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搞定好莱坞 PK迪士尼 觊觎互联网

王中军躁动 华谊兄弟不安分

本报记者 姚轩杰

提起华谊兄弟，投资者首先想到的就是电影。 直面光线传媒、乐视影业的异军突起，华谊兄弟2014年华谊票房还能不能保持第一还很难说。 在新的市场格局中，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已在为公司进行重新定位和布局：华谊兄弟不是单纯的电影公司，未来的华谊兄弟将是一家综合性的娱乐传媒集团；华谊兄弟要追赶好

莱坞电影、PK迪士尼乐园，借助“二马”进入移动互联网世界……

在业绩上涨和不断对外收购的刺激下，华谊2012年底以来股价已大涨近3倍，而原有业务成长性面临考验。 分析人士称，华谊兄弟寻找新增长点完全可以理解，但摊子铺得太大，能否做好还是未知数……

带着市场的种种疑问，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走进了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位于北京长安街的画室，并采访了多位业内外人士，尝试解构华谊兄弟近期系列大动作的真正内涵及成败几率。

“我要走进好莱坞”

业内忧虑：“他们或多或少带有偏见”

华谊兄弟日前发布业绩快报称，公司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0.13亿元，同比增长45.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7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72.74%，在影视类上市公司里位列第一。 “这个数字我很满意。 ”王中军点上了一支雪茄，背靠在沙发的一侧，显得很舒适。

电影业务是华谊兄弟起家之本，2013年华谊兄弟电影票房突破30亿元，同比增长高达45%，继续蝉联华语电影市场年度票房总冠军。 然而，王中军的野心并不止于此。 “国内第一了，我为什么不出去找个新的利润增长点呢？ 我告诉我的高管团队，从2014年起，我们要开启华谊兄弟电影国际化之路。 我要走进好莱坞。 ”坐在中

国证券报记者对面的王中军，似乎渐渐有了好莱坞大亨的气势。

2013年王中军就频繁往返于北京与好莱坞之间。 “通过去年一年在好莱坞学习，天天和美国人打交道，我已经熟悉了美国电影的运作模式。 但美国人拍片子是5亿美元的目标，而我们中国电影的目标就是5亿人民币，这里面的想象空间很大。 美国人能干的事，我们中国人不是干不了。 ”王中军不自觉地抬起了手，看上去自信

十足。

其实，华谊兄弟参投好莱坞大片的计划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2014年华谊兄弟的电影片单中就有一部好莱坞战争大片《狂怒》，该片由好莱坞巨星布拉德·皮特和希安·拉博夫主演，拟定于2014年11月14日在北美上映，并有望在国内同步引进。这部影片总投资额高达7500万美金，华谊兄弟是主要投资方之一。据

透露，2015年还有3部华谊兄弟投资的好莱坞大片将上映，其中包括2部动画片，目前都在按计划推进。

王中军解释称，华谊兄弟电影国际化不是向外输出国产片，而是按好莱坞模式生产英文片。 “上面说的几部电影，虽然华谊兄弟是投资方，但影片编剧、导演、制片人、演员都是好莱坞的，我们要按照好莱坞的规则来做。 ”但是，搞定好莱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需要强大的整合能力，而王中军最擅长的就是整合资源。 “我

们从现在开始就努力地整合美国一线团队，争取签下几个大导演，再在美国成立一个分公司。 ”王中军并不认为好莱坞是不可逾越的。

近期，资本市场对华谊兄弟收购好莱坞公司的事情一直传言不断。 面对中国证券报记者的提问，王中军证实，确实和一些好莱坞公司谈过并购事宜。 “我们会采用多种方式，有参股、收购或者自己重组公司，但目前只是在看标的。 ”2月底，他又登上了去好莱坞的飞机。

对于为何要进军好莱坞，王中军有他自己的逻辑。 “其实，中美电影的商业模式是一样的，以前我是没有平台，没有钱，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现在华谊兄弟是一个300多亿市值的上市公司，我有了影响力，有了资源，就有了和老美谈判的资本。 ”

王中军指出，中国有庞大的市场，且还在不断快速增长，和华谊兄弟合作，意味着拥有中国市场，这对美国人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 “我希望2015年以后，外界对华谊兄弟电影的描述是国产片几十个亿票房，英文片几亿美元票房。 ”

但业界对华谊兄弟电影国际化能不能成功说法不一。 从事电影进出口近三十年的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总经理周铁东表示，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中国电影人从现在开始必须用国际化的游戏规则玩好电影这个国际游戏。 华谊兄弟走出这一步，能不能成功不好说，但不管结果怎样，这对中国电

影来说是一种开创性的举动。

美国电影协会亚太区一位负责人则显得悲观，“中国电影和公司进入好莱坞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好莱坞的大佬们，从内心深处是看不上和中国电影公司合作的。 他们或多或少带有偏见、歧视。 更别说弄一中国公司管着他们，按照中国人的想法拍电影，这很难达到预期。 ”

但王中军保持着他一贯乐观的心态。 “说白了，国际电影就是美国电影，你想国际化，就得走进好莱坞。 哪怕我在美国是个三流电影公司，相比国内来讲，那也是个很牛的公司。 可能刚开始我没什么本事，前三年我先跟三流公司竞争，但5年之后我未必不能和索尼、华纳这样的一流公司竞争。 首先你得敢想。 ”

说到激动处，王中军还自嘲起来，“谁能想到，坐在老美谈判桌前的这个人20年前在美国送外卖，现在却是掌管几百亿市值公司的老板。 我觉得中国人能吃苦、有梦想，有这两样就能干成事。 ”

而且，王中军还大胆预言，5年之内中国公司有可能超越好莱坞公司。“除了几个一流的好莱坞公司外，华谊现在的市值已经超过梦工厂；况且“华谊系”（华谊+掌趣）目前市值超过600亿人民币，也就是100亿美元，达到这个市值的美国娱乐公司有几家？再说，中国市场空间很大，而美国市场已到‘天花板’，未来中国公司在中国

市场加美国市场的收入是可以超过美国公司的，毕竟中国公司的本土优势是强于美国的。 ”

“每个行业我都没有短板”

市场担心：游戏公司业绩承诺能实现吗？

公众往往把华谊兄弟与电影划上等号，以至于华谊每一次大片上映前后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股价的剧烈波动。 王中军有点愤愤不平地说：“谁说华谊就会拍电影不会做别的？ 华谊只拍电影就不是个伟大的公司，就像迪士尼如果只拍动画片也就不会成为今天的迪士尼。 ”

事实上，从2009年上市至今，华谊兄弟的内容业务一直不断拓展，目前已经涵盖了电影、电视剧、音乐、游戏、艺人经纪等板块。 “内容+渠道+衍生品的全产业链布局”，是王中军脑海里未来的华谊兄弟。 他说：“纵观国际传媒娱乐公司的发展轨迹，成为全业态、全产业链的综合传媒集团，是公司发展的终极目标。 ”

2013年，华谊兄弟通过一系列令资本市场应接不暇的投资行为，成功控股收购了游戏公司银汉科技、电视剧公司浙江常升和永乐影视，参股院线公司江苏耀莱。 有券商分析师表示，华谊在内容方面大手笔的整合，是为未来几年产业链发展做铺垫。

在王中军看来，内容制造是公司的核心业务，有了优质的内容才能做出好的衍生品。 而在渠道方面，电视台等都是事业单位，民营公司的参与度并不高。 “今后几年，我们在内容和衍生品方面投资力度会比较猛，渠道将先放一放。 ”

猛到什么程度，是都要成为行业第一吗？ 面对中国证券报记者的追问，王中军反驳道：“我也没说要成为行业第一啊！ ”这也正是众多投资者关心的问题：华谊兄弟保持了多年电影行业第一的地位，但随着光线传媒、乐视影业的异军突起，2014年华谊还能不能保持第一呢？ 王中军坦言，“今年是不是第一很难说。 ”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优秀的电影公司不断涌现是必然趋势。 “华谊兄弟前些年的一枝独秀是历史机遇造就的，这种机遇不会一直有。 我要老第一的话，行业就没有进步。 ”王中军认为，未来的中国电影格局会沿着美国的发展足迹，最终出现类似美国八大（美国八大电影公司，包括华纳兄弟、迪士尼、派拉蒙等）那样

的中国八大，“今天你强，明天我强，没有谁能永远一枝独秀。 ”

就算是“黄金搭档”冯小刚，与华谊的合约也只剩3部电影。 近年来，王中军在多个场合都会被问到“冯小刚退休以后怎么办”？ 其实，华谊兄弟电影已经不单靠冯小刚打天下了。 2013年上映的8部影片总票房达30亿元，冯小刚的《私人订制》票房7亿元，既不是票房最高的影片，也不占绝对比重。 而2014年要上映的10部影片，冯

小刚则没有新作在列。

“没有冯小刚，我觉得新导演也一定能支撑起华谊兄弟电影。 事实上，电影团队只有陈国富监制一人离开，导演没有离开的，去年还新加入了顾长卫、管虎、程耳等大导演。 华谊已经跨过了依赖一两个导演的阶段，华谊今天的品牌影响力足以吸引优秀的人才加盟。 ”王中军依然自信。

在他的规划中，未来华谊兄弟不再追求电影是不是第一、电视剧是不是第一、游戏是不是第一，华谊追求的是在大文化娱乐领域是不是第一。 “也就是说，每个行业我都没有短板，综合实力第一。 ”

2013年，华谊兄弟电视剧业务的利润出现了较大下滑，王中军不满意，就接连进行了两次并购。 但影视行业研究机构艺恩咨询副总裁侯涛表示，相比华策影视、新丽传媒等龙头公司，浙江常升和永乐影视的整体实力还是偏弱。

“哪块弱就并购哪块。 既然我们有了上市公司的平台，就要好好利用它进行资源整合。 未来，我们在电视剧方面还要进行并购。 ”王中军说。

而在游戏并购方面，王中军用“非常成功”来形容对掌趣科技和银汉科技的投资。 2013年底，银汉科技的并购案获证监会审核通过。 凭借手游产品《时空猎人》过亿元的月流水表现，2013年银汉科技营收近8亿元。 今年1月，在银汉科技的年会上，银汉创始人兼CEO刘泳透露，2014年营收目标为20亿元，这几乎相当于华谊兄

弟去年全部营收。 继《时空猎人》之后，银汉推出的新游戏《神魔》月流水已达到3000万元以上，排在苹果和安卓游戏排行榜前列。 听着银汉高管的激情演讲，受邀参会的王中军露出了笑容。

2013年是手游爆发式增长的一年，今年其增长势头依然迅猛。 但手游门槛低、周期短、变化快、成功率不足10%，行业风险不言而喻。 而上市公司收购游戏公司，一般都有三年的业绩对赌。 不少投资者担心，游戏公司业绩承诺能实现吗？ 专注TMT领域投资的博大创投董事总经理曹海涛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只有1/3的游戏公

司能兑现。 去年被收购的大部分游戏公司的营收仅靠一两款手游支撑，一旦市场有变，业绩就会剧烈波动，不可能持续增长。

“一个游戏公司能够连续成功运营两到三款产品，且月收入都能过千万甚至过亿，这说明它的安全性就非常高了。 ”王中军并不在意投资者的担忧，“现在看来，业绩承诺肯定能兑现，银汉只会超预期表现。 ”

而对于投资3年收益达到30倍以上的掌趣科技，华谊兄弟自去年至今频频减持，已累计套现8.9亿元。掌趣发展势头正盛，为何要在这时减持，是对公司未来不看好吗？面对这样的问题，王中军稍显激动，停顿了一下，“股东卖股票这事本来很正常，但媒体怎么总是往套现走人的方向想，我感觉特别怪异。作为投资人，我赚了几

十亿还不减持，那除非是傻子。 ”

其实，华谊减持掌趣还有另一层意思：逐渐弱化对掌趣的影响。 “我现在并购了银汉，如果我两边都管着肯定顾不过来；而且以后我要把影视和游戏深度融合，华谊的品牌授权只能授权一家。 所以掌趣那边华谊的影子会越来越淡。 ”王中军解释道。 那掌趣的股票会卖完吗？ 中国证券报记者忍不住追问。 “缺钱我就卖。 套现

的钱我可以去投资更早期、更具成长性的公司。 ”

“实景娱乐项目都有得看”

PE提醒：“至少需要十年时间的培育”

王中军的人脉很广，江南春、马蔚华、冯仑、柳传志、马云等众多商界大佬都是他的好朋友。 这也让他更容易找到合作伙伴，把影视和其他行业结合起来开发衍生品。 这是王中军在基本完成了内容制造的布局和整合后下的一盘大棋。

既然华谊的电影能让杭州西溪湿地和海南鸟巢酒店迅速蹿红，为什么要甘做他人嫁衣？ 从2011年开始，华谊兄弟相继在上海、深圳、苏州、海口投资兴建文化旅游地产项目。 “我们叫实景娱乐，是从迪士尼那儿翻译过来的。 ”王中军并不喜欢外界把它称为地产项目。

不过，外界仍然对其“不务正业”涉足房地产提出质疑。 王中军辩称，迪士尼有迪士尼乐园，环球电影有环球影城，开发衍生产业是娱乐公司的必经之路。 华谊兄弟也不例外。

“目前来看，海口的冯小刚电影公社是做得最成功的项目，我每一次去都感觉很震撼。 ”他难掩心中的喜悦，没等中国证券报记者提问就开始主动介绍。

2012年5月24日，华谊兄弟与观澜湖地产在海口共同开发“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这是全球第一个由电影导演名字命名的旅游地产项目。 该项目占地1400亩，总投资50亿元。 经过近两年的建设，如今一期工程基本完工。

“今年我们配合海口市政府搞了两次试营业，一次是元旦2天，一次是春节7天，平均每天有2万人进来。 这么多年来海南就没有一个景点能达到2万人/天的客流。 况且我们那儿还没建完，一家商店都没开。 ”王中军评价，这个项目目前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了一位春节到过冯小刚电影公社的游客，他感觉很新鲜，“民国建筑太漂亮了，我一路都在照相，手机都耗没电了。 ”之所以大受游客欢迎，王中军认为自有其道理：“我们找了500个电影美术师做建筑设计、外装修，颠覆了一般的建筑风格，它独特就独特在这儿。你进去以后就像隔世，完全是民国时期的景

象。 ”

春节期间，王中军在三亚度假，他特意邀请了柳传志、虞锋、车建新等同在三亚度假的十几个企业家参观冯小刚电影公社。 “他们看了都感觉非常震撼，说完全没想到一个电影公司衍生到文化旅游地产项目，还做得这么扎实。 ”王中军自述道，“红星美凯龙老总说，中军啊，这地儿太好了，我应该在这里搞个体验店。 然后就给

他团队打电话，结果人家回电话说合同早就签完了。 ”

据王中军透露，一期工程1942民国风情街将于今年6月20日正式开业。 二期、三期将会建社会主义街和南洋街。 社会主义街会仿造改革开放前的老北京旧鼓楼大街，有前苏联式建筑、文化宫、四合院等；南洋街主要是欧式风景街。 此外，还有5-6座影视拍摄棚，游客可以进去体验当演员。 “我们计划每年开一期，明年6月开第

二期，目前二期工程已经封顶了。 ”

在运营方面，电影公社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商户租金。 华谊兄弟与观澜湖成立了合资公司，承担运营工作。 至于收益分成，“按照股权比例走。 ”王中军说。 合资公司股权结构为：观澜湖占股60%，华谊兄弟占股35%，冯小刚占股5%。

在冯小刚电影公社即将开业的同时，苏州电影世界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了，计划2015年对外开放。 “我看了这个项目，建成后一定好玩。 它像环球影城，电影体验感更强。 ”王中军笑脸张得更大了。 据了解，该项目将以《集结号》和《狄仁杰》为蓝本，来打造枪林弹雨的战斗场面和怪异的魔幻之城。 “集结号那边，游客模仿战士

带着钢盔、防弹背心，拿着枪坐着战车往里开，到处都是爆炸、飞机轰炸。 有个场景是两拨人突然从战壕里出来对打，80挺机枪，我觉得是最好玩的一个项目。 狄仁杰那边有鬼城、怪物，就像电影里一样，很魔幻、惊悚。 ”

不过，上海、深圳两地的华谊文化城项目，有媒体质疑其已停滞，营收、利润均亏损。 王中军回应称，这两个项目还在政府审批阶段，未动工。

对于影视公司跨界进入文化旅游地产领域，外界看空的声音一直不断。 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1500亿元巨资被套牢在2500多个主题公园上，其中70%处于亏损状态，仅有10%左右盈利。 “华谊进入高投入、高风险的地产行业容易拖垮自己。 一个成功的电影产品想要拓展到衍生产业链，至少需要十年时间的培育。 ”一家熟

悉文化产业的PE投资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一位海南旅游业人士也表示，现在很多人对电影公社有一定的新鲜感，人气自然很旺。 但运营风险不是没有，新鲜感过后能否保持客流量的稳定？ 说白了，这是个人工景点，游客的口碑很重要，服务是不是周到、配套设施是不是好、商户是不是不欺诈游客，这都需要时间检验。

但王中军解释称，华谊的模式是以品牌授权为主，拿地盖房子是合作方来做。 “我们还是轻资产，靠知识产权挣钱。 比如电影公社我有35%的股权，不是全部现金投入，而是现金加知识产权入股。 ”他认为，随着未来所持有的物业价值越来越高，这个项目将给华谊带来非常稳定的现金流。

以后还会在其他城市扩张吗？ 中国证券报记者的话音刚落，王中军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那当然。 中国这么大，有这么多消费者，我们肯定还会在更多的城市复制。 未来10年，我觉得实景娱乐项目都有得看。 ”这再一次证明他具备商人最重要的素质———野心。

华谊与“二马”有合作优势

专家告诫：没有影视公司成功驾驭互联网先例

在华谊兄弟的业务版图上，衍生品方面有两个支点———文化旅游地产和互联网新媒体。 而后者是当下最热门、最具想象空间的领域。 影视公司如何拥抱互联网，这是一个值得业界思考的问题。

2011年，华谊兄弟成立全资子公司华谊兄弟新媒体公司，专门负责华谊兄弟的新媒体业务运营。 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华谊兄弟与中国电信合作，共同打造国内最大的付费“微电影微剧”发行平台；与安乐影片、电讯盈科旗下now TV在港成立合资公司，创建华语电影频道now爆谷台；与国内的全部视频网站建

立了内容版权销售的合作关系。 然而，华谊兄弟在互联网方面的布局并不突出，至今没有一款产品能被人们记住。

事实上，华谊兄弟不缺互联网基因。 在华谊兄弟的股东名单里，马云是最大的个人股东，腾讯是最大的机构股东。 分析人士认为，想要做出好产品，王中军应该去求助“二马”。

果然，王中军行动了。 去年底，华谊兄弟新媒体公司李志阳对外宣布，华谊即将推出O2O娱乐社交服务的产品。 “我们和腾讯合作，在手机QQ上推出了一个娱乐社交的应用，刚刚试上线2个月，用户数已经达到2000万了，是全部手Q产品中用户数上升最快的。 ”王中军证实了这一点。

据悉，该应用名叫“星影联盟”，是手Q上的生活服务类账号，主要服务内容包括：提供影视娱乐资讯、发布和组织明星粉丝线上线下活动等，还可以互动交流，类似于微信公众账号。 有互联网观察人士认为，这种应用就是吸引明星粉丝，经营“粉丝经济”。 不过，华谊兄弟对该产品很是低调，至今没有做过什么营销推广活动。

至于其盈利模式，王中军透露，未来用户的规模和黏性进一步提升后，会提供一些与影视娱乐相关的付费服务，发展部分付费用户。

有了和腾讯的合作，那肯定也少不了傍上另一“霸主”阿里巴巴。 “在未来一年，我准备和阿里一起研发出一款产品来。 ”王中军表示，阿里、腾讯都是大互联网公司，华谊与他们有合作优势，这个价值应该好好发挥出来。

在王中军的眼中，几年后，华谊兄弟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电影公司。 “你都不能说华谊兄弟哪些是主业，哪些是辅业。 以前财经媒体老说华谊往别的地方发展，我觉得这个说法很不专业。 只要我经营得好，华谊的业务可能没有主次之分，电影的收入不一定是最多的。 ”

不过，平时都睡到自然醒，几乎不去公司上班的王中军也有新烦恼：“我现在主要考虑的是，华谊的市值能不能冲击1000亿，它能不能给股东持续带来收益。 ”

他能否如愿以偿，有行业专家表示怀疑。 首先，电影国际化的难度很大。 中国人进入好莱坞有文化差异，若收购好莱坞公司有“消化不良”的可能；其次，房地产行业增速已经进入下行通道，华谊布局文化旅游地产不一定是蓝海；第三，国际上还没有影视公司成功驾驭互联网的先例，尽管有“二马”相助，但互联网世界瞬息万

变，华谊能否驾驭得了还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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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谊与“二马”有合作优势

专家告诫：没有影视公司成功驾驭互联网先例

在华谊兄弟的业务版图上， 衍生品

方面有两个支点———文化旅游地产和互

联网新媒体。 而后者是当下最热门、最具

想象空间的领域。 影视公司如何拥抱互

联网，这是一个值得业界思考的问题。

2011年，华谊兄弟成立全资子公司

华谊兄弟新媒体公司， 专门负责华谊

兄弟的新媒体业务运营。经过两年多的

发展，华谊兄弟与中国电信合作，共同

打造国内最大的付费“微电影微剧” 发

行平台； 与安乐影片、 电讯盈科旗下

now� TV在港成立合资公司，创建华语

电影频道now爆谷台；与国内的全部视

频网站建立了内容版权销售的合作关

系。 然而，华谊兄弟在互联网方面的布

局并不突出，至今没有一款产品能被人

们记住。

事实上，华谊兄弟不缺互联网基因。

在华谊兄弟的股东名单里， 马云是最大

的个人股东，腾讯是最大的机构股东。 分

析人士认为，想要做出好产品，王中军应

该去求助“二马” 。

果然，王中军行动了。 去年底，华谊

兄弟新媒体公司李志阳对外宣布， 华谊

即将推出O2O娱乐社交服务的产品。“我

们和腾讯合作，在手机QQ上推出了一个

娱乐社交的应用， 刚刚试上线2个月，用

户数已经达到2000万了，是全部手Q产品

中用户数上升最快的。 ” 王中军证实了这

一点。

据悉，该应用名叫“星影联盟” ，是

手Q上的生活服务类账号，主要服务内容

包括：提供影视娱乐资讯、发布和组织明

星粉丝线上线下活动等， 还可以互动交

流，类似于微信公众账号。 有互联网观察

人士认为， 这种应用就是吸引明星粉丝，

经营“粉丝经济” 。不过，华谊兄弟对该产

品很是低调，至今没有做过什么营销推广

活动。

至于其盈利模式，王中军透露，未来

用户的规模和黏性进一步提升后，会提供

一些与影视娱乐相关的付费服务，发展部

分付费用户。

有了和腾讯的合作，那肯定也少不了

傍上另一“霸主” 阿里巴巴。 “在未来一

年， 我准备和阿里一起研发出一款产品

来。 ” 王中军表示，阿里、腾讯都是大互联

网公司，华谊与他们有合作优势，这个价

值应该好好发挥出来。

在王中军的眼中，几年后，华谊兄弟

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电影公司。“你都不

能说华谊兄弟哪些是主业， 哪些是辅业。

以前财经媒体老说华谊往别的地方发展，

我觉得这个说法很不专业。只要我经营得

好，华谊的业务可能没有主次之分，电影

的收入不一定是最多的。 ”

不过，平时都睡到自然醒，几乎不

去公司上班的王中军也有新烦恼：“我

现在主要考虑的是，华谊的市值能不能

冲击1000亿，它能不能给股东持续带来

收益。 ”

他能否如愿以偿，有行业专家表示怀

疑。首先，电影国际化的难度很大。中国人

进入好莱坞有文化差异，若收购好莱坞公

司有“消化不良” 的可能；其次，房地产行

业增速已经进入下行通道，华谊布局文化

旅游地产不一定是蓝海；第三，国际上还

没有影视公司成功驾驭互联网的先例，尽

管有“二马” 相助，但互联网世界瞬息万

变，华谊能否驾驭得了还不好说。

搞定好莱坞 PK迪士尼 觊觎互联网

王中军躁动 华谊兄弟不安分

□本报记者 姚轩杰

提起华谊兄弟， 投资者首先想到的就是电

影。 直面光线传媒、乐视影业的异军突起，华谊兄

弟2014年华谊票房还能不能保持第一还很难

说。 在新的市场格局中，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

已在为公司进行重新定位和布局：华谊兄弟不是

单纯的电影公司，未来的华谊兄弟将是一家综合

性的娱乐传媒集团； 华谊兄弟要追赶好莱坞电

影、PK迪士尼乐园，借助“二马” 进入移动互联

网世界……

在业绩上涨和不断对外收购的刺激下，华谊

2012年底以来股价已大涨近3倍，而原有业务成

长性面临考验。 分析人士称，华谊兄弟寻找新增

长点完全可以理解，但摊子铺得太大，能否做好

还是未知数……

带着市场的种种疑问，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

走进了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位于北京长安街

的画室，并采访了多位业内外人士，尝试解构华

谊兄弟近期系列大动作的真正内涵及成败几率。

“我要走进好莱坞”

业内忧虑：“他们或多或少带有偏见”

华谊兄弟日前发布业绩快

报称， 公司2013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 20.13亿元 ， 同 比增 长

45.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6.67亿元， 同比大幅增长

172.74%， 在影视类上市公司里

位列第一。 “这个数字我很满

意。” 王中军点上了一支雪茄，背

靠在沙发的一侧，显得很舒适。

电影业务是华谊兄弟起家

之本，2013年华谊兄弟电影票

房突破30亿元， 同比增长高达

45%，继续蝉联华语电影市场年

度票房总冠军。 然而，王中军的

野心并不止于此。 “国内第一

了，我为什么不出去找个新的利

润增长点呢？我告诉我的高管团

队，从2014年起，我们要开启华

谊兄弟电影国际化之路。我要走

进好莱坞。 ”坐在中国证券报记

者对面的王中军，似乎渐渐有了

好莱坞大亨的气势。

2013年王中军就频繁往返

于北京与好莱坞之间。“通过去

年一年在好莱坞学习，天天和美

国人打交道，我已经熟悉了美国

电影的运作模式。但美国人拍片

子是5亿美元的目标，而我们中

国电影的目标就是5亿人民币，

这里面的想象空间很大。美国人

能干的事，我们中国人不是干不

了。 ” 王中军不自觉地抬起了

手，看上去自信十足。

其实， 华谊兄弟参投好莱

坞大片的计划正在有条不紊

地进行着。 在2014年华谊兄弟

的电影片单中就有一部好莱

坞战争大片《狂怒》，该片由好

莱坞巨星布拉德·皮特和希安·

拉博夫主演，拟定于2014年11

月14日在北美上映， 并有望在

国内同步引进。 这部影片总投

资额高达7500万美金， 华谊兄

弟是主要投资方之一。据透露，

2015年还有3部华谊兄弟投资

的好莱坞大片将上映，其中包

括2部动画片， 目前都在按计

划推进。

王中军解释称，华谊兄弟电

影国际化不是向外输出国产片，

而是按好莱坞模式生产英文片。

“上面说的几部电影，虽然华谊

兄弟是投资方， 但影片编剧、导

演、制片人、演员都是好莱坞的，

我们要按照好莱坞的规则来

做。 ” 但是，搞定好莱坞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强大的整

合能力，而王中军最擅长的就是

整合资源。“我们从现在开始就

努力地整合美国一线团队，争取

签下几个大导演，再在美国成立

一个分公司。 ” 王中军并不认为

好莱坞是不可逾越的。

近期，资本市场对华谊兄弟

收购好莱坞公司的事情一直传

言不断。面对中国证券报记者的

提问，王中军证实，确实和一些

好莱坞公司谈过并购事宜。“我

们会采用多种方式， 有参股、收

购或者自己重组公司，但目前只

是在看标的。 ” 2月底，他又登上

了去好莱坞的飞机。

对于为何要进军好莱坞，王

中军有他自己的逻辑。 “其实，

中美电影的商业模式是一样的，

以前我是没有平台， 没有钱，就

没有这样的机会。现在华谊兄弟

是一个300多亿市值的上市公

司，我有了影响力，有了资源，就

有了和老美谈判的资本。 ”

王中军指出，中国有庞大的

市场， 且还在不断快速增长，和

华谊兄弟合作，意味着拥有中国

市场，这对美国人来说是极具吸

引力的。“我希望2015年以后，

外界对华谊兄弟电影的描述是

国产片几十个亿票房，英文片几

亿美元票房。 ”

但业界对华谊兄弟电影国

际化能不能成功说法不一。从事

电影进出口近三十年的中国电

影海外推广公司总经理周铁东

表示，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

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中国电

影人从现在开始必须用国际化

的游戏规则玩好电影这个国际

游戏。 华谊兄弟走出这一步，能

不能成功不好说，但不管结果怎

样，这对中国电影来说是一种开

创性的举动。

美国电影协会亚太区一位

负责人则显得悲观，“中国电影

和公司进入好莱坞的可能性是

很小的，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好莱坞的大佬们，从内心深处是

看不上和中国电影公司合作的。

他们或多或少带有偏见、 歧视。

更别说弄一中国公司管着他们，

按照中国人的想法拍电影，这很

难达到预期。 ”

但王中军保持着他一贯乐

观的心态。 “说白了，国际电影

就是美国电影， 你想国际化，就

得走进好莱坞。哪怕我在美国是

个三流电影公司， 相比国内来

讲，那也是个很牛的公司。 可能

刚开始我没什么本事，前三年我

先跟三流公司竞争，但5年之后

我未必不能和索尼、华纳这样的

一流公司竞争。 首先你得敢

想。 ”

说到激动处，王中军还自嘲

起来，“谁能想到， 坐在老美谈

判桌前的这个人20年前在美国

送外卖，现在却是掌管几百亿市

值公司的老板。我觉得中国人能

吃苦、有梦想，有这两样就能干

成事。 ”

而且， 王中军还大胆预言，

5年之内中国公司有可能超越

好莱坞公司。“除了几个一流的

好莱坞公司外，华谊现在的市值

已经超过梦工厂； 况且 “华谊

系”（华谊+掌趣） 目前市值超

过600亿人民币， 也就是100亿

美元，达到这个市值的美国娱乐

公司有几家？ 再说，中国市场空

间很大，而美国市场已到‘天花

板’ ，未来中国公司在中国市场

加美国市场的收入是可以超过

美国公司的，毕竟中国公司的本

土优势是强于美国的。 ”

“每个行业我都没有短板”

市场担心：游戏公司业绩承诺能实现吗？

公众往往把华谊兄弟与电影划上等号，

以至于华谊每一次大片上映前后的任何风

吹草动都会引发股价的剧烈波动。王中军有

点愤愤不平地说：“谁说华谊就会拍电影不

会做别的？华谊只拍电影就不是个伟大的公

司，就像迪士尼如果只拍动画片也就不会成

为今天的迪士尼。 ”

事实上，从2009年上市至今，华谊兄弟

的内容业务一直不断拓展，目前已经涵盖了

电影、电视剧、音乐、游戏、艺人经纪等板块。

“内容+渠道+衍生品的全产业链布局” ，是

王中军脑海里未来的华谊兄弟。 他说：“纵

观国际传媒娱乐公司的发展轨迹，成为全业

态、全产业链的综合传媒集团，是公司发展

的终极目标。 ”

2013年， 华谊兄弟通过一系列令资本

市场应接不暇的投资行为，成功控股收购了

游戏公司银汉科技、电视剧公司浙江常升和

永乐影视，参股院线公司江苏耀莱。 有券商

分析师表示， 华谊在内容方面大手笔的整

合，是为未来几年产业链发展做铺垫。

在王中军看来，内容制造是公司的核心

业务， 有了优质的内容才能做出好的衍生

品。而在渠道方面，电视台等都是事业单位，

民营公司的参与度并不高。 “今后几年，我

们在内容和衍生品方面投资力度会比较猛，

渠道将先放一放。 ”

猛到什么程度， 是都要成为行业第一

吗？ 面对中国证券报记者的追问，王中军反

驳道：“我也没说要成为行业第一啊！” 这也

正是众多投资者关心的问题：华谊兄弟保持

了多年电影行业第一的地位，但随着光线传

媒、乐视影业的异军突起，2014年华谊还能

不能保持第一呢？ 王中军坦言，“今年是不

是第一很难说。 ”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优秀的

电影公司不断涌现是必然趋势。“华谊兄弟

前些年的一枝独秀是历史机遇造就的，这种

机遇不会一直有。 我要老第一的话，行业就

没有进步。 ” 王中军认为，未来的中国电影

格局会沿着美国的发展足迹，最终出现类似

美国八大（美国八大电影公司，包括华纳兄

弟、迪士尼、派拉蒙等）那样的中国八大，

“今天你强，明天我强，没有谁能永远一枝

独秀。 ”

就算是“黄金搭档” 冯小刚，与华谊的

合约也只剩3部电影。 近年来，王中军在多

个场合都会被问到 “冯小刚退休以后怎么

办” ？ 其实，华谊兄弟电影已经不单靠冯小

刚打天下了。 2013年上映的8部影片总票房

达30亿元，冯小刚的《私人订制》票房7亿

元，既不是票房最高的影片，也不占绝对比

重。而2014年要上映的10部影片，冯小刚则

没有新作在列。

“没有冯小刚，我觉得新导演也一定能

支撑起华谊兄弟电影。 事实上，电影团队只

有陈国富监制一人离开， 导演没有离开的，

去年还新加入了顾长卫、管虎、程耳等大导

演。 华谊已经跨过了依赖一两个导演的阶

段，华谊今天的品牌影响力足以吸引优秀的

人才加盟。 ” 王中军依然自信。

在他的规划中，未来华谊兄弟不再追求

电影是不是第一、电视剧是不是第一、游戏

是不是第一，华谊追求的是在大文化娱乐领

域是不是第一。 “也就是说，每个行业我都

没有短板，综合实力第一。 ”

2013年， 华谊兄弟电视剧业务的利润

出现了较大下滑，王中军不满意，就接连进

行了两次并购。但影视行业研究机构艺恩咨

询副总裁侯涛表示，相比华策影视、新丽传

媒等龙头公司，浙江常升和永乐影视的整体

实力还是偏弱。

“哪块弱就并购哪块。既然我们有了上

市公司的平台，就要好好利用它进行资源整

合。 未来， 我们在电视剧方面还要进行并

购。 ” 王中军说。

而在游戏并购方面，王中军用“非常成

功” 来形容对掌趣科技和银汉科技的投资。

2013年底， 银汉科技的并购案获证监会审

核通过。 凭借手游产品《时空猎人》过亿元

的月流水表现，2013年银汉科技营收近8亿

元。 今年1月，在银汉科技的年会上，银汉创

始人兼CEO刘泳透露，2014年营收目标为

20亿元， 这几乎相当于华谊兄弟去年全部

营收。 继《时空猎人》之后，银汉推出的新

游戏《神魔》月流水已达到3000万元以上，

排在苹果和安卓游戏排行榜前列。 听着银

汉高管的激情演讲， 受邀参会的王中军露

出了笑容。

2013年是手游爆发式增长的一年，今

年其增长势头依然迅猛。 但手游门槛低、周

期短、变化快、成功率不足10%，行业风险不

言而喻。 而上市公司收购游戏公司，一般都

有三年的业绩对赌。 不少投资者担心，游戏

公司业绩承诺能实现吗？ 专注TMT领域投

资的博大创投董事总经理曹海涛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只有1/3的游戏公司能兑现。去

年被收购的大部分游戏公司的营收仅靠一

两款手游支撑，一旦市场有变，业绩就会剧

烈波动，不可能持续增长。

“一个游戏公司能够连续成功运营两

到三款产品， 且月收入都能过千万甚至过

亿，这说明它的安全性就非常高了。 ” 王中

军并不在意投资者的担忧，“现在看来，业

绩承诺肯定能兑现， 银汉只会超预期表

现。 ”

而对于投资3年收益达到30倍以上的

掌趣科技， 华谊兄弟自去年至今频频减持，

已累计套现8.9亿元。 掌趣发展势头正盛，为

何要在这时减持， 是对公司未来不看好吗？

面对这样的问题，王中军稍显激动，停顿了

一下，“股东卖股票这事本来很正常， 但媒

体怎么总是往套现走人的方向想，我感觉特

别怪异。 作为投资人，我赚了几十亿还不减

持，那除非是傻子。 ”

其实， 华谊减持掌趣还有另一层意思：

逐渐弱化对掌趣的影响。“我现在并购了银

汉，如果我两边都管着肯定顾不过来；而且

以后我要把影视和游戏深度融合，华谊的品

牌授权只能授权一家。所以掌趣那边华谊的

影子会越来越淡。 ” 王中军解释道。 那掌趣

的股票会卖完吗？中国证券报记者忍不住追

问。“缺钱我就卖。 套现的钱我可以去投资

更早期、更具成长性的公司。 ”

“实景娱乐项目都有得看”

PE提醒：“至少需要十年时间的培育”

王中军的人脉很广，江南春、马蔚华、

冯仑、柳传志、马云等众多商界大佬都是

他的好朋友。这也让他更容易找到合作伙

伴，把影视和其他行业结合起来开发衍生

品。这是王中军在基本完成了内容制造的

布局和整合后下的一盘大棋。

既然华谊的电影能让杭州西溪湿地

和海南鸟巢酒店迅速蹿红，为什么要甘做

他人嫁衣？ 从2011年开始，华谊兄弟相继

在上海、深圳、苏州、海口投资兴建文化旅

游地产项目。 “我们叫实景娱乐，是从迪

士尼那儿翻译过来的。 ” 王中军并不喜欢

外界把它称为地产项目。

不过，外界仍然对其“不务正业” 涉

足房地产提出质疑。 王中军辩称，迪士尼

有迪士尼乐园， 环球电影有环球影城，开

发衍生产业是娱乐公司的必经之路。华谊

兄弟也不例外。

“目前来看，海口的冯小刚电影公社

是做得最成功的项目，我每一次去都感觉

很震撼。 ” 他难掩心中的喜悦，没等中国

证券报记者提问就开始主动介绍。

2012年5月24日，华谊兄弟与观澜湖

地产在海口共同开发 “观澜湖·华谊·冯

小刚电影公社” ，这是全球第一个由电影

导演名字命名的旅游地产项目。该项目占

地1400亩，总投资50亿元。经过近两年的

建设，如今一期工程基本完工。

“今年我们配合海口市政府搞了两

次试营业，一次是元旦2天，一次是春节7

天，平均每天有2万人进来。 这么多年来

海南就没有一个景点能达到2万人/天的

客流。 况且我们那儿还没建完，一家商店

都没开。 ” 王中军评价，这个项目目前在

中国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了一位春节到

过冯小刚电影公社的游客， 他感觉很新

鲜，“民国建筑太漂亮了， 我一路都在照

相，手机都耗没电了。 ” 之所以大受游客

欢迎， 王中军认为自有其道理：“我们找

了500个电影美术师做建筑设计、 外装

修，颠覆了一般的建筑风格，它独特就独

特在这儿。 你进去以后就像隔世，完全是

民国时期的景象。 ”

春节期间，王中军在三亚度假，他特

意邀请了柳传志、虞锋、车建新等同在三

亚度假的十几个企业家参观冯小刚电影

公社。 “他们看了都感觉非常震撼，说完

全没想到一个电影公司衍生到文化旅游

地产项目，还做得这么扎实。 ” 王中军自

述道，“红星美凯龙老总说，中军啊，这地

儿太好了，我应该在这里搞个体验店。 然

后就给他团队打电话，结果人家回电话说

合同早就签完了。 ”

据王中军透露， 一期工程1942民国

风情街将于今年6月20日正式开业。 二

期、三期将会建社会主义街和南洋街。 社

会主义街会仿造改革开放前的老北京旧

鼓楼大街，有前苏联式建筑、文化宫、四合

院等；南洋街主要是欧式风景街。此外，还

有5-6座影视拍摄棚，游客可以进去体验

当演员。“我们计划每年开一期，明年6月

开第二期，目前二期工程已经封顶了。 ”

在运营方面，电影公社的主要收入来

源是商户租金。华谊兄弟与观澜湖成立了

合资公司，承担运营工作。至于收益分成，

“按照股权比例走。” 王中军说。合资公司

股权结构为：观澜湖占股60%，华谊兄弟

占股35%，冯小刚占股5%。

在冯小刚电影公社即将开业的同时，

苏州电影世界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了，计

划2015年对外开放。“我看了这个项目，

建成后一定好玩。 它像环球影城，电影体

验感更强。 ” 王中军笑脸张得更大了。 据

了解，该项目将以《集结号》和《狄仁杰》

为蓝本，来打造枪林弹雨的战斗场面和怪

异的魔幻之城。 “集结号那边，游客模仿

战士带着钢盔、防弹背心，拿着枪坐着战

车往里开，到处都是爆炸、飞机轰炸。有个

场景是两拨人突然从战壕里出来对打，

80挺机枪，我觉得是最好玩的一个项目。

狄仁杰那边有鬼城、怪物，就像电影里一

样，很魔幻、惊悚。 ”

不过，上海、深圳两地的华谊文化城

项目，有媒体质疑其已停滞，营收、利润均

亏损。 王中军回应称，这两个项目还在政

府审批阶段，未动工。

对于影视公司跨界进入文化旅游地

产领域，外界看空的声音一直不断。 有数

据显示， 目前中国有1500亿元巨资被套

牢在2500多个主题公园上， 其中70%处

于亏损状态，仅有10%左右盈利。 “华谊

进入高投入、高风险的地产行业容易拖垮

自己。一个成功的电影产品想要拓展到衍

生产业链，至少需要十年时间的培育。 ”

一家熟悉文化产业的PE投资人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

一位海南旅游业人士也表示，现在很

多人对电影公社有一定的新鲜感，人气自

然很旺。 但运营风险不是没有，新鲜感过

后能否保持客流量的稳定？ 说白了，这是

个人工景点，游客的口碑很重要，服务是

不是周到、配套设施是不是好、商户是不

是不欺诈游客，这都需要时间检验。

但王中军解释称， 华谊的模式是以品

牌授权为主， 拿地盖房子是合作方来做。

“我们还是轻资产，靠知识产权挣钱。 比如

电影公社我有35%的股权， 不是全部现金

投入，而是现金加知识产权入股。”他认为，

随着未来所持有的物业价值越来越高，这

个项目将给华谊带来非常稳定的现金流。

以后还会在其他城市扩张吗？中国证

券报记者的话音刚落，王中军不假思索地

回答道：“那当然。中国这么大，有这么多

消费者， 我们肯定还会在更多的城市复

制。 未来10年，我觉得实景娱乐项目都有

得看。 ” 这再一次证明他具备商人最重要

的素质———野心。

华谊兄弟董事长 王中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