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我国半导体照
明产值平均年增长率约30%。

《规 划》确 定 的 发 展 目 标 是 ，到
2020 年，我国半导体照明关键技术不断
突破，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产品结构持续
优化，产业规模稳步扩大，产业集中度逐
步提高，形成1家以上销售额突破100亿
元的 LED 照明企业，培育 1 个至 2 个国
际知名品牌，10个左右国内知名品牌；推
动 OLED 照明产品实现一定规模应用；

应用领域不断拓宽，市场环境更加规范，
为从半导体照明产业大国发展为强国奠
定坚实基础。

“十三五”半导体照明产业发展遵循
的基本原则为，需求导向，集成创新；优
化存量，开发增量；协调发展，重点推进；
统筹资源，开放合作。

《规划》 强调，强化需求端带动，
加快 LED 产品推广。以需求为牵引，
全面推动 LED 照明产品在公共机构、
城市公共照明、交通运输、工业及服务

业、居民家庭及特殊新兴领域等的应用
推广，着力提升 LED 照明产品的市场
份额。2020 年 LED 高效照明产品推广
目标包括：公共机构率先垂范，推广应
用3亿只LED照明产品；推动城市公共
照明领域照明改造与示范，推广 1500
万盏 LED 路灯/隧道灯，城市道路照明
应用市场占有率超过50%。加强交通运
输领域推广应用；推动工厂、商场、超
市、写字楼等场所 LED 应用，推广 15
亿只LED照明产品等。

13部门联合印发半导体照明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LED 照明产品将在多领域推广应用

近日，“中科院-山东省绿色化工技
术创新论坛暨院士专家科技行活动”在
东营垦利区召开。与会专家认为，随着
人们对污染的抵制和对绿色环保的需
求，化工行业在市场导向的引领下，将
不 断 地 技 术 革 新 ， 向 “ 绿 色 ” 升 级
发展。

“化学工业未来要逐步卸掉使用和
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沉重成本，必须大
力研究和开发绿色化工，从源头上减少
和消除污染。”中国科学院文献中心副主
任刘细文说。

化工是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行
业。目前，化工行业排放废水、废气、固
体废弃物数量分别占全国工业“三废”排
放总量的 16%、7%和 5%，位居第一、第

四和第五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化
工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水平明显偏高，排
放物处理率明显偏低，行业快速发展势
必会带来资源环境问题，向绿色升级是
大势所趋。

事实上，这一趋势早有端倪。研讨
会召开地的山东省东营市是化工产业重
镇。目前，全市原油一次加工能力 6900
万吨，占全省的 36%、全国的 10.8%。山
东省科技厅副厅长于书良表示，山东省
科技厅从 2016 年开始组织实施绿色化
工重大科技创新工程，推动绿色化工技
术在山东省的研发与示范应用。目前中
国科学院研发的甲醇制烯烃、催化干气
制乙苯新技术等一批绿色化工科技成果
已在当地落地转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连化物所所长
刘中民也与东营有多年合作。作为煤化
工专家，刘中民表示，在我国，石油化工
基本原料烯烃、芳烃等至今不能满足需
求。“这一轮产业结构调整，需要让现代
煤化工与石油化工协调发展，形成新的
更合理的产业结构。化学工业的绿色可
持续发展，本质在于过程的简化和效率
的提高。”

我国化工产业虽然于 2013 年结束
了持续十年的高速发展，开始中低速发
展，但总体增速仍高于同期全国经济增
速。“目前绿色化工新技术的相关研究
和产业化正处于快速上升通道。”刘细
文说。

未来的化工产业将从哪几个方向朝

“绿色”升级呢？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的

《绿色化工产业技术发展前景研究报
告》 显示，我国绿色化工的未来发展方
向主要是三个。一是重点对现有化工技
术实行绿色化改造，通过环保、绿色化
学工艺过程的开发，实现化工生产从原
料到产品整个过程的绿色化；二是强化
生物技术的应用，生物技术将成为化工
产物合成的主导技术，它比传统的物理
化学法具有效率高、成本低、选择性
高、二次污染少等优势；三是大力推广
微化工技术，微化学工程与技术将增强
化工过程安全性，促进过程强化和化工
系统小型化，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
率，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

化工行业当向“绿色”升级
本报记者 佘惠敏

“煤改气”效果逐渐显现

天然气消费恢复高速增长
本报记者 齐 慧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数据显示，2017 年
上半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 1146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5.2%。这也是继 2013 年下半年至 2015 年天然气消费量
低迷以来，首次恢复两位数增长。

专家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高速增长，一方
面得益于经济形势稳中向好，另一方面是各地“煤改气”效
果逐渐显现的成果。

天然气是优质、高效、清洁的低碳能源，提高天然气在
一次能源结构消费中的比重是我国能源战略重要组成部
分。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3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一直
保持两位数增长，年均增速约16%。但从2013年下半年开
始，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国际油价大幅下跌、气价机制尚
未理顺等因素影响，天然气消费增速出现阶段性放缓，
2013年至2015年年均增速仅为7%左右。

据中国石油大学教授刘毅军介绍说，今年上半年天然气
消费量出现增长，与近年来我国多地推进煤改气项目相关。

为加快大气污染治理，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气代煤项目，
由于煤改气项目从启动实施到落地需要一段时间。如今，
已经落实的项目正在发挥作用，效果已初步显现。比如，受
煤改气需求推动，今年以来，河北天然气需求同比增长超过
20%。

国际能源机构最新发布的报告预测，未来5年，全球天
然气需求增长 90％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占到 40%。
目前，我国天然气在一次能源结构中占比大约 7%，远低于
国际平均水平。

专家分析，占比不高的情况既有外部发展环境问题，也
是天然气产业尤其是天然气利用领域存在结构性矛盾的集
中体现。这些结构性矛盾已经在一定时期内制约天然气投
资主体的积极性和行业改革的市场化进程，成为影响扩大
天然气利用规模的重要因素，亟需尽快解决和完善。

为促进天然气产业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部门近
日还联合印发了《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意见》提
出，逐步将天然气培育成为我国现代清洁能源体系的主体
能源之一。到2020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
比力争达到 10%左右，地下储气库形成有效工作气量 148
亿立方米。

近日，国家质检总局执法督查司发布了2017年上半年
缺陷产品召回工作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共实
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143次，涉及车辆476.01万辆。

从汽车召回涉及问题所在总成来看，2017年上半年召
回数量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气囊和安全带问题召回，共计
47次，涉及车辆156.36万辆；发动机问题召回，共计34次，
涉及车辆 129.68 万辆；电气设备问题召回，共计 7 次，涉及
车辆62.01万辆。

高田气囊气体发生器破裂问题仍是目前较为重大的缺
陷汽车产品召回案件之一，相关缺陷问题汽车在全球可能
涉及超过1亿辆。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4家汽车产品生产
者实施与高田气囊问题相关的召回 102 次，涉及车辆达到
1059.43万辆。其中，2017年上半年就有大众、本田、铃木、
宝马、雷克萨斯等多个国外知名品牌在国内因气囊安全问
题实施召回，涉及车量约107万辆、车企20余家，其中德系
品牌召回次数更多达12次。

据质检总局执法督查司相关负责人介绍，2017年上半
年，总局执法督查司在前期调查工作的基础上，已组织总局
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开展 3 次现场调查，分别赴高田公司和
二级供应商，获取点爆后炸裂的气体发生器残骸等重要物
证，进一步组织专家对该问题作出缺陷评估认定，并根据专
家意见，多次约谈高田公司和相关汽车整车生产者，督促其
履行缺陷召回法律义务。近日，质检总局执法督查司还就
气体发生器破裂问题集体约谈大众、通用、奔驰公司，通报
高田气囊气体发生器破裂问题缺陷调查情况，要求尽快采
取相应措施，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质检总局共发布汽车相关
召回公告 114 个（包含工程车辆及轮胎召回），同比增幅达
70%。其中，涉及 30 余个汽车品牌及 1 个轮胎品牌。同
时，由于问题气囊汽车召回数量出现明显回落，今年上半年
国内汽车召回数量同比减少 22%。2016 年国内召回汽车
数量 1179 万辆，其中因气囊和安全带问题召回 643 万辆。
专家认为，2017 年上半年国内汽车召回次数增多，召回总
量减少，说明缺陷汽车召回工作正向着常态、稳定、良性的
方向发展，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对维护消费品安全、督促企业
履行产品质量责任义务发挥了积极作用。

上半年召回476.01万辆汽车
气囊安全问题是主因

本报记者 郭静原

本报讯 记者王金虎、通讯员张长青报道：7 月 31 日，
比亚迪“云轨”整车制造基地暨孔孟旅游快线建设项目在孟
子故里山东邹城开工。该项目达产后，将年产轨道梁柱
1000套、列车200辆，年产值100亿元。

造价仅为地铁五分之一的“云轨”，是比亚迪公司耗时
5 年、投资 50 亿元研发的跨座式单轨轨道交通系统。首条

“云轨”旅游连接线“孔孟旅游快线”，将连接邹城、曲阜两座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里程约 37.5 公里。“云轨”采用了在
城市道路中间绿化带上搭起深至二三十米、高至10米的双
向轨道，“骑”在轨道上的列车最高速度可达80km/h。

近年来，“煤城”邹城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转型发
展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该市以比亚迪智慧交通产业
基地建设为突破口，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强化
政策支持、产业配套，着力打造国内领先的先进装备制造
基地。

7月27日，参

观者在一家电竞

平台展位上体验

游戏。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比亚迪智慧交通产业基地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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