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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港沟收费站

将扩建

导报讯(记者 王延锋)济南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日前发布

《G2京沪高速港沟收费站拓

宽改造工程项目选址意见书批

前公示》。公示显示，济南港

沟收费站将进行扩建，目前占

地面积2 . 73公顷，扩建工程将

新增永久占地0 . 51公顷，由3

进5出8条车道改建为6进9出15

条车道。

据了解，港沟收费站位于

济南东南部，向西直连济南二

环南快速路。随着济南二环南

快速路在2017年的通车，港沟

收费站车流量增加，收费站通

行压力增大。在未来港沟收费

站扩建后，其通行能力将大大

提升。

上半年全国网上

零售额同比增长17 . 8%

导报讯 日前，商务部电

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2019年

上半年，中国网络零售市场保

持快速增长，全国网上零售额

达 4 . 8 2 万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7 . 8%，比一季度加快2 . 5个百

分点。

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3 . 82万亿元，增长21 . 6%，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

为19 . 6%，比一季度提高1 . 4个

百分点，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的贡献率达44 . 8%，比

一季度提高3 . 6个百分点。

(王俊岭)

截至6月底机械工业

实现营收10 . 53万亿元

导报讯 机械工业联合会

近日对外发布：上半年机械工

业实现营业收入 1 0 . 5 3万亿

元，同比增长1 . 29%，行业运

行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仍

保持在合理区间。

其中，新能源汽车的产销

保持了高速增长，上半年累计

生产销售61 . 4万辆和61 . 7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48 . 5%和49 . 6%。

发电设备制造业近两年总体处

于调整期，但风电设备上半年

产量保持了18 . 45%的增速，行

业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的增速

均超过50%。 (李心萍)

三星供货中国品牌

欲挑战索尼

导报讯 据报道，韩国三

星电子将在智能手机图像传感

器的供给方面，向中国大型智

能手机企业发起拉拢攻势。小

米、OPPO都已经或将采用三

星的新型图像传感器。三星的

战略是通过向中国企业供货，

追赶在图像传感器领域居世界

首位的索尼。

报道分析称，三星手机在

中国的份额较低，有观点认

为，三星在中国改为通过向手

机厂商供应图像传感器来扩大

业务的方针。 (刘起)

全球小卫星产业爆发

导报讯 近些年，随着越

来越多的科研机构利用小卫星

开展科学实验，越来越多的公

司选择小卫星作为进军太空市

场的“敲门砖”，小卫星产业

迅速崛起。

据太空新闻(SpaceNews)网

站报道，在2018年，各国发射

的小卫星数量达到 3 2 2颗，

2019年—2028年间，将新增小

卫星8500颗。 (王新)

◆导报记者 王伟 济南报道

截至8月10日8时，上映18天的

《哪吒之魔童降世》(下称“《哪

吒》”)累计票房已突破35亿元，

猫眼评分9 . 7分，豆瓣评分8 . 6，票

房口碑双丰收。这部电影无疑将

荣登中国影史动画电影票房第一

的宝座。

据了解，山东新视觉数码科

技有限公司也参与了该影片的制

作，且是全省惟一一家参与制作

的企业，负责影片中一些人物、

道具、场景的制作。

“这部作品故事讲得好，人

物形象塑造具有颠覆性和创新

性 ， 票 房 突 破 4 0 亿 元 没 有 悬

念。”9日，山东省动漫行业协会

会长、山东世博动漫产业集团董

事长王振华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

访时说。

不容忽视的是，光鲜的票房

背后，隐现衍生品开发滞后等一

系列产业发展短板。

山东动漫产业的发展现状如

何？在王振华看来，经历了青春

期般的迅速成长之后，这一产业

盈利模式亟待厘清，也饱受人才

和资本的饥渴。扫清这些障碍，

才能真正迎来动漫产业的春天。

衍生品开发

折射产业链困惑

票房一骑绝尘，可是《哪

吒》衍生品的开发却显得滞后。

这难免让山寨盗版抢占了先机。

打开淘宝，经济导报记者搜

索“哪吒之魔童降世”发现，从

印有哪吒头像的T恤衫，到设计师

款哪吒乾坤圈手镯、哪吒同款中

国风裤子，再到敖丙古装全套(囊

括了头冠、上衣、裤子、长衫、

背心)，各种衍生品一应俱全。

经济导报记者咨询多个卖家

了解到，这些衍生品大多非出品方

正式授权，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产品

的销量。“这款哪吒手办的销量已

经达到了3200个。”9日，一家旗

舰店的客服人员介绍说。另外一家

淘宝店铺销售的价值268元的敖丙

全套服饰销量也已达到了37件。

《哪吒》出品方光线传媒旗

下彩条屋的衍生品相关人员近日

对媒体证实，目前淘宝店铺“喵

屋小铺”预售T恤为正版授权，其

余多家为山寨盗版。

7月31日，光线传媒表示，已

经授权相关公司进行《哪吒》衍

生品的开发和制作。

相比较欧美日成熟的市场，其

衍生品几乎与影片同步上市，国产

大多动漫电影衍生品开发滞后，

往往错过了吃蛋糕的最佳时机。

光线传媒2019年上半年业绩预

告显示，公司上半年净利润为8500

万元-1 . 05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95 . 02%-95 . 97%。

“目前很多动漫企业都是重

前期，轻后期；重创作，轻营

销。另外，片方过分看中票房而

轻视衍生授权开发，玩具商又因

缺乏对整个行业综合性的研判而

不敢轻易‘买版权’，这是行业

发展的一个短板。”对造成开发

滞后的原因，王振华分析说。

不过，国内衍生品市场上也

曾有过黑马，比如，“喜羊羊”

的衍生品营销就超过了10亿元。

这主要得益于“喜羊羊”的投资

方具有多年玩具行业运营经验。

3年退出三分之一企业

怀揣动漫理想的胡志鹏曾是

山东一家动漫企业的负责人，但

最终因企业经营不善难以为继而

转行其他行业。“开发出的原创作

品很容易被山寨盯上，钱不好赚。

“胡志鹏如是对经济导报记者表达

了对这个产业盈利模式的困惑。

据了解，2000年以后，随着国

家对动漫产业政策扶持力度的加

大，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大

量动漫企业，胡志鹏的企业就是

其中之一。然而，现实和理想却

是有差距的。“慢慢发现，活下

去是个问题，所以就转行了。”

胡志鹏说。

在这个行业里，胡志鹏并不

是个例。

“从2015年山东省动漫行业协

会成立到2018年间，协会里已有三

分之一的动漫会员企业死掉或转

行。”王振华对经济导报透露。

而原因大多是由于盈利模式不清

晰，挣不到钱。

在经历了萌芽期进入青春期

之后，动漫产业的发展也迎来了

所谓的繁荣：企业竞相入行，甚

至有些游戏厅都改成了动漫电玩

城。只是，企业浮躁、市场冷

淡，很多企业仅仅是为了套取政

府补贴，作品粗制滥造。

“这样的状况下，必然要大

浪淘沙。因而，中国动画片从以

前顶峰时期的每年生产26万分钟

到今天的 1 5万分钟左右 ,下降了

40%。”王振华说。

据他介绍，山东动漫企业数

量 不 少 ， 但 发 展 水 平 还 处 于

“小、散、弱”的状态，缺少龙

头企业带动，亟待由“铺天盖

地”向“顶天立地”转型升级。

缺少在全国“叫得响”的作品，

有创意的作品不少，但拔尖、形

成品牌的作品少。全省登记从事

动漫创作和生产的企业，除济

南、青岛、烟台等城市多数集中

在园区外，大多数都散落分布在

各城市不同位置。在这些企业中

有自主原创作品的不到半数，不

少企业靠承接外包加工维持生

存，企业规模偏小，距离产业化

规模还有较大距离。

“盈利模式单一，创意、制

作、播出、授权、衍生产品研发

与营销的动漫产业链还未最终形

成。”王振华说。

动漫产业不仅仅是动画片

作为一个产业，动漫不仅仅

局限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动画片

和电影。经历了盈利模式的阵痛

之后，一些动漫鲁企开始将盈利

点放在服务于传统产业上。

通过手机软件的演示，经济

导报记者看到，一家企业生产车

间的各种大型机械在有条不紊地

工作，场景逼真，如临其境。这

是动漫产业服务传统产业、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的一个典型应用。

骏马集团是一家生产石油开

采设备的企业，为了销售需要，

企业经常拉着大型设备奔赴各种

展会参展。运输的种种不便一

度掣肘了企业的业务拓展。后

来，该集团委托世博动漫为其

量身定制了一款可以通过屏幕演

示的宣传片，模拟生产车间场景

及各种机械设备的虚拟动画面世

后就效果不凡。“再也不用拉着大

型设备到处跑了，大屏幕一播放，

公司的设备实力一目了然。这个改

进让我们在非洲一举拿下了2亿元

的订单。”骏马集团相关负责人

对这项突破颇为满意地说。

无独有偶，济南市位于高新

区的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也得

益于世博动漫集团为其制作的动

画片，销售收入增长了40%。

在这个行业经历越多，王振

华就越加理性：“有的企业动不

动就要靠原创作品挑战迪斯尼，

有梦想固然好，但是活下来才是

首先要考虑的。”

在这一想法引导下，世博动

漫集团的发展也更加接地气，王

振华提出了“由外围向核心逼

近”的特色发展战略。从动漫展

览到应用动画，从动漫人才教育

到深度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从接

单制作到原创，再到世博动漫版

权交易中心，世博动漫扎扎实实

了走出了一条“先生存后发展”

的企业发展之路。

(应受访者要求

胡志鹏系化名)

导报讯(记者 吴淑娟)

从青岛海关获悉，今年前7

个月山东省外贸进出口总

值为11477 . 1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增长9 . 3%，占同

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6 . 6%，

增速高于全国增幅5 . 1个百

分点。

前7个月山东进出口总

值在全国各省(市、区)中排

名第六，仅次于广东、江苏、

上海、浙江和北京，增速在

外贸前六位省市中排名第

一。其中，前7个月，山东外

贸出口6 2 2 0 . 2亿元，增长

8 . 2%；进口5256 . 9亿元，增

长10 . 5%。

对除美国以外的主要

市场进出口均保持正增长，

对巴西和“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进出口表现突出。前7

个月，山东省对欧盟进出口

总值为1 3 4 3 . 6亿元，增长

12 . 6%；对美国进出口1113

亿元，下降15 . 5%；同期，山

东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出口3273 . 4亿元，增长

19 . 1%。

前7个月山东外贸
进出口11477 . 1亿元

导报讯(记者 王延锋)

来自济南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的信息显示，山东教学

仪器厂旧城改造项目地块

将在本月17日迎来出让。

截至记者发稿，该地块已

经有竞买人出价，价格为

6 . 06亿元。

土地挂牌文件显示，

该宗土地的竞得人须在宗

地内提供建筑面积约1500

平方米非住宅和约22000平

方米住宅用于安置地块内

拆迁居民，济南城投集团

分别以30000元/平方米和

3300元/平方米价格回购非

住宅和住宅安置房，最终

面积以安置协议为准。同

时为解决该地块土地熟化

过程中居民拆迁遗留问

题，土地竞得人须在该地

块内提供约10000平方米的

住宅，由城投集团和历下

区政府负责组织相关被拆

迁居民以不高于16000元/

平方米的价格回购。

山东教学仪器厂
地块将出让

◆导报记者 初磊 深圳报道

“新业态需要量身定制监管方

式。”近日，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负

责人蔡团结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

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对“网约车”如是

表态，引发了网约车行业的高度关注。

如何创新监管模式？深圳市的

探索就让行业眼前一亮。10日下午

近3点，经济导报记者一行刚走出深

圳宝安机场，网约车司机就已在专

用车道上等候，车道旁边，“网约

车通道限时5分钟通过 (含3分钟停

靠)”的标牌十分醒目。“约车也方

便，司机不用在周围绕来绕去找客

人了。”同行者、山东大学经济学

院博士生小唐感慨道。

深圳设立国内首条

机场网约车专用通道

交通运输新业态层出不穷，数

字显示，我国每天网约车的订单量

是2000万单，为民众出行提供了多

样化的选择，但也曝出了一些问

题。为促进网约车等交通运输平台

经济规范发展，蔡团结表示，要坚

持“乘客为本、鼓励创新、趋利避

害、规范发展、包容审慎”的发展

原则，建立健全适应平台经济特点

的监管制度，促进和规范交通运输

新业态的健康发展。

去年1月，深圳启用国内首个机

场网约车站、首条机场网约车专用

通道。众所周知，机场客流量大，

是极为重要的交通枢纽，但交通环

境很复杂，为了能找到司机，乘客往

往需要付出高频次的沟通成本，针

对这一交通“堵点”，深圳率先探索。

“从航站楼沿着标识走，就能找

到我。”约好的网约车司机一接单就

提醒我们。果不其然，深圳机场在航

站楼二层国内到达出口、地面交通中

心(GTC)等处均设置了网约车相关指

引标识。旅客乘机抵达深圳机场后，

跟随指示牌，1分钟不到就到达了网

约车上客区，完全不需要反复沟通。

反观在不少城市，交通管理的

新难题是：网约车司机不得不选择

在机场或车站支路候客、慢速行

驶。有乘客就曾“吐槽”，济南机

场、车站附近的网约车需要在周围

“打转儿”，原本便利的出行方式，为

此增加了“接头”和沟通的成本。

济南监管难点待解

济南网约车规模正呈现出递增

的势头。济南客管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济南共发放了15家网约车平

台的经营牌照，符合规定的网约车

达835辆，不少用户和司机发现，因

没有指定候车区，在客流量周转快

的交通枢纽，他们需要反复沟通位

置。“期待管理部门能给出一个解

决办法。”济南网约车司机孙师傅

盼望。据悉，济南火车站管理部门

及机场部门都已关注到了这一现实

问题，纷纷寻求在有限的停车空间

里破解这个难点。

综观全国，广州、北京、天津

等多个城市的机场、火车站，都已

设置网约车专用候车区，以分流、

缓解周边交通压力。

经济导报记者采访中获悉，为

了给到达旅客提供便利和多元化服

务，鼓励网约车在法制、规范的框

架内健康发展，深圳交警、深圳机

场(集团)公司、机场公安分局等多部

门围绕网约车专用通道，开展了多

次调研和深入论证研究。

深圳交通运输部门本月2日对外

发布今年上半年网约车行业运营报

告，截至今年6月30日，当地已有首汽

约车、神州专车等17家平台取得网

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其中，9家平

台已正式开业运营，核发53330张网

约车运输证、64661张网约车司机证，

这一规模远高于国内大部分城市。

深圳在政策上给予网约车行业

支持的同时，在监管上也“严查严

办”，多措并举促进行业走向健康

规范。数据显示，自2017年以来，

有2123辆网约车辆注销营运资质退

出经营。

网约车咋便民，不妨看看深圳

E 财经八味

“八女扒财经”
微信公众号

欢迎扫码关注
阅读精彩内容

相比较欧美

日成熟的市场，其

衍生品几乎与影

片同步上市，国产

大多动漫电影衍

生品开发滞后，往

往错过了吃蛋糕

的最佳时机
世博动漫集团服务传统行业开发了三维动画超级工厂等多款产品 王伟 摄

《哪吒》票房一骑绝尘 鲁企只切到一小块“蛋糕”

山东动漫产业“卡”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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