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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众筹模式在文化娱乐行业，尤其是 IP 周边衍生产品打造方面不断获得成

功。消费者的认知度和接受度逐渐提高，IP众筹项目覆盖类型逐渐丰富，金额纪录不断

被打破。在业内人士看来，国内不缺优秀的制造商，缺的是大 IP。最近，《流浪地球 2》衍

生品广受追捧，验证了“电影+衍生品”模式已经具备本土化土壤。

阅 读 提 示本报记者 杨召奎

今年春节档电影，《流浪地球 2》好评如潮，

票房已超 34 亿元，同时带动了电影衍生品市

场的火爆。该电影的衍生品在网络平台上的

众筹项目取得不俗成绩，其中赛凡科幻众筹产

品原本目标金额 10 万元，两周时间已筹集超

1.2亿元，刷新了 IP周边产品众筹金额的纪录。

IP众筹为何屡破纪录？“电影+衍生品”模

式发展前景如何？《工人日报》记者就此进行

了采访。

《流浪地球2》衍生品市场火爆

《流浪地球 2》的热映带动了电影衍生品

市场的火爆。

此次参与《流浪地球 2》衍生品开发的公司

有赛凡科幻、52TOYS、布鲁克积木、商汤科技

等。其中，赛凡科幻的产品主要有 MOSS（电

影中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拼装版、MOSS 成品

版、数字生命卡定制版、笨笨（电影中的机械

狗）拼装版、笨笨成品版等，售价在 149元～488
元之间。赛凡科幻众筹产品原本目标金额 10
万元，但截至 2月 1日，已筹集资金超 1.2亿元，

目前众筹已提前结束。该系列周边众筹刷新

了中国影视周边众筹和中国拼装模型预售的

纪录。

52TOYS作为《流浪地球 2》唯一变形玩具

官方授权方，基于笨笨推出联名款变形机甲玩

具，售价为 168元。截至 2月 7日，用时两周多

时间，该产品在淘宝众筹中筹得的金额已突破

1000万元，远超设定的 10万元原始目标金额。

业内人士指出，此次围绕《流浪地球 2》的

衍生周边产品中，赛凡科幻预售的 19 万个笨

笨拼装版产品以及 1.2亿元的众筹金额，令国

内文娱行业、消费市场刮目相看。而 52TOYS
预售的变形机甲玩具众筹数量超过 5万个，这

一数据也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实现从0到1的商业化落地

IP 众筹第一次被广泛关注是在 2018 年，

摩 点 上 线 故 宫 出 版 社《谜 宫·如 意 琳 琅 图

籍》——故宫首款互动解谜游戏书筹得金额

超 2020万元，创下了当时的最高纪录。

近年来，众筹模式在文化娱乐行业，尤其

是 IP 周边衍生产品打造方面不断获得成功。

消费者的认知度和接受度逐渐提高，IP众筹项

目覆盖类型逐渐丰富，金额纪录不断被打破。

“众筹作为一种新的营销方式可以帮助

我们更好地与玩家进行互动，基于官方众筹

平台的流量实现产品精准曝光，吸引更多的

消费者关注优质的项目。同时，通过不同档

位的设置，可以帮助玩家解锁更多福利。随

着众筹的持续进行，福利也将解锁更多，有效

提升了玩家的消费体验。”52TOYS 高级产品

总监汪寅对《工人日报》记者说，由于电影衍

生品模式在国内发展属于初期，市场存在不

确定性，而众筹可以帮助企业提前预估产能，

在供应链端做更好的产品储备。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IP产品众筹纪录之所以频频被刷新，其核

心在于这种商业模式能够深度挖掘粉丝经济，

充分发挥 IP 的吸引力，借助互联网平台和社

区，调动粉丝力量为 IP项目筹资。尤其对于有

一定粉丝基础、但预算有限的创作者来说，众

筹可以助力其实现从 0到 1的商业化落地。

业内人士指出，此次《流浪地球 2》衍生品

众筹破纪录的原因在于，《流浪地球 2》IP的加

持、淘宝平台的放大作用、科幻粉丝的情感价

值、售价比较合理、设计上让支持电影的普通

观众看到诚意等多种因素。

例如，在情感价值方面，周边衍生品的本

质是一种“粉丝经济”，粉丝在付出金钱的同

时，还附加了情感价值在其中。汪寅表示，影

片中笨笨的角色情感与 52TOYS 变形机甲玩

具背后的情感具有一致性。在影片中人物图

恒宇遭遇致命伤害，提醒笨笨逃离时，笨笨不

离不弃始终陪在图恒宇身边，令人动容。

“电影+衍生品”模式大有可为

电影衍生品与电影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2-2027年电

影衍生产品行业市场深度分析及发展规划咨

询综合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

二大电影市场。然而，与国外的成熟发展模

式相比，我国电影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还处

在起步阶段，发展空间巨大。

在海外，“电影+衍生品”模式使得电影行业

与玩具行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推动双方行

业的壮大及长远发展。以《星球大战》系列影片

为例，从 1977年首部影片到 2020年，上映影片

的全球票房共计 102.91亿美元，而其授权的商

品收入已经达到422.17亿美元，是票房的4倍。

据了解，目前国内电影市场收入 90%以

上来自票房和植入式广告，影视衍生品收入

占比不到 10%，电影衍生品行业还有广阔的

市场亟待开发。

在业内人士看来，国内不缺优秀的制造

商，缺的是大 IP。国外的大 IP衍生产品，一般

也都是在中国生产的。《流浪地球 2》衍生品广

受追捧，验证了“电影+衍生品”模式已经具备

本土化土壤，拓展了品牌和国内玩具行业的

想象空间。

“这次众筹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了国内电

影衍生品行业的希望，给了行业更多信心与

动力，相信未来整个行业将呈现高速增长的

态势。”汪寅说。

单个项目筹资超 1.2亿元，爆款 IP带动衍生品走俏

众筹屡破纪录，“电影+衍生品”市场的春天要来了

本报讯（记者周怿）日前，生态环境部办公厅、水利部办

公厅联合发文，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

据介绍，此次排查整治，进一步细化了排污口排查整治

的分年度目标任务，要求 2023 年底前，完成流域干流及重要

支流（水体）、重点湖泊、重点海湾排污口排查，完成 80%溯源

和 30%整治任务；2024 年底前，基本完成上述排污口溯源，完

成 70%整治任务；2025年底前，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此次两部门发文，对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工作提出了具

体要求，各相关部门要细化明确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权限范

围和具体边界，与流域内相关省份协商一致后报生态环境部，

经批准后及时更新办事指南，并予以公开。各省级生态环境

部门要对上述范围外的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确定本行政区

域内分级审批权限，于 2023年 2月底前完成并向社会公开。

同时，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按照要求，将入河排污口设置

审批纳入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依法依规实施行政许可，推行告

知承诺、集成服务、一网通办等改革措施，实现政务服务标准

化、规范化、便利化，更好满足行政许可申请人办事需求。

我国将全面排查整治入河入海排污口
计划今年底前完成流域干流等排污口排查

春运写真

本报记者 彭冰 柳姗姗 本报通讯员 王冰

“春节过后，很快会迎来学生流、务工流，

势必造成线路供电负荷需求大幅增加，必须

保证接触网设备高质量运行……”1 月 28 日

节后上班第一天，张磊就带领工友们紧锣密

鼓地投入到设备巡检工作中。

张磊是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公司长春供

电段牵引供电车间集中修工区工长。按照部

署，工区职工分成 3个巡检小组。其中，张磊、

张鹏举、孙志超为一组，重点对长春北站至一

简堡区间接触网设备进行徒步检查。长春北

站是哈大线重要区段，更是全局乃至全路有

名的大编组站，线路复杂，设备繁多。

张磊和组员不敢掉以轻心，迎着冬日的

阳光，细心观察着每个接触网设备的状态。

野外寒风刺骨，虽然已是“全副武装”，但大家

仍然感到寒气逼人。很快，氤氲的呼气变成

了冰霜，挂在他们的脸上、帽子上。

作为现场防护员，孙志超密切关注着巡

检现场情况。张磊和张鹏举则把注意力都集

中到了巡检路线的锚段关节、分段绝缘器、拉

线基础和支柱状态上。

在一处支柱旁，张磊站住了脚，用力拉了

拉基础拉线，发现拉线有些松弛。他从工具

袋中取出扳子和套筒，开始紧固拉线。“这是

夏天调整过的设备，冬天冷冻导致基础土膨

胀，支柱偏移，拉线受力松弛。如果不及时处

理，严重了会影响行车。”张磊一边干活，一边

对张鹏举说，“干咱们这行，就得眼明心亮！”

当天的巡检结束后，张磊仍不能闲下来。

他忙着把巡检发现的设备问题录入数据库，

并进一步完善巡检线路图。张磊说：“在春运

中，我们没有列车员、火车司机、车站站务员那

样闪亮夺目，但为了保障铁路大动脉的畅通，

我们愿意当一颗默默无闻的‘螺丝钉’。”

保障铁路大动脉畅通的“螺丝钉”

本报记者 叶小钟 本报通讯员 曾勇

2 月 2 日，K534 次列车满载着 1038 名务

工人员从湖南新化站缓缓开出。记者了解

到，这是今年春节后广铁集团开行的第 200趟

复工返岗专列。

广东是中国第一用工大省，超千万外来

务工人员来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占全国跨省

流动就业的三分之一。保障务工人员顺利返

岗，促进珠三角数十万家工厂复工复产，是广

铁节后春运一项重要任务。

抢时间就是增效益，助返岗就是促经

济。节后，广东铁路部门日均安全运送超过

80万务工人员到达广州、东莞、深圳等地。

为了帮助务工人员及时回到工作岗位，广

铁集团根据返程客流变化和车票预售情况，精

准实施“一日一图”，做好运力梯次动态投放，及

时安排动车组重联、恢复开行和增开列车，扩大

运能有效供给，精准满足务工旅客出行需求。

针对广州、深圳、东莞、虎门、佛山等热门

务工集中地区，广铁集团日均加开 140趟旅客

列车，从外省抵粤，为千万名务工人员顺利返

岗提供充足运力，解了务工人员和企业复工

的燃眉之急，为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同时，广东铁路部门密切加强与各省市

之间联系，联合多地政府部门开行“点对点”

务工专列逾 200趟，遍及湘、鄂、豫、皖、黔、渝、

川等主要劳动力输出省份。

“以前我们出去打工都是坐大巴去广州，

路上要十几个小时，还容易晕车。坐高铁只

要 3个多小时就到了，太方便了。”来自湖南省

邵阳市隆回县向家村的马先生说。

广铁跑出复工返岗“加速度”

本报北京2月7日电（记者北梦原）今年

以来，各地“新基建”项目加速推进。作为“新

基建”的一个重要发力点，智慧交通领域传

来捷报。今天，装配“中国芯”的新一代高频

高性能超距毫米波雷达新技术新成果在京

发布，智慧交通有了一双看得更远、更准的

“眼睛”。

在交通运输领域，毫米波雷达是重要的

感知传感器。近年来，随着汽车智能化发展

不断提速，车载毫米波雷达应用快速拓展，日

渐成为汽车标配。更智能的车需要更具智慧

的路，此次发布的新一代毫米波雷达看得更

远、更准，组网后可实现全路段波束覆盖，全

天时全天候超视距感知交通状态，进一步提

升道路的“智慧水平”。

据了解，新一代毫米波雷达在技术上实

现了“中国芯”、远距离、全覆盖、高可靠、高精

度、多场景六大突破。它首次采用国产芯片，

解决了核心元器件“卡脖子”的技术难题。探

测纵向距离达 1200 米以上，横向覆盖范围达

50 米，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有效解决了传

统毫米波雷达远距探测能力不足的问题。

据专家介绍，该雷达在交通运输领域应

用前景广阔，可帮助识别交通拥堵等道路状

况，为交通治理提供便利，为提升道路畅通

提供数据支持。同时，还可判断异常停车、

超速行驶、压线变道、逆行等危险驾驶及交

通违法行为。

借助于毫米波雷达技术的进步，车路协

同融合感知的能力也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

当服务于智能网联车辆时，该雷达以超低时

延功能将雷达探测数据发送至车端，协助

L3、L4 级智能网联车辆提高周边态势感知和

分析能力，实现避碰、车道级导航、危险预警

等功能。

该雷达由河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公路学会科技成果转化

中心联合发布。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在

高频段毫米波雷达芯片研发方面取得重大技

术进步，对毫米波雷达芯片及毫米波雷达产

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雷达的应用将为多

形态韧性交通感知网络提供有力技术保障，

引领我国智慧交通建设进入新阶段。

2月7日，“中老泰”全程铁路运输往返班列首发列车从云
南省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驶出。 新华社记者 丁怡全 摄

本报讯（记者王冬梅）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野生动植

物和古树名木鉴定技术及系统研发”应急项目揭榜挂帅榜

单。国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研院校、企事业单位等均可

组建科研团队申报。项目申报者无年龄、学历和职称等要求，

按照“谁能干就让谁干”的原则，确定揭榜团队。项目研发时

限 2年，经费 1000万元。

当前，在野生动植物和古树名木物种保护领域，亟待研发

具有高效、精准、权威和普适性特点的野生动植物物种鉴别技

术和软件。针对这一问题，国家林草局启动“野生动植物和古

树名木鉴定技术及系统研发”应急项目揭榜挂帅。

项目主要目标是，建成动植物物种各不少于 100 种的智

能识别样本库与知识库，样本标识正确率为 100%，研制“云—

端协同、人—机结合、线上线下互动”野生动植物精准鉴定云

服务系统和智能识别 APP，系统整体鉴定精度不低于 98%。

建立不少于 10个树种古树名木树龄鉴定技术体系，建成古树

树龄真实性检验样本库，一、二、三级古树名木树龄鉴别精度

误差分别低于 25%、20%和 15%。

国家林草局于2020年开始启动实施一批周期为2年的揭榜

挂帅项目，围绕林草行业生产应急科技需求，向全社会公开张榜。

项目研发时限 2年，经费 1000万元

国家林草局启动一应急项目揭榜挂帅

本报北京2月7日电（记者甘皙）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

获悉，1月快递发展指数报告显示，2023年快递市场实现良好

开局，节日运行平稳有序。

1 月份快递发展指数为 265，与去年农历同期相比提升

1.5%。其中发展规模指数、发展能力指数和发展趋势指数分

别 为 290.2、202.4 和 103.6，分 别 同 比 提 升 19.4% 、0.9% 和

27.7%，服务质量指数为 356.4。
1 月上旬，在节日消费的利好推动下，行业持续稳定运

行，元旦假期快递业务量与去年相比增长 15.2%，4 日、5 日连

续突破 4 亿件，市场迎来恢复性增长。春节前后是快递业务

的淡季，自 1月 14日起，市场规模较日常水平有所回落。春节

假期（1月 21日至 27日），快递包裹揽收量约 4.1亿件，与去年

春节假期相比增长 5.1%，约为 2019年同期的 2倍。

据悉，邮政管理部门就春节寄递服务保障进行了形势研

判，加强指挥调度，明确要求企业就春节期间的运营网点提前

进行公示公告，提前告知消费者，做好供需对接。同时，快递

企业通过提高一线福利与补贴水平、员工轮休等方式，有效弥

补节日期间运力空缺。快递企业在局部地区投放智能无人

车，为消费者提供便捷取货体验，增强春节保障能力。

1月快递发展指数报告发布

快递市场实现良好开局

本报讯（记者赖书闻）记者从 2022 年海南外贸情况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去年，海南外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 2000 亿

元关口，达到 2009.5 亿元，比 2021 年增长 36.8%，增速较全国

快 29.1个百分点。

2022 年海南进出口快速增长，四个季度进出口值分别为

435.9亿元、478.9亿元、516.8亿元和 577.9亿元，呈逐季扩大的

趋势，增速均明显快于同期全国水平，特别是出口连续 12 个

月保持 50%以上的高速增长。

2022年，海南 19个有进出口记录市县中，18个市县实现不

同程度增长。其中，万宁、临高、保亭、澄迈、五指山、三沙等 6
个市县增速均超过 1倍。从进出口规模看，儋州、海口、三亚位

居前三，进出口总值分别为 951.8 亿元、605.6 亿元和 214.8 亿

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47.4%、30.1%和 10.7%。

同时，外贸主体快速增长，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领跑。2022
年，海南有实际进出口业绩的企业数量达到 1545 家，同比增

加 20.7%。其中，民营企业 1366家，增长 21.6%，进出口总值占

全省的 47%，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总值大幅增长 79.5%，增速高居首位。

出口连续 12个月保持 50%以上高增长

海南外贸年进出口总值突破2000亿元

“中老泰”全程铁路运输往返班列首发

这是 2 月 7 日在中集来福士山东烟台
建造基地拍摄的建造中的大型浮式生产储
卸油船（无人机照片）。

春节过后，各地企业开足马力忙生产，
力争实现“开门红”。

新华社发 （唐克 摄）

节后生产旺

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
规模为31845亿美元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记者刘开雄）国

家外汇管理局 7 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1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1845 亿美

元 ，较 2022 年 末 上 升 568 亿 美 元 ，升 幅 为

1.82%。

“2023 年 1 月，美元指数下跌，全球金融

资产价格总体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

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

升。”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

经济持续恢复、呈回升态势，内生动力不断增

强，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新一代毫米波雷达新技术在京发布

智慧交通有了一双看得更远更准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