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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流行

互联新视界

互联新动向

互联网+影视 科技与资本创新并举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火爆进行

中。“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本

次上海国际电影节除依旧吸引人眼

球的各路明星大佬外，本次盛会上谈

论更多的是“互联网+” 的概念，包

括 “互联网+影视” 、“互联网+制

作” 等，上海国际电影节俨然成“互

联网大会” 。 影视产业全面拥抱互联

网时代大幕已拉开。多位业内人士认

为，“互联网+” 带来的新科技、新业

态已在催生影视行业巨变。

此外，本次上海国际电影节还给

人一种感觉是，影视行业资本运作新

态势继续推进，资本与影视的结合形

式不断多样化。影视行业此前的封闭

业务模式通过资本的开放走向公开、

透明与合作、共赢。

互联网思维渗透影业

日前，上海国际电影节和阿里巴

巴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今年起，

上海国际电影节将正式携手阿里巴

巴集团， 三年间共同搭建集新人扶

持、服务、创新为一体的新型平台。阿

里巴巴旗下的“娱乐宝”将作为电影

节官方指定的互动娱乐合作伙伴。淘

宝电影也将作为电影节的官方指定

售票平台， 与电影节展开多维度合

作。上海国际电影节与阿里的合作将

结合阿里的平台优势，从影视新人扶

持、影迷互动服务、探索行业未来等

方面内容入手，将电影节打造为一个

具备互联网基因、 提供极致服务体

验、探索行业未来、孵化产业新势能

的国际性活动。 同时，上海国际电影

节首次举办互联网电影系列活动，包

括互联网电影展映、互联网电影产业

投资跨界峰会、互联网电影上海高峰

会和互联网电影之夜四大活动。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热烈拥抱互

联网的情况下，参加盛典的影视娱乐

业界大佬们，更是将“互联网+” 作为

各种场合谈论的焦点。 6月15日，由北

京电影学院携手上海交通大学共同

主办的《“互联网+影视新时代，资本

引擎新火花”京沪影视投资论坛》在

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影视娱乐界人士

们探讨互联网时代的影视产业发展。

此外，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

电影节期间主持召开 “‘娱乐+’ 时

代的重构与颠覆” 主题论坛，阐述华

谊兄弟如何玩转“娱乐+” 等。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易观智

库联合上海国际电影节共同发布国

内首份 《互联网+电影趋势研究报

告》。 易观智库认为，“互联网+电

影” 就是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商业

模式、思维、技术与传统电影行业的

融合， 是对传统电影产业的优化升

级，互联网思维将会对电影产业产生

前所未有的冲击。互联网思维正在电

影制作、发行、放映、衍生品等环节掀

起“革命” ，众筹、电子商务、视频网

站等互联网商业模式与电影产业嫁

接，重塑电影产业链，对中国电影工

业体系的成熟起到重要作用。

影视“高科技”

近期，伟德福思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在上海召开主题为“聆听·未来”

的调研体系发布会，发布会时值上海

国际电影节期间，吸引不少眼球。 在

发布会上， 伟德福思电影调研体系

“电影声呐FilmBuzz” 、观影情绪洞

察系统首次公开，展示观影端数据收

集等的高科技产品。 据介绍，通过佩

戴集成先进传感器的生理信号采集

硬件，体验者们可以清晰地在大屏幕

上看见自己的每一次眼动、每一个情

绪波动， 即使表情保持的再淡定，脑

电波和眼动是不会说谎的。 此次发布

的电影调研体系，包括FilmBuzz（电

影声呐系统）系统，多人观影情绪洞

察系统， 多维度生理信号同步系统

等。 其中，生理信号采集硬件被首次

引入电影行业，这是行业内颠覆性的

创新， 利用跨界科技推动电影行业，

大大颠覆“调查问卷” 和“电话回

访” 的传统模式。

另外， 在本次上海国际电影节

上，美国科视数字系统公司与上海影

城合作，启用科视ChristieFreedom

激光放映系统和 ChristieSolari-

aCP4230DLP� 4K电影机， 带给观

众最佳的观赏体验。 据介绍，在科

视Christie� Freedom激光放映系

统的演绎下，观众能在23米的东方

巨幕前欣赏最佳3D效果，该系统还

凭借出众的亮度、更宽的色域和惊

人的对比度， 给人们带来更为优质

的观影体验。 科视ChristieSolari-

aCP4230DLP� 4K电影机则担当电

影节开幕和闭幕影片的放映工作。资

料显示，科视是一家全球性视觉技术

公司，为商业、娱乐业和工业提供各

种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适用于影院、

大型观众环境、控制室、商务演示、培

训设施、3D和虚拟现实、 模拟仿真、

教育、媒体和政府等领域。

影视行业的高科技趋势在近年

来更加凸显， 从影视特效、3D观影、

院线改造等领域，高科技技术都在层

出不穷。此次上海国际电影节热烈拥

抱互联网，互联网及其背后代表的高

科技力量，将颠覆影视产业的实体环

境和虚拟生态。 业内人士认为，互联

网与影视产业的融合，初期带来的是

产业模式的巨大革命，从影视产业市

场营销、粉丝经济等领域，互联网带

来的是一种新的业态。 而与此同时，

互联网也将为产业带来更多硬件技

术、软件应用等方面的革命。 据深圳

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靳海

涛介绍，深创投已在影视制作、发行

传播、技术服务、广告、游戏、动漫等

领域进行投资，上述领域涉及互联网

发行、 全案特效、 电影跟游戏结合、

4D、5D电影等。 既包括互联网思维

下的模式创新，也包括互联网时代下

的技术革新。

资本“搅起春水”

在影视产业拥抱互联网的大环

境下，带着互联网思维而来的资本也

将成为搅起行业“一池春水” 的力

量。 本次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在

“互联网+” 底色之上，资本正在绘

就自己的行业远景图。

华谊兄弟方面认为，近年来娱乐

产业政策利好不断推出，资金大举进

入，多种投资合作如火如荼。一方面，

传统影视公司正在积极布局互联网

娱乐领域，进入游戏、在线发行、粉丝

社区等热点领域；另一方面，互联网

巨头也在向内容扩张， 重新整合影

视、文学和动漫产品线，拓展IP（知

识产权）全产业链。 娱乐业的玩家们

都希望实现跨界融合，串联内容和渠

道，打通线上和线下，重构的可能不

断挑战参与者的想象力和行动力。据

悉，华谊兄弟于今年6月首度投资成

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孚惠资本，

凭借专业团队更加有效地发掘投资

机会，完善公司的相关产业链，为华

谊打造良好的产业生态圈。 近日，孚

惠资本揭幕两家首批投资公司速途

网和魔方旅游。

靳海涛在介绍深创投的投资理

念时则明确提出，要投新兴的，如乐

视网影视、“米粒” 等；要投智能的，

如做4D和5D电影和各种小型可移

动的电影网企业，代表着行业未来的

发展趋势；要投转型的，比如一些文

艺机构和艺人的公司化、商业化转型

等。资本在行业持续发展中敏锐地寻

找自己的机会。

易观智库在研究报告中提出对

未来的猜想：内容为王OR渠道为王，

谁将控制电影产业链？电影后产业链

能否借互联网崛起？这些问题在现阶

段或许只能看到未来发展的一点趋

势，但在对未来的猜想中，资本无疑

将成为重要的参与力量甚至是决定

力量。

如何成为网购达人

□ 丁宁

现如今，网络购物已十分普及，甚至连广场

舞大妈也开始网购。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要想成

为网购达人也并非易事。尤其是那种经常买到物

美价廉商品的网购达人，则更需多段进阶才能修

炼成功。

电商主页经常看

目前来看，虽各大电商的广告满天飞，但真

正的促销详情和含金量信息，却仍停留在电商网

站主页上。 消费者要想参与电商促销，最好的方

案就是熟读电商主页的活动详情，并根据促销规

则来参与活动。包括天猫商城、京东商城、苏宁易

购、国美在线、当当网、亚马逊中国在内的主流电

商，促销活动频率也都非常密集。

除此之外，各大电商每年的店庆活动也不容

错过。 包括国美在线的“418店庆” 、京东商城的

“618店庆” 、苏宁易购的“818店庆” ，都是各大

电商折扣力度最大的促销期。 与此同时，每年的

“双11” 和“双12” 则是各大电商集体发力的促

销期，同样是网购达人不可错过的购物狂欢节。

广告短信别急删

很多读者发现， 一旦在电商平台完成一次

或多次下单之后，收货时所使用的手机号码，就

会接二连三地接到对应电商的广告短信。 面对

此种短信，大多数消费者其实是拒绝的，甚至是

连看都不看就直接删掉。但需要注意的是，此类

广告短信也并非一无是处， 很多时候也会带来

物美价廉的促销信息。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会员

等级的逐步提高， 有些广告短信其实是针对某

些高级别会员特定发送的， 且还需特定级别会

员资格才能参加促销， 所以其含金量更是不容

小觑。

不过话又说回来，类似的广告短信中也经常

都会有网络链接， 消费者千万不能轻易点开，以

免碰到伪装成广告短信的诈骗短信。 此时，最稳

妥的方案还是再次登录电商主页进行查看。这样

一来，便可获得最真实的促销信息。

比价工具要装上

自从网络购物普及之后，“货比三家” 也成

很多消费者的最佳选购策略。 不过，挨家挨户的

把所有主流电商的同款商品报价都浏览一遍，显

然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 此种情况下，以浏览

器插件为代表的比价工具，就成一个非常智能的

好选择。以“惠惠购物助手”为例进行介绍，这是

一款网易出品的浏览器插件比价工具，在消费者

网购浏览商品的同时，会自动对比其他优质电商

的同款商品价格，并提供相应商品过去一年的价

格走势图，直接揭露先涨价后打折的商品，轻松

鉴别真假折扣。当消费者觉得正在查看的商品价

格不符合预期时， 还可以订阅该商品的降价提

醒。 商品降价后就会收到邮件通知，保证不会错

过最佳购买时机。而如果是在浏览天猫平台的服

饰页面之时，购物助手还会自动为消费者在天猫

商品中查找相同款和相似款。 并自动提醒优惠

券，帮助消费者在网购时进一步击穿价格底线。

除此之外，如果消费者对于浏览器插件比较

反感的话，其实还可以使用比价网站。 以“慢慢

买” 网站为例，在其主页上输入商品名称之后，

同样可以快速查看到各大电商的售价信息。甚至

就连价格走势图也会一并奉上，同样可以实现浏

览器插件的相同功能。

推荐网站作后盾

除比价之外，如何在“双11” 和“双12” 这

样的购物狂欢节期间， 淘到物美价廉的特价商

品，也是很多消费者最为关注的话题。 以往很多

年， 这样的特价信息共享都是通过论坛发帖、

QQ群、微信群等渠道来实现。 但由于时效性偏

弱、覆盖面太小、信息量不够等特点，目前已被基

本淘汰。 而最近几年崛起的，则主要以网购商品

推荐网站为主。以“什么值得买” 网站为例，按照

其官方的说法这是一家高性价比网购商品推荐

网站，同时也是集媒体、导购、社区、工具属性为

一体的消费决策平台，因其中立、专业而在众多

网友中树立良好口碑。网站包括优惠、海淘、原创

（原晒物、经验）、资讯、众测、百科等多个频道，

每天通过网站本身、RSS、 各手机客户端及各浏

览器插件推送商品特价信息。 就目前来看，此类

网站最火的就是“发现频道” 。 这个频道的优惠

信息量更大，内容也大多来自于网友爆料，原汁

原味、更新快、品类广，可有效帮助消费者筛选信

息，节省精力；以网友自己发布的内容为中心，让

好产品通过口碑进行传播。 同时，还可通过“人

海战术” ，在“双11” 和“双12” 期间快速发现、

发布特价商品信息。

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值得买” 推荐任何产品

均不以营利为目的， 即不以是否营利作为编辑判

断信息是否发布的标准， 所以自建站以来就得到

绝大多数网友的认可。 网站尽可能公开公正，介绍

商品也会尽量避免直接介绍个人卖家。 并通过

“网友爆料→编辑审核发布→网友打分评论→网

友晒单” 这样的流程来让推荐做到中立客观、公

平公正。 网站只是介绍，购买决定权在消费者手

中。 虽有时无法保证介绍的商品价格为市面上的

最低价，更无法保证消费者看到信息时，该物品

价格仍旧有效，但却是消费者目前最为信赖的一

类购物渠道。 除此之外，为提高网友发布促销信

息的积极性，此类网站还会以积分或会员等级，来

奖励发布有效信息的网友。 积分不但可以兑换奖

品，甚至还可兑换特定电商的促销优惠券，所以网

友爆料的积极性还是较高。

至于网购商品推荐网站的盈利模式，则主要

以各大电商的广告嵌入为主。 如此一来，在广告

收入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此类网站的中立性才得

以更好地保持。 所以仅从目前来看，可信度自然

也是可圈可点。

共享经济掀起消费革命

□ 本报记者 王荣

“0.84%的中签率，比A股新股申

购还低。 ”近日，WiFi万能钥匙股权

众筹投资项目完成，筹集资金6500万

元， 该项目收到5712份预约认购，认

购意向金超77亿元，超募237倍，创造

中国股权众筹史上的最大单。

创立不到三年，团队仅几十个

人的互联网公司为何如此受捧 ？

总用户数近6亿，月活跃用户超过

2.7亿， 每天超20亿次的使用量，

刚完成A股融资，估值十亿美元或

是支撑。

WiFi万能钥匙的快速发展，与

其共享基因密切相关。目前，从“办公

共享” 、“汽车共享” 、“公寓共享” 等

各种实体资源共享，到“互联网+” 、

“大数据” 、“物联网”等虚拟互联网

共享，共享经济正掀起消费革命。

抢筹移动互联网入口

获得WiFi万能钥匙认筹资格的用

户近日已完成交割。回忆这场抢筹大战，

5月29日，WiFi万能钥匙在筹道股权平

台上发起股权众筹， 总筹资额3250万

元（约合500万美元），对应0.5%股权。

原本一次简单的股权众筹，却演

变成为全民抢购一家创新企业原始

股权的疯狂。 项目主页上线1小时内

访问量突破10万，2小时认购意向总

额突破5亿元。随后WiFi万能钥匙不

得不追加0.5%股权。

本次WiFi万能钥匙只是放出

1%的股权， 筹集资金6500万元，但

认购金额已达77亿元， 超募237倍。

“市场反馈的火热程度超乎我们想

象。 ” WiFi万能钥匙副总裁李磊表

示，认购意向投资者中70%以上都是

WiFi万能钥匙的忠实用户， 是基于

对这款产品的使用好感而产生对公

司的认可，从而希望通过这次机会参

与该项目投资。

WiFi万能钥匙是连尚网络旗下

的WiFi上网工具，由盛大网络联合创

始人陈大年成立于2012年，该产品基

于云端数据库，帮助用户随时随地轻

松接入无线网络，希望实现走在大街

上随手连到一个免费的WiFi热点。

这无疑抓住移动互联时代的痛

点，为此公司用户迅速增长。 第三方

数据显示，WiFi万能钥匙仅次于手

机QQ和微信，位列国内移动互联网

软件第三位。

换句话说，WiFi是移动互联网

时代入口。 对于用户而言，通过地图

功能知道附近哪些商户提供WiFi；

对商户来说，基于地理位置，广告主

可以直接在客户端打广告。

但连尚网络还没有大规模商业变

现的打算。 今年，WiFi万能钥匙的重

点是为O2O服务商找到他们所需要的

用户， 同时让用户在准确时间得到准

确服务。WiFi万能钥匙将免费向O2O

企业赠送自己最为核心的资源———流

量，以为这些“线上＋线下”的公司引

来更多实质消费者。

掀共享经济消费革命

此次WiFi万能钥匙启动众筹并

非缺钱， 年初公司已拿到3亿多元A

轮融资，估值10亿美元。 对此，公司

表示，希望在企业发展到成熟阶段时

以股权所带来的利益作为回馈。

这也与公司推崇的共享模式有

关。目前其免费热点提供商主要是商

户，商户为到店客户的方便将热点共

享。 另外，连尚网络每个月向运营商

采购流量的花费就有百万元级别。李

磊透露，目前运营商的热点数量大概

有700万左右的规模。

商户入驻也颇为积极。年初赶集

网宣布与WiFi万能钥匙达成战略合

作，通过将赶集网上的招聘、租房内

容接入WiFi万能钥匙， 连接线下商

业与线上服务， 抢先挖掘这条O2O

通道的价值。

试想昏昏沉沉的下午， 开着U-

ber出门溜达， 载几个附近的乘客再

回办公室写稿；出门度假时，把空房

间用Airbnb（空中食宿）租出去。 这

些都是共享经济下的消费方式。

共享经济并不会止步于此，未来

将会向消费者和企业扩展，向雇主和

雇员扩展。 有分析人士表示，估计在

几年之内，我们都不会再为共享经济

带来的实惠和弊端争论不休了，只会

渐渐变成生活中普通的一部分。

据全球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

永道的一份消费者调查报告显示，

2014年， 共享经济规模已排到全球

行业经济的第五名，行业规模大约有

150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共享经

济规模将会达到335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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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前发布会亮点纷呈

索尼祭出连环杀手锏成大赢家

□ 本报记者 傅嘉

在经历前几年不温不火的发布

会后，今年的E3游戏展前亮点频现，

两家主流厂商索尼和微软的发力程

度让玩家叹为观止。尤其是索尼发布

会，因《最后的守护者》、《最终幻想

7重制版》和《莎木3》等大作的消

息，引发业内高度关注。另外，第三方

如贝斯达、EA也均有多款重磅级产

品亮相。 相比之下，前几年十分高调

的任天堂则相对令人失望。 不过，业

内人士认为， 本届的E3展前发布会

已远远超出预期，作为近几年最佳的

一次展前预热，已是板上钉钉。

索尼发布会超预期

索尼发布会无疑成为焦点。业内

人士称其完全出乎预期， 主要系因

《最后的守护者》、《最终幻想7重制

版》和《莎木3》这三款作品，均在此

次发布会上释放出消息。以作品份量

而言， 哪怕是随便拿出其中一个，都

可以成为一届E3的主角， 而索尼方

此次更是选择三箭齐发。

《最后的守护者》 由开发过

《ICO》和《旺达与巨像》的知名游

戏制作人上田文人担任制作， 业内

对该制作人的游戏品质一直给予极

高评价， 但上田文人一向慢工出细

活的风格完全， 却与现在的游戏开

发流程格格不入。《最后的守护者》

原本是PS3时代的作品，但几年前公

布之后便杳无音讯， 加上上田文人

前几年从索尼离职成为独立游戏制

作人，业内预期该作品已流产。 但在

该次发布会上， 索尼不仅播放该游

戏的最新影像， 还宣布该游戏将于

2016年发售。值得注意的是，上田文

人的游戏风格较为文艺， 表达方式

也较为柔和。在之前PS2发售大陆行

货过程中，《ICO》 即是支持国行之

机屈指可数的几款游戏之一。 由此

可见，该游戏引进PS4行货版存在较

大可能。

《最终幻想7重制版》同样也是

当初准备搬上PS3的游戏。 作为当年

划时代的日式角色扮演游戏作品，

《最终幻想7》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

代名词，业内对这款高人气游戏作品

一直有重新制作的呼声，但开发商史

克威尔艾尼克斯始终没有明确表态。

此次发布会上，开发商仅仅发布一段

CG动画，并没有具体游戏画面，但这

次明确表态并确定在PS4平台首先

发售，等于已给业内圆梦。

而《莎木3》的推出则彻底把此

次发布会推向了高潮。 众所周知，

《莎木》系列是千禧年前后全世界开

发费用最高的游戏，也是沙盘类游戏

鼻祖，但在2001年《莎木2》推出之

后，该系列便再无音讯。 随着原开发

商世嘉在业内的地位一落千丈和制

作人铃木裕被边缘化，业内已对该系

列前景已不抱有希望。但在此次发布

会上，铃木裕宣布该系列将以众筹形

式募集开发费用，等于给莎木系列重

生带来极大希望。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此次索尼发

布会可谓是近几年E3最为重磅级的

发布会，这不仅意味着多年玩家的期

盼变为现实，也意味着本世代主机发

展高峰期已到来。

多个厂商大作登台

微软发布会上硬件层面最重磅

的消息就是，Xbox� One将向后兼容

Xbox� 360老游戏，兼容的游戏需官

方单独提供支持， 并非更新某个

Xbox� One固件之后，所有360游戏

便都可以在Xbox� One主机上运行。

官方表示会不断更新支持游戏。

其他方面，游戏软件上微软虽重

磅级不如索尼， 但其独占作品非常

多，阵容十分豪华，包括《光环5》、

《战争机器4》、《Forza� 6》、《植物

大战僵尸: � 花园战争2》、《神鬼寓

言:�传奇》、《古墓丽影:�崛起》等。

EA方面游戏阵容也可圈可点，

除一贯的EA� Sports系列，这次EA

终于拿出质量效应新作，其他还有备

受瞩目的《星球大战:� 前线》、《镜

之边缘：催化剂》和《极品飞车19》。

育碧方面则稍逊一筹，其当家作品主

要以《刺客信条:� 枭雄》、《彩虹六

号:�围攻》和《全境封锁》为主。

任天堂方面则与去年一样，

2015年E3发布会依然采用播放事先

录制好的视频片段。尽管有许多粉丝

期待已久的星际火狐新作、3DS平台

塞达尔新作等消息压阵，但已遭提前

泄露3DS版《塞尔达无双》、画面和

游戏方式都十分诡异的“银河战士”

新作等质量欠佳的内容，无疑拉低整

场发布会的水准。

业内人士表示，综合层面来看，

本次E32015展前发布会，一扫前几

年不温不火态势， 主要得力于目前

游戏主机的更新换代已完成大部

分，未来一段时间，软件阵容值得业

内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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