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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

素菲）据记者了解，暑期档大热动画电影

《哪吒之魔童降世》已确定将代表中国内

地竞逐 2020年第 92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

片（原最佳外语片）。截至目前，该片内地

累计票房 49.69 亿元，仅次于《战狼 2》，位

居中国影史票房榜第二位。

据悉，第92届奥斯卡共有93个国家和

地区选送影片冲击“最佳国际电影”奖，目

前主办方已公布各国家和地区的选送名

单，而该奖项将于 12 月 16 日公布入选的

10部影片，随后在2020年1月13日对外公

布提名影片，并于 2020年 2月 9日进行颁

奖。而在此前，中国曾选派《邪不压正》《滚

蛋吧！肿瘤君》《一九四二》《金陵十三钗》

冲击奥斯卡。

10月8日，历经6个月的改造，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地下2层，一个全新打造
的充盈着光和绿意的美妙空间——“Food Garden美食花园”正式开业。

这里不仅提供了老乡鸡、小山城麻辣香锅、金刚馄饨还有面、一合家肴等中国各
地美食，还有船仔泰面、哇饱、Manner Coffee等包括泰式料理、日式料理、西式简餐
在内的世界各国高品质佳肴。

不同于传统定义的地下美食广场，“Food Garden美食花园”不仅在装饰上别具
一格，同时还设有专属的会议及活动空间，将面向白领和亲子家庭定期举办各类精
彩活动。

充盈着光和绿意的美食花园。 □本报记者 王延 文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图

本报讯（记者 王延）近日，三大运

营商陆续开启 5G套餐预约，标志着 5G
正式商用已经越来越近。截至 10 月 7
日，通过三大运营商平台预约5G套餐的

用户数量已达937.97万。

作为国内最早开启 5G商用预约活

动的一家基础运营商，中国移动从 9月

20日便允许用户通过短信、“中国移动”

App、扫二维码三种方式参与中国移动

的预约活动。

9月29日，中国电信也启动了5G商

用预约活动，成功预约的用户将在5G套

餐正式销售时收到短信或客户端推送通

知。9月30日，中国联通跟进开启5G商

用预约活动，参与活动的用户除了可以

预约5G折扣套餐外，还可以在活动页面

内购买5G手机。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7日，通过

三大运营商平台预约 5G套餐的用户数

量已达 937.97万。其中，中国移动预约

用户数超 565.91万，中国联通预约用户

数达 178.32万，中国电信预约用户数超

193.74万。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将近千万

用户预约5G套餐，足见用户对于5G的热

情，同时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运营商启动

5G预约活动也只是5G正式登场的预热，

最终的效果如何，还要等5G正式商用。

在套餐优惠方面，中国移动网龄 5
年及以上享 7折优惠，网龄 5年以内享 8
折优惠；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均为网龄

3年及以上用户享 7折优惠，网龄 3年以

内及新入网用户享8折优惠。三大运营

商均连续6个月提供5G套餐折扣优惠，

而且还提供购机优惠。

此次预约活动中，三大运营商还未

透露 5G套餐的具体内容。业内人士对

此指出，5G套餐价格相比 4G套餐价格

不会高太多，同时流量单价的不断下探

也将是必然趋势。

本报讯（记者 王延）近日，2019桐

庐（上海）秋冬旅游产品推介会在浦东举

行。推进会通过视频 MV、旅游企业推

介等形式，把桐庐的生态山水、人文历

史、美食养生、全域旅游等元素一一展

现。

“道桐庐之美，美在文化底蕴深厚，

美在产业基础扎实，美在发展活力无

限。”桐庐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陈伟琴说，

杭黄高铁的开通，大大缩短了上海到桐

庐的距离，桐庐诚挚地邀请上海朋友们

坐最美高铁，到最美桐庐，赏一赏田园风

光，逛一逛秀美乡村，住一住乡村特色民

宿。

推介会现场，桐庐县带着多款秋冬

产品前来。喜欢亲近自然的市民游客，

可以踏上江南古村落狄浦花海，感受沁

人心脾之旅，可以夜游富春江，感受春江

花月夜意境。喜欢极限运动的市民游

客，高山滑雪、峡谷漂流、空中滑翔总有

一款让你“尖叫”。喜欢热闹的市民游

客，迎新年、闹新春，过传统春节，桐庐准

备了浓浓年味的活动，可以重回无忧无

虑的儿时。除此之外，“吃货”朋友们还

可以一尝桐庐的“春江鱼宴”，感受真鲜

纯美的食材带来舌尖上的快感。

■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素菲

昨天，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明年奥斯

卡“最佳国际电影奖”的消息，让动画电影

《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哪吒》）再一

次成为焦点。

在票房一路高歌猛进，逐渐逼近50亿

元的同时，《哪吒》在电影衍生品方面的表

现却稍微欠缺。有数据显示，《哪吒》目前

公开的衍生品销售额超1800万元，但与另

一部动画电影《大鱼海棠》（总票房 5.64亿

元）在上映 2周后衍生品销售总额即突破

5000万元相比，这个成绩并不算亮眼。电

影衍生品被视作为电影在票房收益之外的

又一利润来源，但让电影票房与衍生品销

售齐头并进，并非易事。

漫长等待难挡消费热情

《哪吒》官方微博透露，电影官方授权

的衍生品涉及手办、卡包、钥匙链等，品种

丰富。记者在游戏动漫众筹平台摩点网搜

索看到，该平台共有 3个《哪吒》授权衍生

品项目进行众筹。

从众筹结果看，《哪吒》主创与末那工

作室共同推出的系列官方授权衍生品受

关注度最高。页面信息显示，该系列衍生

品包含电影角色手办、合金珐琅徽章、艺

术家合作款系列，截至今年 9月 30日众筹

结束，项目共获得 31866 人支持、筹得超

1500万元，即便商品要至少等到 2020年 4
月才出货，依然难挡众多消费者的热情。

此外，电影与歪瓜出品合作的包括徽

章、挂件、钥匙扣、海报、立牌等在内的系列

周边，也已于今年8月26日结束众筹，筹得

金额 211.83万元，目前周边商品正在制作

中。电影与 mini doll 合作的潮玩周边将

于 10 月 13 日结束众筹，目前已获得 5681
人支持，筹得超 133万元。由此计算，《哪

吒》在摩点网平台的衍生品销售总额已超

过1800万元。

“山寨”周边抢先横行

与官方授权手办仍在集体制作、预订、

众筹中不同，在各大电商平台，《哪吒》的“山

寨”周边已经取得了超高销量。

记者在淘宝搜索“哪吒周边”“哪吒手

办”等关键词看到，有大量印有电影角色形

象的抱枕、T恤、玩偶在售。以销量排序，一

款足足有20余个《哪吒》电影角色形象可选

择的抱枕，月销量超过6500件。因“发货迅

速”“价格便宜”等因素，甚至吸引了不少“回

头客”。

此外，日常用品笔记本、制作难度极高

的手办等，均难逃被“山寨”的命运。其实，

早在《哪吒》热映期间，投资发行方光线影

业就发表版权声明函表示，未经授权从事

《哪吒》衍生品开发/招商的行为属于侵权，

侵权方应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同时呼吁观

众抵制盗版、保护原创、尊重创作者的合法

权益。

但不可否认的是，出货极快的“山寨”周

边正是抓住了衍生品销售的黄金期，取得了

“遍地开花”的局面。有数字显示，在目前国

内的电影衍生品市场中，盗版产品占80%。

IP变现的重要途径

知名 IP 衍生品能带来多大规模的收

入？据《全球衍生品收入TOP10电影》榜单

统计，截至2018年年底，迪士尼凭586亿美

元的收入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电影公司。

其中《星球大战》从1977年到2019年，在全

球斩获 64.9亿票房的同时，在衍生品方面

也创造了320亿美元的高收入。同样，旗下

有《龙珠》《海贼王》《火影忍者》等授权的万

代南宫梦，仅靠玩具模型，每年能为母公司

创造2000亿日元收入，占全产业链的40%。

但在国内，电影收入的90%仍源于票房

和植入式广告，电影衍生品创造的收入还未

达到全片10%。记者了解到，今年年初的热

门影片《流浪地球》是目前国产影片衍生品

市场最大的电影，目前已开发了100余个品

类的产品，市场容量在8亿元左右。

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电影衍生产业仍处

于起步阶段，如何更规范地推动行业发展？

有专业人士表示，要将衍生产业的发展纳入

到整个创作的框架中，抓住衍生品开发和销

售的最佳时期，迅速反应，才能不给“山寨”

周边留下可乘之机。

《哪吒》票房高涨 衍生品在哪里？
粉丝被迫买“山寨版”，专业人士建议应抓住时机迅速反应

三大运营商
5G预约用户超930万

桐庐秋冬旅游产品推介会
在浦东举行

环球金融中心“美食花园”
全新亮相

中国内地选送《哪吒》竞逐
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素菲）国庆长假除了休闲娱乐，“剁手

族”们“买买买”的热情丝毫未减。国家

邮政局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期

间，全国邮政行业运行平稳。10 月 1
日-7 日，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 9.88
亿件，同比增长 23%；投递包裹 9.44 亿

件，同比增长 21%。

从全国情况看，揽收量居前列的城

市主要为：金华（义乌）、广州、深圳、上

海、杭州、揭阳、苏州、北京、温州、泉州；

派送量居前列的城市主要为：上海、北

京、广州、深圳、重庆、成都、苏州、杭州、

东莞、天津。

从揽投情况看，10 月 1 日-7 日，全

国邮政行业日均揽收包裹 1.41亿件，为

上月日均值的 78%；日均投递包裹 1.35
亿件，为上月日均值的 77%。

国庆期间全国邮政行业投递
包裹9.44亿件

《哪吒》将代表中国内地竞逐2020年第92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