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张宇

谁是过去六年开个人演唱会最勤奋的歌手？哪些城市的年轻
人喜欢“跨城观演”？

12月26日，大麦网发布《中国现场娱乐消费洞察报告》，基于
2012年—2017年大麦大数据及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相关数据，向全
行业分享了过去六年中国现场娱乐最为详实、权威的行业发展盘点。

放眼演唱会市场，虽
然近年来开个唱的新晋歌
手越来越多，但每年都举
办演唱会的明星艺人，非

“乐坛常青树”莫属。《报
告》显示，蔡琴、小野丽莎、
费玉清位居“历年票房贡
献价值榜”前五名，另两组
歌手则是五月天和凤凰传
奇。

同时，陈奕迅、张学
友、周杰伦、张惠妹在过去
六年间召开演唱会场次数
超过百场，堪称个唱“劳
模”，陈奕迅更是以137场
个唱位居“劳模”榜首。

数据显示，经过多年
的市场积累，一些优秀的
戏剧演出团体已经形成了
IP 化的品牌影响力，开心
麻花、孟京辉、赖声川等票
房已占话剧市场半壁江
山，成为许多观众心中票
房号召力的代名词。

同时，市场掀起一股
热门小说、影视剧、游戏的
IP舞台化改编风潮，其中，
以《盗墓笔记》系列舞台
剧、《三体》舞台剧、《解忧
杂货店》话剧、《巧虎》系列
儿童剧最具代表性。这些

“粉丝戏剧”在坐拥大量原
作受众，自带“吸睛”体质，
一经舞台化往往表现出不
俗的票房成绩，预计未来
这类围绕强IP的改编将不
断增多，IP 舞台化风潮仍
将延续。

娱乐消费报告出炉娱乐消费报告出炉 谁是演唱会劳模谁是演唱会劳模？？

《报告》显示，截至目前，中国现场娱乐的女性消费者占比57%，
比男性高出14个百分点，尤其在戏剧、舞蹈等文艺演出类目上，女性
消费者表现出明显的偏好。不过，男性在体育赛事类方面的票房贡
献突出，占七成左右，同时，对于曲苑杂坛的偏好也高出女性。

就年龄分布看，2017年，90后在现场娱乐消费人群中票房贡献
力最强，达58%，尤其是95后占比20.6%，而在2012年，95后消费
者以2.1%的占比超过70后（1.71%）。

80 后贡献度排名第二，占比 34.13%，而 2012 年其贡献率达
54%以上，之后贡献比例逐年呈较大幅度下滑。70后近年人数比
例小幅下滑，为5.66%。

相比其它娱乐方式，现场娱乐演出的票价相对较高，五年来稳
定在1200元左右，不过，真爱粉们表示对此毫无压力，愿意“去现
场，为所爱”。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 漂洋过海的来看你……”李宗盛的
这首歌道出了真爱粉们的“追星信仰”。

《报告》显示，跨城观演已成为一种流行，地域不再成为阻碍粉
丝去现场为明星打Call的关键因素。2012年—2017年，用户跨城
观演的票房贡献占比从19%增至32%，目前演唱会和体育赛事票
房表现最为突出，占比分别为43%、28%。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获2016年“跨城观演双料冠军”——不
仅成功吸引了最多的粉丝来沪观演，即“追星族”的最大聚集地，而
且上海当地粉丝也成为最喜欢出城看演出的城市人群，即“追星
族”的最大流出地。

就跨城观演的粉丝比重维度看，苏州、宁波、佛山三个二线发达
城市的现场娱乐诉求非常热烈，跨城观演粉丝占比已超六成，爆发
出较高的票房潜力；杭州、南京、广州、深圳、成都、上海紧随其
后，比重在37%~18%之间。同时，北京进入全国前十强之列。

同时，《报告》显示，早年较为流行的拼盘演唱会热度明显下
降，除商业定制演出外几乎没有太多消费市场。

《报告》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权威给出的票房数据预测，2017
年全国文化演艺类消费规模将达119亿元左右。作为国内现场娱乐
的主阵地，北上广一直以来稳居各种排行榜前三位，不过，二、三线城
市正呈现出势不可挡的上升趋势，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不断渗透，
一些音乐“黑马城市”更是呈井喷式爆发。

以演唱会为例，2017年大麦平台演唱会票房同比增速最快的城
市中，排名前三的城市均来自浙江省，分别是金华市、宁波市和绍兴
市，其中，金华以1109%的增速稳居冠军席位，张学友、谭咏麟、刘若
英等强票房号召力的IP都曾登陆当地开唱。

而在音乐节方面，这种趋势更突出，从一线城市外迁至二三线城
市形成惯例。《报告》显示，2012-2016年间全国举办音乐节的城市从
13个发展至25个，增长近一倍。

上海市依然雄踞“2017音乐节场次数最多的城市TOP10榜单”
榜首，成都、重庆位列第二和第三，堪称西南地区的“音乐新势力”。

90后粉丝追星豪掷真金白银

二线发达城市“跨城观演”升温

音乐“黑马”城市表现非常抢眼 演唱会个唱
“四大劳模”

出炉

财经
2017年12月27日 星期三 编辑 何恒 版式 肖遵怡 图编 任琦 王小村 校对 陈林

A04

中欧班列进入“加速度”
今年开行3271列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翰书

11月17日，备受瞩目的东风启辰SUV新秀——全
新启辰T70在广州车展首次正式亮相并启动预售。至
此，全面升级后的全新启辰T70将与现有的启辰T90组
成“SUV双雄”，发挥“1+1>2”的整体实力，强势冲击自
主SUV市场。

从两款SUV车型的定位来看，东风启辰“SUV双雄”
已经瞄准了自主SUV市场的消费主力——80、90后消
费者。

其中，定位“高品质智联SUV”的全新启辰T70，以
自信有主见，对生活有讲究，给人舒适安心感的新一代质
感男人为主要目标人群。而定位“惊艳智领SUV”的启
辰T90，主要针对的是特立不独行的85、90后年轻消费
群体。

“可信赖、有讲究、更懂你”的全新启辰T70

对于一款主打家庭用户的车型，全新启辰T70用“可
信赖、有讲究、更懂你”的产品优势，全方位满足每一个家
庭成员的需求。纯正的合资血统和造车工艺给了家人可信
赖的高品质，并通过XTRONIC CVT无级变速器、日产全球
战略引擎MR20发动机，及日产技术专业SUV底盘，给驾驶
员带来更佳的驾驶体验之余，让家人拥有更舒适的乘坐感受。

“不止于惊艳”的启辰T90

区别于全新启辰T70目标受众以家庭为重的消费需
求，85、90后的启辰T90消费者对于车子的追求，就像对
自己的要求一样，必需是外形夺目、实力突出。

无可否定，启辰T90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好看”。
源自大自然的“风雕美学”设计理念，让启辰T90的整体
线条顿挫有致，每一处切割都利落洒脱，就像风对岩石的
侵蚀一般，处处充满了灵动。

众所周知，东风启辰在安全上从来都不会马虎。比
如在碰撞试验中表现亮眼的ZONE-BODY高强度车身
设计，就是通过溃缩吸能，将碰撞产生的巨大能量分散吸
收，并保持车身结构不变形，从而减少乘员的伤害。当
然，启辰T90的安全配置远不止这一项，还有由防后退式
踏板、6 安全气囊多方位保护技术、博世 9.1 版 ESP
（VDC）系统、ESS紧急制动提醒系统、BSW变道盲区预
警系统及ATC主动循迹控制系统等主、被动安全配置形
成的“安全壁垒”，时刻为驾乘人员保驾护航。

全新启辰T70亮相广州车展
东风启辰展台“SUV双雄”尽显人气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津支行升格
为分行的批复》（渝银监复〔2017〕172号），本行江津支行升格为分行，名称变更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津分行。

按有关法律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升格后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津分行承继原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

津支行的所有资产、业务及债权债务。
二、原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津支行及下属分支机构与所有客户签订的存、贷款等业

务合同及按规定签订的法律文件仍具有法律效力。上述合同及法律文件等的权利与义务由重庆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津分行依法行使与承担。

特此公告。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7日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津支行升格为分行的公告

遗失重庆德胜信息咨询有限公司2003年2月24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工商注册号：
5001032106629），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747454094），公司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飞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2003年2月24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工商注册号：
5001032106626），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747454086），公司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聚丰信息咨询有限公司2003年2月24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工商注册号：
5001032106625），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747454035），公司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凯丰信息咨询有限公司2003年2月24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工商注册号：
5001032106624），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747454051），公司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旭新信息咨询有限公司2003年2月21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工商注册号：
5001032106622），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7474453059），公司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重庆商报讯 12月 26日，在闲鱼信
用速卖处理闲置商品，可以在蚂蚁森林领
取绿色能量了。

根据闲鱼信用速卖服务页面的介绍，
已于12月25日接入蚂蚁森林。通过信用
速卖卖出闲置手机、笔记本电脑、大家电、
数码相机，在交易成功24小时后，即可在
支付宝蚂蚁森林领取相应的绿色能量。

经过北京环境交易所测算，用户转让
一台闲置大家电，相当于减少了9763克
碳排放。同时，处理闲置手机、笔记本电
脑和数码相机减少的碳排放也不遑多让，
分别达631克、987克和2286克。

此前，蚂蚁森林绿色能量最高的是生
活缴费，每笔可达262克，走路1万步则
在164克左右。用闲鱼处置一台旧电视，
相当于37笔水电煤缴费，或是连续两个
月，每天走路1万步。

闲置电器如果废弃，可能面临拆解、粉
碎、分选等处置环节。转让个人二手物品，
减少了废弃物处理，也减少了新产品生产
数量，是环保型社会提倡的绿色生活方式。

闲鱼12月19日宣布信用速卖服务正
式上线，芝麻信用分超过600的用户，在
线估价下单后可享受先收钱、后发货，物
品由收购方包邮上门取货。信用分低于
600的用户，仍然可以按正常流程秒速成
交，钱款按正常流程到账。

信用速卖接入了回收宝、估吗、有得
卖、有闲有品、爱回收、乐人乐器等数十个
专业回收机构，支持手机、3C数码、住宅
家具/办公家具、大家电、乐器五类物品的
快速回收，未来服装、美妆、图书、奢侈品
等也将陆续接入服务。

截至2017年8月底，蚂蚁森林用户超
过2.3亿，累计减排122万吨，累计在内蒙古
阿拉善和鄂尔多斯、甘肃武威等地区种植真
树1025万棵，种植总面积超过16万亩。闲
鱼的加入将让森林更加广袤，闲鱼拥有超过
2亿用户，其中90后用户达52%。

广告

重庆商报讯 12月 26日，在渝举行
的“中欧班列运输协调委员会第二次全体
会议”传出消息：今年以来，中欧班列开行
数量已达3271列，超过前5年运行总数。

中国铁路总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中
欧班列运输协调委员会是在今年5月，由
该公司倡议，中铁集装箱公司与重庆、成
都、郑州、武汉、苏州、义乌和西安等7家
中欧班列地方平台公司共同发起成立的、
由各地中欧班列经营管理单位及研究机
构广泛参与的议事协调组织，“共商、共
建、共享”是委员会所坚持的原则。

该负责人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建
设不断推进，中国与欧洲及沿线国家经
贸往来发展迅速，物流需求旺盛，中欧班
列发展 6 年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开行
6235列，仅今年以来开行数量就达3271
列，安排班列运行线 57条，国内开行城
市达 35 个，顺畅连接欧洲 12 个国家的
34个城市，货物品类日益丰富，且回程
班列数量已超去程班列一半，呈现出良
好的国际品牌效应和发展前景。

悦来会展总部基地开工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孙磊

重庆商报讯 12月 26日上午，重庆
两江新区悦来会展总部基地城项目开
工。该项目是悦来首个开工建设的以会
展总部经济为核心的商业商务项目，是
悦来打造“国际会展集聚区”的重要举
措，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悦来城市功能
配套，加速重庆会展业几句，助力重庆打
造长江上游会展之都。

两江新区介绍，该项目由重庆悦来
投资集团所属子公司开发建设，项目位
于悦来会展城核心区，建筑面积超过12
万平方米，业态主要涉及精品酒店、智能
办公、体验式商业、前沿午商务等。

来自两江新区的数据显示，作为两
江新区会展产业发展主力，重庆悦来投
资集团所属子公司重庆国际博览中心自
2013年投入使用以来，累计展览115场，
展览面积 550万平方米，直接拉动城市
消费500亿元。

下一步，悦来投资集团将联动两江
新区经济带会展业发展，继续加快悦来
周边商务商业、文化娱乐等会展配套服
务设施，打造会展产业发展链条，推动重
庆会展国际化发展。

蚂蚁森林接入闲鱼信用速卖
处理闲置可获超高绿色能量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张宇

卖一张倒贴4元
机票代订服务为啥做“亏本”生意？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谭亚

“倒贴”的生意谁都不愿意
做，然而在机票代订行业，许多

“中间商”一边卯足劲卖票一边却
连喊“亏本”。

随着商旅出行市场快速崛
起，机票成了最大流量入口，很多
线上旅行机构销售一张机票，成
本和利润出现倒挂。

“一张机票航司返佣不到10
元，我们销售成本至少要14元。”
一位不愿具名的代理平台 26 日
介绍，随着传统“票代”加速退市，
OTA（线上旅行机构）等新平台
面临收支失衡的瓶颈。

票代陷两难
在线卖票“入不敷出”

不管是出差还是旅行，在线
上平台去订机票几乎成了商旅人
士的习惯选择。尤其是在传统票
代逐渐退市后，这些新兴的渠道
成了航司销票的主力军。

“三大航的‘票代’比例接近
50%。”26日下午，重庆资深代理
人士陈先生告诉记者，换句话说，
航空公司接近一半的机票要靠代
理分销。

然而，占据“半壁江山”的业
务实际上是一桩亏本生意。记者
采访了解到，由于航司施行“提直
降代”、收紧票房等策略，留给票
代分销的“佣金”变得很有限。业
界普遍反映，“卖得越多亏得越
多”。

“卖一张亏一张。”某OTA平
台市场部人士 26日透露，目前，

每卖出一张国内机票，航司补贴
的定额代理费用不足 10元，“而
销售成本平均在14~16元。”这些
成本包括人力成本、电话费成本、
网站或移动端技术的框架搭建与
更新成本等。这意味着，中间商每
卖一张机票起码要倒贴4元，“机票
代理的利润难以覆盖成本。”

同时，有些OTA增设了专门
的呼叫中心，通过“人工服务”来
销售一张机票，直接成本甚至达
到17元。

庞大的流量和亏本的买卖之
间如何取舍，OTA等新兴票代平
台陷入两难。事实上，在传统代
理商退市转型后，中介票代服务
逐渐成为商旅综合产业链上的一
环，机票也相应地为OTA们贡献
了巨额流量。

不堪经营压力
线下“票代”全部消失

票代机构硬着头皮喊亏，传
统门店则直接关门。记者发现，
几年前航司宣布“提直降代”后，
街头巷尾的机票代售点就渐渐消
失了。

和线上分销比起，它们面临
更严峻的成本压力。资深票代人
士陈先生说，“传统门店卖一张机
票的成本超过 20元。”自从航司
收紧“票房”和返佣政策后，传统
渠道迫于压力纷纷关店。

陈先生观察发现，最近三年，
业内的传统代理平均每年以15%
左右的速度在消失，看不到利润
的传统代理人选择离开这个行
业。

据粗略统计，在传统代理的
“黄金”几年，仅重庆地区就有数
千家大大小小机票代售点。“现在
关的关，转的转。”重庆一位老牌
代理人26日接受采访时称，他几
年前彻底退出了这个市场，但曾
经的一部分同行选择留下来，他
们把代理点变成旅行社综合门
店，“卖机票”从一个主导生计的
拳头产品变成其中一个单品。

在航司收紧“票房”前，传统
代理行业卖机票的利润其实比较
可观，市场上的代理点因此“百花
齐放”。业内人士透露，过去航司
交给代理机构的佣金最多达到
30%，“那时候市场终端对机票还
能加价销售。”知情人士说，有些
经营得当的机构，一张票卖下来
利润额有40%左右。在传统代理
业的黄金时代，仅卖机票足以撑
起一个细分市场。

渠道竞争加剧
票代机构拼“增值”服务

一张“机票”既是商旅出行的
工具，更成了众商家必争之地。
如今，消失的传统票代和新兴的
线上分销平台，都将目标瞄准了
商旅、度假出游的大市场。票代
的“增值”空间将过去由航司、代
理机构之间参与的渠道竞争进一
步升级。

航司利用“直销”渠道的价格
优势引客，逐渐培育客源市场。
而转型后的传统票代机构，也力
争祭出增值服务的杀手锏，从航
司收紧的“票房”夹缝中分羹。

“航司一般会把最好的价格

留在官网，不对外开放代售。”陈
先生直言，定时、不定时的会员优
惠活动近两年被航司作为主营手
段，过去经常出现在OTA平台的
大促也纷纷出现在前者的销售策
略中。

而不愿就此“退市”的传统代
理人，大多瞄准集团化的商旅出
游、企业商旅服务等更为“细分”、
窄众的市场进行深耕。就重庆本
地市场而言，目前仅留下差不多
三家大型的专业机票代理机构，

“这些大平台全部扩充了上下游
资源整合，推出综合性的服务产
品。”一位不愿具名的代理人士
说，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和线上旅
行机构的业务是“重合”的，都在
发力更多更实在的“增值”服务。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航司收
回代理机构“服务费”，以“奖励”

的形式进行有限返佣，的确倒逼
了新型票代平台兴起更多元、更
人性化、更透明的增值服务。

而这些“服务”是否应反映到
市场价格中？对此，业内人士分
析认为，包括OTA在内的新兴分
销平台向航司收取代理佣金、向
消费者收取一定服务费，并接受
市场的调节，是合理的，具备可操
作性。有业内人士也提出收取

“代订技术费”的说法，认为这有
利于提供服务却“倒贴”的线上分
销平台合理地权衡收支。

“依靠传统的线下资源和人
脉开展业务的中小机票代理商将
成为过去，各种增值服务之间的
厮杀较量才刚刚开始。”一位不愿
具名的票代人士说，“机票分销”
正撬动一片潜力巨大、消费亟待
升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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