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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音速》退市
11月22日，《QQ音
速》官方网站发布退市公告称，《QQ音速》游戏开发商
已经解散开发团队，因此将无法继续提供后续版本更
新。同时，与腾讯方面的代理协议也将于2019年1月到
期，至此，腾讯的“游戏王国”再失一子。
对于《QQ音速》的停运，北京人人创造科技有限公
司CEO朱家亮表示，音乐类游戏因为体验短暂，所以有
着属于自己的生命周期。十年间随着用户对游戏偏好
的不断更迭，加之同一时期出现的《劲舞团》、《QQ炫
舞》等竞品不断分散用户流量，《QQ音速》的竞争优势
已经不复存在。而对比目前所兴起的游戏来说，《QQ音
速》的游戏类型社交属性较弱，所以不符合大众规律。
除代理游戏退市外，腾讯旗下自营的多款游戏也
在近期纷纷宣布退市及停运，9月10日，《天天德州》官
网发布消息称正式启动退市，并于9月25日关闭游戏
服务器清空数据。9月15日，腾讯《QQ宠物》、《乐斗Ⅱ》
正式停止运营。业内人士认为，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
其一是在运营成本的考量之下，不能为腾讯带来收益
的游戏自然会被剔除。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也是
政策监管的趋严，尤其《天天德州》被指带有赌博性
质，在多方权衡下腾讯只得作出关闭游戏的决定。
网络游戏监管力度不断加大，“负重前行”的现状
也被体现在腾讯的财报之上，今年第二季度，腾讯的
手游、端游收入分别下滑了19%和8%，并且根据腾讯
三季度财报显示，其总游戏营收出现了近两年内的首
次下滑，较上年同期下降4%。
“但事实上，腾讯游戏业务营收的下滑，跟实名制
政策的关系不大，更主要是因为游戏版号的停止发
放，导致新游戏无法上市。但也不是所有的游戏公司
业务都在下滑，比如网易海外市场的游戏布局做得比
较好，相对影响就较小，但腾讯的游戏业务布局主要
都是在国内，所以国内游戏的几大厂商中，游戏版号
的暂停发放对腾讯的影响是最大的。”朱家亮如是说。
北京商报讯 （记者 卢扬 穆慕）

海南欲引韩国第二大旅行社落户
北京商报讯（记者 武媛媛）为推进国际旅游岛建
设，海南持续加快旅游业对外开放步伐，欲吸引更多
入境游客群。11月22日，北京商报记者获悉，海南与多
家韩国旅游、航空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包括韩国第二
大旅行社模德旅游集团将在琼设立中外合资旅行社，
以及韩国低成本航空公司德威将开通首尔-博鳌旅游
航线等，一系列举措也将让海南入境游进一步升温。
据了解，模德旅游集团是韩国最具影响力的旅游
服务企业之一，合作达成后，模德旅游集团也将成为
海南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之后落地的第二家中外合
资旅行社。而德威航空目前拥有途经10个国家40多个
城市的航线，在韩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德威航空与海
南博鳌机场、海南高丽假期国际旅行社签订三方合作
协议，将开通“博鳌-首尔”旅游航线，这将成为博鳌机
场的首条国际航线，也是海南与韩国的第6条航线。
数据显示，韩国是海南第二大入境客源国，2017
年海南共接待韩国入境过夜游客9.2万人次，同比增长
42.8%。自去年3月起，赴韩中国游客量曾出现断崖式
下跌，直至今年2月韩国举行平昌冬奥会之后，赴韩中
国游客量才逐渐回升，但仍没有恢复至早前的“黄金
期”。业内猜测，双方此次签署战略合作，或将成为韩
国旅游业实现恢复性增长的重要推手。
旅游业资深专家王兴斌分析，海南和韩国双边合
作，对中国入境旅游市场的积极意义更大。目前在海
南已有众多文旅项目落地，多样的旅游产品可吸引更
多韩国游客到海南度假。“而对于韩国旅游市场而言，
如果中韩合资旅行社能够在除海南外的省份设立分
支，大量吸收内地客源，那么可以有效带动赴韩中国
游客量持续上升。如果中韩合资旅行社只能在海南落
地的话，海南并不是客源产出地，且内地游客赴韩的
直线飞行距离更近，因此或难为韩国贡献大量客源。”

首家被摘牌5A景区山海关重拾评级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日
前更新的国家5A旅游景区名录显示，2015年被撤销
5A级景区资质的山海关景区悄然重回名录，而这家
景区也曾是我国首个被摘牌的5A级景区。至此，我国
的5A级景区总数已达259家。业内表示，景区A级灵活
进出机制反映出我国的景区评级制度正在向着更客
观、科学的方向发展，及时调整名录也能激励景区改
善自身存在的问题，提升服务水平。
公开资料显示，5A级景区是目前我国旅游景区
(点)最高评定标准，是由全国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
评定委员会从4A级旅游景区中组织评定，而后产生
的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近年来，A级景区制度可进可
出的属性不断被强化，因各种原因退出或被取消5A
级资质的景区总数也在逐渐增加。
据悉，本次重新被评为5A级景区的山海关，曾在
2015年被原国家旅游局通报、被全国旅游资源规划开
发质量评定委员会决定取消5A级资质。当时，山海关
被摘牌的原因包括：存在价格欺诈；环境卫生脏乱；设
施破损普遍；服务质量下降严重，导游、医务等岗位人
员缺失严重，保安、环卫人员严重不足4个方面。
在接到取消山海关景区5A级资质的处罚决定
后，河北秦皇岛山海关区提出多项整改措施，包括对
老龙头景区和区旅游监察大队负责人进行免职处理；
在全区范围内持续开展旅游市场整治和城市管理提
升专项行动等。不过，根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
法》第28条规定，凡被降低、取消质量等级的旅游景
区，自降低或取消等级之日起一年内不得重新申请等
级。由此，山海关也走上了慢慢整改路，欲重拾5A级
这块“金字招牌”。

拉拢中国消费者 特斯拉全系降价
北京商报讯(记者 方彬楠 濮振宇)

11月22日，记者从特斯拉官方客服处
获悉，特斯拉下调了在中国销售的
ModelS、ModelX和Model3三款车
型的售价，降价幅度从8%-26%不等。
其中，最便宜的ModelS75D目前最新
售价78万元，较此前的88.76万元降价
约12%。Model S100D最新售价95.2
万元，降价约12%；ModelSP100D最
新售价108.8万元，降价约26%。
对于此次降价，特斯拉相关负责
人表示，为了让更多中国消费者享有
特斯拉产品，特斯拉选择承担了大部
分的关税来帮助降低客户的购车成
本。
“目前对美关税是40%，但以Model
3的两款车型为例，您大概只承担了
20%的关税。”特斯拉客服人员说。
今年7月1日，我国将进口车关税

F

从20%-25%下调至15%；紧接着8月
23日，又宣布对从美国进口的轿车加
征25%关税，美国产汽车关税从15%上
涨至40%。随后，特斯拉当时在华销售
的ModelS和ModelX两款车价格大
幅上涨，其中ModelS系列官方指导价
上调15万-30万元不等。
值得关注的是，近日刚刚面向中
国消费者开启预订的Model3两款车
型此次也首度降价。特斯拉客服人员
介绍称，Model3长续航电池双电机全
轮驱动版和Model 3Performance高
性能全轮驱动版两款车官方最初公布
的售价分别是58.8万元和69.8万元，现
在的售价分别降为54万元和59.5万元。
此前，因Model3在中国市场的起
售价远远高于美国市场3.5万美元(约
合24.2万元人民币)的起售价，网上对

特斯拉的质疑声高涨。对此，特斯拉客
服 人 员 解 释 称 ，3.5万 美 元 售 价 是
Model3最低配置的版本，而此次中国
市场引进的两款车型均为高配版，长
续航版本在美国售价接近6万美元，高
性能版本的售价也为6.5万美元。
事实上，此次降价行动的背后，是
中国市场对特斯拉与日俱增的重要
性。这种重要性一方面体现在营收和
销量贡献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特斯
拉在华持续加码的本土化布局上。目
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
市场，也是特斯拉最大的海外市场。
2017年，特斯拉在华销售额突破20亿
美元，同比翻倍。
不过，受近期我国对美国产汽车
加征关税的影响，价格上涨后的特斯
拉电动车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受到了

严重影响。今年三季度，特斯拉在华销
量下滑37%，形成严峻的负增长压力，
而10月的销量更是下滑70%。
今年7月，特斯拉与上海有关单位
签署投资协议，将在临港地区独资建
设集研发、制造、销售等功能于一体的
特斯拉超级工厂。在《2018年第三季
度致股东函》中，特斯拉提前了在华
生产的时间表，计划2019年就开始把
部分Model 3的生产转移到中国，而
在中国所生产的车辆将只供应给中
国消费者。
业内人士表示，特斯拉此次降价
的行动，从短期看，可以视作是意在挽
救中国市场销量颓势的无奈之举，从
中长期看，对中国消费者释放善意，有
利于特斯拉更加顺利地推动它在中国
的本土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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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公司求解滞播难题

每年播出的数百部影视剧本就
已让不少观众应接不暇了，但不为
人所知的是，每年还有大约1/3的影
视剧排着队拿着上映的号码牌苦苦
等待。而据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
这些一直未能播出的滞销剧，不仅
包含了中小型影视制作公司的作
品，甚至连一些上市公司的作品也
未能幸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够
让相关剧集尽快实现变现，各个公
司也不得不另谋出路，以减少自身
受到的损失。

2011年以来
我国每年生产完成并获得发行许可的电视剧总
量均在万集规模
最高时可达
最低时也有

1.65万集
1.17万集

2018年上半年
五大影视上市公司共计有8

部

302集影视剧完成拍摄但尚

未正式播出

画虎画皮难画骨

我国一直是影视剧生产大国，
凭借每年上万集产量多次位居世界
首位，但大量滞销剧的存在却拖了
后腿。曾有公开资料显示，我国每年
能够实现播出的影视剧只有9000集
左右，约有1/3的剧集处于暗无天日
的状态。
滞播魔咒不仅仅困扰小型影视
公司。北京商报记者针对幸福蓝海、
华录百纳、华策影视、新文化、慈文
传媒5家影视上市公司的2018年半
年报进行初步统计发现，今年以来
以上公司共计有8部302集影视剧完
成拍摄但尚未正式播出。
部分影视剧之所以不能按照计
划播出，与作品本身情况密不可分。
部分影视剧在创作过程中只瞄准曾
经出现的爆款而照猫画虎，试图获
得同样的反馈，但制作水平和内容
质量却无法达到相应标准，在原本
就供大于求的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较容易在初期阶段就被市场淘汰。
“影视剧一旦不能按照原计划
播出，甚至延迟多年都未能登上电
视台或视频网站，随着滞播期间观
众口味的改变以及拍摄制作技术的
提升，略显老旧的滞播剧要想与新
作品在竞争中获得亮相的机会，难
度不小。”影评人刘畅如是说。
在业内人士看来，虽然现阶段

影视剧公司还会与播出平台就播出
方式提前进行沟通与调整，因此可
以看到目前电视台等方面播出影视
剧在时间等安排较为灵活，以此来
提升播出的效果。

不同观众对影视剧的喜好存在差
异，制作公司需要围绕不同口味制
作影视剧，但从整体数量来看，影视
剧的产量仍较大，且其中也存在很
多剧集的质量并不过关，白白耗费
了物力、人力，还不如将以上资源提
供给有质量保证的作品，从而让故
事情节、镜头画面、后期制作等方面
更加完善。
求变现各行其道

滞播等于烧钱。现阶段影视剧
的投资成本越来越高，单集制作成
本最高可达800余万元，总投资达上
亿元的剧集已不是个例，若无法顺
利发行播出，相关公司承受的损失
可想而知。
唐德影视就是个例子。该公司
作为制作成本超5.8亿元的《巴清传》
的出品方，原本以为该剧能够实现
热播获得较好的市场反馈和收益，
但相关主演却接连出事，截至目前
仍未能实现播出。
唐德影视曾发布公告称，若该
剧未能在2018年播出，公司本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会因此受到不利

影响，而可能影响公司对其他影
视剧项目的投资进度。且因唐德
影视在2017年已确认《巴清传》6.17
亿元收入，2018年1-6月确认该剧
收入7086.65万元，假若《巴清传》停
播解约，唐德影视将出现约7亿元的
坏账。
为了避免使自身出现较大的损
失，影视剧公司也在通过不同方式
推动旗下作品能够实现播出，其中
增加对视频网站的输出成为重要方
向之一。据《2018中国电视剧产业发
展报告》显示，2017年播出的425部
新剧中，网络独播剧集数量首次超
过台网联动剧集，其中48%的剧集采
用了台网联动的方式，而网络独播
剧的数量占比则达到52%，占据半壁
江山。
具体到公司层面，影视剧公司
已开始在作品创作之初就与视频网
站进行合作。以慈文传媒为例，该公
司制作的《暗黑者3》，出品方包含腾
讯视频。在业内人士看来，通过将作
品与视频网站进行深度绑定，一方
面是在分摊风险，另一方面也是对
剧集实现播出进行铺垫。除此以外，

合理规划项目周期

如今，影视剧滞播的问题也已
引起政府层面的重视，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局长聂辰席曾公开表示，“电
视剧虽然取得了突出成绩，但整体
品质不高，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
缺‘高峰’的现象仍未根本扭转”。据
《2018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报告》显
示，2017年全年生产完成并获得发
行许可的电视剧总量为1.35万集，较
大的规模无疑增加了市场竞争。
多位从业者对于影视剧的高
产量产生担忧，其中影评人刘贺
表示，“ 一年只有365天，而一年有
上万集获得发行许可的影视剧，
若要这么计算，平均下来每天需
要看差不多40集才能把所有新剧
看完。就算一集只有30分钟，看完
每天平均份额的40集也需要差不
多1200分钟，意味着20个小时。但
每人每天只有24小时，即使每天
不工作、不学习，也需要维持正常
生活的吃饭睡觉，如此大的数量
无疑是看不完的”。
在中国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
任张京成看来，“ 过去影视剧数量
虽多，但也出现了不少粗制滥造
的作品，随着行业洗牌加剧，影视
剧也会向以质取胜转变”。在刘畅
看来，随着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影
视剧制作公司为了避免剧集直
播，应当更为科学、合理地安排制
作、播出周期，且从立项开始，就
应当充分做好风控方案，避免剧
集囤积对公司业绩、项目运营造
成不必要的影响。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文
白杨/制表

谁能让宝沃“死里逃生”
11月22日晚，北京产权交易所网
站发布了北京宝沃汽车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宝沃汽车”)67%股权转让的正
式披露公告。业内人士表示，尽管正式
的转让挂牌现在才开始，但是在此前
预披露公告发布后的一个多月里，明
确的买家一直没有浮出水面，这不得
不让人对宝沃的股权转让和发展前景
产生疑虑。
北京产权交易所正式披露的股权
转让公告显示，宝沃汽车67%股权的转
让底价为39.7亿元，公告信息披露起始
日期为11月23日，信息披露结束日期
为12月20日。当日早些时候，针对宝沃
汽车股权转让的进展，该股权转让项

目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她不
方便透露任何情况。
值得关注的是，如果想要接盘宝
沃汽车，受让方不仅要接受支付至少
39.7亿元的价格，还需按时偿还宝沃汽
车的部分债务。根据此前的公告，截至
今年8月31日，宝沃汽车欠公司借款金
额为42.7亿元。受让方同意北京宝沃在
本项目股权转让完成之日起三年内偿
还上述全部借款。受让方应对上述全部
借款提供公司认可的合法有效担保。
目前，宝沃汽车的经营状况并不
乐观。据今年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7年，宝沃汽车营业收入50.96亿
元，净亏损2.7亿元；2018年8月31日，

宝沃汽车总资产118.1亿元，总负债
66.6亿元，净资产51.5亿元，营业收入
21.8亿元，净亏损11.4亿元。
事实上，自10月9日预披露期开始
后，关于宝沃汽车买家的传闻便纷纷出
现。期间，神州优车、复星、恒大等企业都
曾出现在“谁是潜在购买方”的传闻名单
中。但10月31日，相关股东发布公告称，
目前，宝沃汽车67%股权转让事宜处于
预挂牌期间，尚未有实质性进展。
经济学家宋清辉认为，对于单纯
想购买汽车生产资质的企业而言，
购买宝沃汽车股权的代价无疑过于
昂贵，只有真正想造车的“金主”才
会下此赌注。单从购买成本的角度，

未来如果有企业接盘宝沃汽车，这
些接盘者不太可能仅仅只将宝沃看
作一个“壳”，而是更有可能支持宝
沃继续造车，使它扭亏为盈，恢复造
血能力。
汽车行业分析师贾新光也表示，
宝沃品牌发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宝
沃似乎没有发展起来，这主要体现在
“品牌宣传力度不够”、“ 产品类型偏
少”。宝沃致力于SUV市场，而当前的
SUV市场较为低迷，内部竞争较为激
烈，各个企业喜忧参半。不过他也肯定
称，宝沃品牌急需注入新鲜血液，股权
转让也可以为宝沃带来新的活力。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濮振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