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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游戏中文化

2015

惊喜连连

□ 本报记者 傅嘉

对于大陆玩家而言，2014年是

近几年主机游戏产业的破冰之年。

XBOX� ONE和PS4（均为多功能视

频游戏机）相继入华的消息，使得大

陆游戏产业开始全面融入世界潮流。

不可否认的是，虽然行货主机在发

售过程中遭遇一些波折， 但总体来看，

随着市场走向正规，主机游戏中文化趋

势已十分明显。目前XBOX�ONE与将

要发售的PS4行货已推出不少中文化

游戏，而从2015年游戏发售表来看，主

机的中文化又将创下一个新的高峰。

港台版汉化先行

由于之前主机游戏一直没有在

中国发行，因此语言本土化早年一直

是本土玩家体验游戏的一个大障碍。

尤其是一些大型的角色扮演游戏，如

《最终幻想》、《勇者斗恶龙》等。

在进入新千年前后， 由于PS、

PS2等主机开始在港台地区发售，一

些主机游戏才开始逐渐出现中文，这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完全本土化

制作的《射雕英雄传》和从日文实现

汉化的《宿命传说2》。 但总体来看，

此时的中文游戏数量和档次完全属

于“不够格” 。

2005年之后， 随着日本市场的

衰落，港台地区成为亚洲市场新的增

长极。 随着市场地位的提高，中文化

游戏也越来越多。而之前中文化的主

机游戏主要面临两个不足，一是游戏

本身分量不够，二是上市时间往往要

比该游戏其他语言版本要晚许多。不

过，这两个问题在PS3、XBOX360时

期基本已解决。 一个鲜明的例子是，

《神秘海域》，《光环》等第一方大作

和《最终幻想》等第三方大作基本都

已推出中文。

从已过去的2014年来看， 中文

化主机游戏的阵容迭出高潮，仅索尼

一家的PS4就推出接近30款中文游

戏， 其中重磅级作品颇多，《小小大

星球3》、《最后生还者》、《恶灵附

身》等无不是3A级的大作。 而在前

不久举行的台湾电玩展上，索尼方面

更是宣布 《合金装备》、《勇者斗恶

龙》等新作都将推出中文版。从目前

已知的阵容来看，今年又是中文化主

机游戏收获丰硕的一年，《最终幻想

TYPE-0》、《最终幻想15》、《黑暗

之魂2》等大作赫然在列。

内地市场仍待培育

应该说，尽管大陆地区主机发

售的进度和市场建设，要远远落后

于港台地区，但由于语言问题，“繁

体中文版” 游戏，对于内地玩家而

言基本没有障碍，因此内地市场一

直在分享港台地区的游戏中文化

福利。

值得欣喜的是，随着内地游戏机

市场的放开，厂商已开始对大陆这块

市场表达了浓厚兴趣。 从目前来看，

一些厂商也为内地市场准备了一些

独特的本土化游戏， 比如随XBOX�

ONE行货发售的《动物园大亨》，在

港台地区发行时并没有中文，但行货

版本却是简体中文版。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行货游戏主

机已不再依靠外国游戏公司的作品

打天下，国内游戏厂商也开始参与进

来，PS4即将发售的行货主机首发游

戏阵容中就有蜗牛开发的 《九阳神

功》。 此外， 据业内消息，《古剑奇

谭》和《仙剑奇侠传6》也将登陆次

世代游戏主机。

随着不久后PS4行货的发售，今

后的中文化游戏毫无疑问将会越来

越多，这对内地玩家而言，不啻为最

大的福音。 业内人士也多认为，从港

台地区发展路径不难看出，正是因为

港台地区已培育出一个良性循环的

主机游戏市场，厂商才舍得为此投入

更多资源，因此内地想要争取更多的

本土化游戏，培育并壮大自身市场是

唯一路径。

网购经验：

如何玩转增值保修服务

□ 丁宁

现如今，电商平台竞争越来越激烈，各大电

商也纷纷开始在增值保修服务领域下足工夫。而

这其中就以“延保” 和“意外保” 最为普遍。 那

么， 如何才能玩转各大电商的增值保修服务呢？

本期网购经验特给广大读者带来相关内容。

原厂保修3年以上，不必考虑延保

目前来看，以智能手机和家用电器为代表的

商品，通常都按照国家三包法规定，仅提供为期

1年的原厂保修期。 而手机用户和家电用户的更

新换代期，却普遍长达两三年甚至更长。 如此一

来，电商的“延保” 服务便可以有效弥补原厂保

修与更新换代之间的“真空期” 。 消费者只需缴

纳一定费用，便可弥补保修“真空期” ，所以这样

的增值服务颇具实际意义。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国内部分行业已十分成熟，所以也会提供高

于国家三包法的保修服务。 以IT产品为例，包括

主板、CPU、硬盘、内存等主流硬件，均可提供3

年或以上原厂保修。 家电类产品如空调，也通常

可以提供3年或5年的原厂保修， 个别品牌甚至

能提供长达10年的原厂保修。 消费者遇到此类

商品时，原厂保修就已很稳妥，所以也就不必再

考虑购买电商的“延保”服务。

只换不修更给力，高于常规延保

鉴于很多商品的原厂保修期只有1年，而消

费者所购买的商品更新换代期普遍在3年左右。

所以电商提供的“延保” 服务，通常也只有1年

延保和2年延保，其目的就是为了弥补消费者所

面临的保修“真空期” 。 至于2年延保的售价，通

常则是1年延保的1.5倍至2倍之间。 对于消费者

来说， 则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购买延保服务。

如果更新换代期只有2年， 那么就只需再购买1

年延保即可。 如果更新换代期刚好3年，那么就

最好购买2年延保。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

京东为代表的电商，还推出了“只换不修” 的增

值服务。 一旦商品在服务有效期内出现性能故

障，京东将立刻为消费者更换新机，而不是维修

旧机。对于完美主义者来说，这样的“只换不修”

显然是更给力的。不过从价格来看，“只换不修”

也明显贵于延保服务 。 以京东在售的美的

WK2102T电磁炉为例， 特惠价1年延保只有9.9

元，特惠第2年只换不修却高达29元，几乎是前

者的3倍。

手机平板笔记本，多多考虑意外保

除“延保” 和“只换不修” 外，各大电商还

在努力推广“意外保” 。以笔记本为例，所谓“意

外保” ，其实就是对那些因为液体意外泼溅或渗

入、 意外坠落或其它类似碰撞、 意外的外力挤

压、异常的电流冲击（也被称之为电涌）所造成

的笔记本物理损坏， 予以完全免费或极少收费

的维修服务。 对于消费者来说，包括手机、平板、

笔记本在内的商品，由于经常随身携带，所以都

需考虑购买意外保。 但就价格来看，意外保的售

价比较昂贵。 以京东在售的2499元ThinkPad笔

记本为例，1年原厂意外保的费用高达255元

（无赠品）、2年原厂意外保的费用高达598元

（赠送正版office）， 价格竟然超过产品售价的

10%和20%。

意外保有效替代，屏碎保更超值

客观来说，意外保的价格确实偏贵，而手机、

平板、 笔记本出现意外损坏也大多是由于屏碎。

针对此种情况，电商又推出“屏碎保” 。对于手头

不宽裕平时又粗心大意的消费者来说，可以购买

更为便宜的“屏碎保” 。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屏

碎保” 的费用目前还不是太规范，个别电商的费

用甚至超过“意外保” ，几乎就是在欺骗不明真

相的消费者“上钩” 。相对来说，诸如苏宁易购这

样的电商，甚至在促销期间还会大范围免费赠送

“屏碎保” 。所以消费者在购买屏碎保之前，还应

该货比三家才行。

价格值得关注，特惠时再买延保

由于“延保”服务可以提升电商的服务品质

及口碑，所以很多电商还会不定期地推出特惠促

销。 以京东在售的美的WK2102T电磁炉为例，

特惠价1年延保只有9.9元， 常规价1年延保却高

达25元，所以特惠价几乎打了4折。 除此之外，不

同电商的“延保”价格也相差极大。 有些电商只

收取5%的延保费用， 有些电商则收取20%的延

保费用， 所以消费者一定要仔细对比。 以美的

WK2102T电磁炉为例，天猫商城的1年“延保”

高达38元，不仅明显贵于京东的特惠价，并且比

京东的常规价还要高出很多。

陷阱要留神，延保也有坑爹货

虽大多数电商会把“延保” 服务做成微利

或赔钱的“形象工程” ，但也有电商会将其定义

为“盈利项目” 。 如此一来，“延保” 的消费陷阱

就要留神了，“延保” 当中也有坑爹货。 比如说

淘宝的“淘保包” 服务，美其名曰为“意外保” ，

包含液体进入和意外跌落。 但就具体条款来看，

陷阱却比比皆是。比如说与坚硬物（吊坠，挂绳，

钥匙，硬币等）一起放置口袋或包内或是放置紧

身的裤袋内下蹲，受力挤压/严重撞击导致的数

码商品故障， 就属于拒保范围。 严重外部进液

（非腐蚀性液体）导致的数码商品故障，如数码

商品全部入液或主板双面进液 （指数码商品掉

进洗衣机、水池等导致整个机器浸泡在水中）所

引起的数码商品故障，同样拒保。 各位读者如感

兴趣，不妨以“淘保包” 为关键词在百度中进行

搜索。 消费者遭遇拒保、无奈吐槽或奋力维权的

负面新闻可谓比比皆是。 因此，大多数理性消费

者都会将其定义为拿钱打水漂的“陷阱” 而非

“馅饼” 。

“激战”曲面屏 技术渐成熟后的新格局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标新方能立异，标新立异还能获

得利益， 这形容曲面屏的 “横空出

世” 有其恰当之处。 近期， 三星

GALAXY� S6以及双曲面侧屏版本

GALAXY� S6� Edge手机的超高出

镜率，让作为市场创新产品出现的曲

面屏又引来市场热议。 曲面屏，一方

面被认为是提高手机舒适度、创新用

户使用页面呈现等的“革命性”产品

和技术；另一方面则一直与三星等手

机厂商在智能手机红海市场中 “标

新立异以求自救” 、曲面屏技术和产

品被指责不成熟，乃至被指责是“鸡

肋” 等负面声音联系在一起。

时至今日，评论者认为曲面屏技

术多余也好、不成熟也罢，当初的标

新立异，目前已显示出其生命力。 曲

面屏技术不仅在手机屏幕上开始实

际应用，在电视、电脑显示屏等产品

上的应用也出现快速推广。“不得不

说曲面屏产品已培养出一批消费者，

产品的优点、缺点也都在实际使用中

被不断发现，就看消费者自己愿不愿

意去尝试了” ，某商场手机销售经理

郭先生称。

曲面屏手机崛起

“我们真的需要曲面屏手机

吗？ ” 这是2014年年初，英国媒体提

出的一个问题。 其时，曲面屏领域的

竞争态势是：LG公司推出的世界上

第 一 款 曲 面 屏 智 能 手 机 LG� G�

Flex， 三星等行业巨头纷纷加入了

曲面屏智能手机开发阵营，尽管市场

多预计曲面屏智能手机未来必将有

更多亮点， 但其时行业的出路在何

方，确实不甚明了。

有人基于LG� G� Flex的体验，这

样总结曲面屏的优劣：LG� G� Flex能

弯曲的6英寸大屏， 给用户带来更加

身临其境而全方位的视觉效果；曲面

屏幕充分利用OLED（有机发光二极

管） 特性， 使图像再现更加明亮生

动，且最大程度减少眩光；手机屏幕

分辨率只有720p， 视觉效果并不出

色；LG� G� Flex所带来的更多的是

“新奇的玩意” ，其工效价值不高，其

视觉体验效果也没有多大反响，如此

等等。

尽管争议不断，但LG、三星等厂

商“标新立异” 的势头并未受到太多

影响。 在即将举行的全球移动大会

（MWC） 上， 三星将推出最新的

Galaxy� S6， 而双曲面侧屏版本

GALAXY� S6� Edge则无疑更是市

场关注的焦点。 据悉，Galaxy� S6的

两款机型定价或将高于苹果最新推

出的 iPhone。 其中，GALAXY� S6�

Edge拥有的曲面屏则吸引着运营商

们，在“高价位” 上继续争取更多新

手机产品份额，这样的市场热情甚至

将给三星的产能带来不小压力，三星

或将面临曲面屏供应的巨大压力。回

顾此前，三星将曲面屏推到产品标新

立异最前沿的是从Note� Edge这款

手机开始，Note� Edge的最大特色

就是主屏幕右侧的曲面侧屏，其时有

评论认为，手机领域在产品创新上已

难有新意， 三星推出Note� Edge索

性让屏幕成为两个显示区域，让曲面

变得更彻底。

尝曲面屏“头啖汤” 的LG公司

在曲面屏手机之路上也是“任尔东南

西北风” 的执著前进着。 在国际消费

类电子产品展览会（CES）展会上，

LG带来了第二代曲面屏手机LG� G�

Flex� 2。LG� G� Flex� 2采用了纵向向

内凹陷的弧度设计，屏幕采用5.5英寸

的1080p柔性屏幕，这比第一代要小

所以机身也更轻巧，更便于携带。

曲面屏手机领域现在也已不仅

仅是韩国手机厂商在 “独自玩耍”

了。 此前有韩国媒体报道称，小米5

外形将抄袭三星Galaxy� Edge手

机，也将采用曲面屏手机技术。 资料

显示，苹果目前的专利中也申请了一

项曲面屏专利，苹果或也将涉及曲面

屏手机领域。

曲面屏“四处开花”

曲面屏应用远不止手机一类产

品。同样是三星，在去年年底发布了首

款曲面屏一体机———2015版ATIV�

One� 7。资料显示，这是首款使用曲面

屏的一体电脑， 采用Core� i5处理器，

配备8GB� RAM和1TB� 5400RPM

磁盘驱动器，显示器尺寸为27英寸，

为Full� HD显示屏， 屏幕采用TN面

板。 据悉， 这款曲面屏一体机将于

2015年第一季度末上市。 在今年的

CES展会上， 三星还发布了新旗舰

PC曲面屏，并推出了SE510（24英寸

和27英寸）和TD590C（27英寸）电

视机曲面屏。

三星上述产品代表了目前曲面

屏应用的几大主要领域。首先是曲面

屏电视机， 这个领域的竞争态势已

“非常激烈” 。据不完全统计，仅去年

下半年以来， 就有飞利浦、TCL、松

下、三星等多家电视机厂商推出曲面

屏电视机。 其中， 松下携Viera�

CR850进军曲面屏电视市场，TCL则

在CES展上发布了H9600� 4K� UHD

曲面电视等多款曲面屏电视。巨头的

蜂拥而入已开启市场激励竞争局面，

在春节期间甚至出现曲面电视机

“大降价”情况。据中关村在线消息，

春节期间“55英寸4K曲面屏竟跳水

两千多元” 。

其次是曲面屏显示器。在曲面屏

显 示 器 产 品 中 ， 三 星 推 出 了

S34E790CN、34-inch曲面屏显示

器。 产品资料显示， 显示器提供了

3440x1440的超高分辨率，本身弧形

曲面屏可以改善用户体验，由于视角

为178°弧形的屏幕更是可以让眼睛

看起来比传统纯平要更舒适。戴尔发

布的34英寸曲面屏3K显示器也是这

一细分市场中的重量级产品。家电行

业分析人士认为， 用户们坐在PC前

面时距离屏幕的距离通常比看电视

时距离屏幕的距离更近，曲面屏可以

让画面上显示的图像更加易读和逼

真，这成为曲面屏显示器风靡的一大

原因。

此外， 曲面屏在可穿戴式智能

设备、 户外大屏幕等领域的运用也

值得期待。 智能手表、头戴式智能眼

镜等愈来愈受到市场热捧， 而搭载

这一 “春风” ， 曲面屏有望走得更

远。 在业内人士看来，苹果获得的上

述曲面屏专利， 很有可能最先在智

能手表显示屏幕、 运动器具屏幕等

领域投入使用。

“边走边看” 的趋势

“曲面屏技术只能一边用一边

看，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消费者的使用

体验” ，郭先生认为。 从实际情况来

看，曲面屏技术的消费者体验结果目

前也有不少分歧。记者在春节期间简

单调查发现，曲面屏电视机的消费者

多反映电视的显示效果并未因采用

曲面屏技术而发生太明显变化，在实

际使用中，曲面屏电视机有众多“不

便之处” ： 最佳的观看角度需选择、

受到内容资源诸多限制等。而曲面屏

手机则已形成了一定的使用人群，并

培养了部分消费者的使用习惯，三星

Note� Edge的使用者徐先生就认

为，Note� Edge剥离消息提醒、多窗

口操作任务等功能创新了其原有的

手机使用方式。

长江证券分析师高小强评论三

星在曲面屏手机上的创新举措时认

为，面对智能手机渗透率的进一步饱

和， 市场主要厂商除升级手机配置、

扩大屏幕尺寸等动作外，鲜有让人眼

前一亮的创新。三星发布的曲面屏版

Note� Edge受到市场关注， 从功能

以上来讲，曲面屏的加入不只是添加

了第二屏幕而已， 由于其弯曲的特

点，还能实现很多特效等功能。 在三

星开放其曲面屏开发接口之后，相信

相应创新将会积极涌现。

曲面技术能否在2015年年内成

为主流尚不得而知， 但其代表未来

趋势的地位似乎已难以动摇。 纯平

屏幕向来是电视终端的主流默认配

置， 而专家们也希望将电视用户从

这些无趣、 一成不变的特性中解救

出来， 开始致力于研究曲面屏幕的

研发； 纯平屏幕向来也是手机屏幕

的主流默认配置， 但曲面屏的创新

解放了一些手机功能， 更是牵出了

更多创新可能等。“我认为这（曲面

屏）是个很好的创新，很有趣，但具

体这个技术怎么发展、怎么应用，很

难说清楚。 不过我非常希望它能流

行起来，电视、手机、电脑甚至其他

家电和电子产品显示屏都采用它” ，

徐先生评论称。

风雨不断 网贷洗牌大幕即将开启

□ 本报记者 王荣

嗅到降准、降息气息的股市率先

躁动起来，沪指2月26日午盘突然大

幅拉升。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足以说

明如今经济形势的严峻，相比传统金

融机构，刚兴起的网贷或许并没有那

么轻松。 在线金融搜索平台融360创

始人叶大清指出，这将对P2P网贷平

台的高融资成本构成冲击，从而促使

P2P网贷平台收益率下降。

今年也只是互联网金融监管的

元年，业内预计今年网贷监管政策将

落地。 积木盒子创始人、CEO董骏指

出， 希望看到互联网金融的良性因

素，设定合理、可执行的底线监管标

准，以降低不良发展产生的风险。 这

意味着， 在规范行业发展背景下，大

量不良的网贷平台将被淘汰。

暴风雨来临前

2015年中国进入了减息周期，

利率下行已是不可撼动的趋势。据业

内人士分析，新一轮的降准、降息空

间已打开。

降准降息让银行有所松动，随之

而来将为资金过桥等民间借贷业务

带来便利，银行、基金、P2P等行业有

望因此获得源源不断的活水。 P2P行

业看似前景一片光明。

不过，业界也有不同声音。 董骏

指出，降准降息将对市场产生的激励

将在短期内缓释一定风险，对互联网

金融及传统金融都是眼前利好，但长

期效果还要看整体经济的结构性调

整效果。

2月4日，央行决定自2015年2月

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

备金率0.5个百分点。当时，叶大清指

出， 对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达到定向

降准标准的城市商业银行、 非县域

农村商业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

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对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

金率4个百分点。 所以小微企业未来

从银行获得贷款将更加容易， 这也

将对P2P网贷平台的高融资成本构

成冲击，从而促使P2P网贷平台收益

率下降。

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恐怕只是

暴风雨的前奏。 2015年可以说是真

正的互联网金融监管元年。业内人士

纷纷预期，两会期间，主管部门可能

会就前期到调研结果，出台相关的监

管政策。

具体到监管的思路，有分析人士

建议， 要提高P2P平台注册资本金，

同时进一步明确，P2P平台只能做信

息中介，不能做信用中介，平台自身

不得提供担保，不得搞资金池，不得

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等，通过政策调控

P2P平台风险能力。

优胜劣汰激烈震荡

无论是宏观环境变化， 还是监

管政策出台， 利弊综合分析必将有

利于P2P行业的发展。同样也会加剧

P2P行业的洗牌速度，只有真正做好

风险控制的平台才能度过洗牌的

“寒冬” 。

2014年国内P2P行业经历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P2P平台数量激增、

“跑路潮” 接连上演、风投机构纷纷

注资等，都说明网贷行业处于一个诸

侯争霸的竞争局面。2015年1月已过，

平台数量持续增长、风投资金仍在涌

入，但P2P平台的风险继续发酵。

P2P普遍是以民间借贷与O2O

模式相结合为主的，部分P2P网贷平

台因为没有建立良好的资金流通机

制， 周转资金紧张致使资金链断裂，

不得不采取自融方式饮鸩止渴，结果

受到严重影响。

根据融360监测数据显示，2014

年12月国内P2P问题平台数量高达

90家， 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 进入

2015年1月， 问题平台数量共计57

家，虽然较2014年12月有所下降，但

仍超去年同期(12家)水平。

市场对于资金的需求并没有减

少，一旦宏观环境变化，风控做得不

好的平台将面临淘汰。

董骏对于尚未出台的政策提出

建议： 互联网金融政策设定合理的、

可执行的底线监管标准，以降低不良

贷款产生的风险； 同时呼吁业界，

2015年市场可以少关注P2P的交易

量，多关注符合市场健康需求的产品

挖掘、技术方案及风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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