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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部作品待发 B站加码国产动画 豌豆思维战略升级
数理思维赛道打响突围战

屡屡犯错

7天酒店又双■■出现卫生问题了。

近日，一则“7天酒店床单疑似呕吐物”的

视频在网上被广泛传播。针对此次事件，7天

酒店迅速回应表示，7天酒店将引以为戒，并

加快存量门店改造升级，严格加强门店的卫

生管理和监督工作。

虽然7天酒店“认错迅速且承诺改正”，但

对于该酒店集团来说，屡次“失信”于消费者

已让不少人对其承诺的执行效果持怀疑的态

度。实际上，早在2016年4月，有媒体曾报道指

出，包括7天等多家快捷酒店将床品、毛巾洗

涤业务外包给第三家厂家，后者将带血、带呕

吐物的床单混在一起用火碱洗涤，导致床品

PH值超标。去年12月底，还有视频曝光过7天

等连锁酒店床单“暴力蒸白”的黑幕；今年2

月，铂涛酒店集团旗下的丽枫和7天连锁酒店

又被消费者指出存在用客房毛巾擦拭马桶等

现象；今年5月，深圳市卫生监督部门集中开

展的专项整治行动，在卫生信誉等级评定复

审工作中，7天等酒店被予以“降级”。接二连

三发生的“卫生门”事件，也让7天酒店贴上了

“卫生问题惯犯”的标签。

资料显示，7天酒店隶属于铂涛集团旗下

品牌，是国内最早运营的经济型酒店品牌之

一，目前在全国超过370多个城市拥有超过

2000多家门店。2015年9月，锦江股份斥资83

亿元收购了铂涛集团81%的股权，此后2017

年10月，锦江股份再次收购铂涛集团

12.0001%股权。

华美顾问机构首席知识官、高级经济师

赵焕焱指出，住宿业的安全和卫生是基本要

求，也是运营的底线，卫生问题频出也暴露出

该酒店品牌的管理问题。

压缩用工成本

对于7天“卫生门”屡犯难止的原因，不少

业界人士将其归结于成本高企、业绩下滑的

背景下过度压缩成本所致。

根据7天酒店的母公司、锦江酒店2019年

第三季财报显示，截至2019年9月30日，中国

境内开业满18个月以上的经济型酒店，在出

租 率 、 平 均 房 价 及 每 间 可 售 房 收 入

（RevPAR）方面均有不同程度下滑。具体来

看，经济型酒店整体出租率73.38%，比去年同

期下降了5.25%；平均房价为160.71元/间，比

去年同期下降0.84%；RevPAR为117.92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7.47%，这些数据均包含7天

酒店在内。在分析人士看来，锦江旗下经济型

酒店品牌各项指标纷纷下滑，包括7天酒店在

内的盈利能力都在不断下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酒店管理人员

指出，这几年经济型酒店的生意越来越难

做。由于成本的上升，不少酒店为了控制压

缩成本，牺牲了对卫生标准的贯彻。一方面

这些酒店支付打扫客房的服务员较低的

工资或者直接外包，或者干脆将这类酒店的

洗涤业务外包。同时，在酒店床单布草的更

换和房间打扫方面等又缺少相应的监管，在

压缩酒店用工成本的情况下，卫生问题便频

繁暴露。

事实上，不仅仅是卫生问题，今年7月，武

汉一家7天酒店还发生了坍塌事故，此事也将

该酒店“差评”直接暴露在公众面前，由此还

引发了业界对于7天酒店管理的质疑。

而且，在7天频陷“卫生门”的同时，该

酒店连锁品牌也“巧合”地出现了大量关店

的情况，而这不禁让人开始猜测二者之间

存在的联系。《2019中国酒店连锁发展与

投资报告》显示，截至 2019年1月1日，7天

酒店的规模位居中国连锁酒店品牌第三

位，拥有门店2326家，客房201432间。但即

便如此，业界还有统计显示，近两年内，7天

连锁是全国众多经济型酒店品牌中关店总

数最多的，该品牌今年在国内的市场占比下

降了1.74%。

“不可否认，导致7天酒店门店集中关停

可能存在物业租赁到期等多种因素，但其中

也不能排除是由于经营压力过大、团队难以

支撑如此大规模的门店管理所致。”有专家

直言。

恶性循环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7天似乎已经陷入

了一个经营的恶性循环之中。”景鉴智库创

始人周鸣岐表示。还有专家甚至直言，目前，

7天酒店的处境可谓“四面楚歌”，不仅酒店

卫生问题屡禁难止，加之此前直营店楼体坍

塌等问题，7天的内部管理机制深受质疑，

管理团队短缺等现象浮出水面；另一方面，

面对国内外一干竞争对手的“内外夹击”，7

天酒店的市场地位也受到明显冲击，在好物

业一房难求，经营方却想方设法压缩成本的

背景下，7天酒店在经营困局中似乎已越陷

越深。

在周鸣岐看来，对于7天酒店来说，近期

接连暴露出各种问题的“治本之策”还是需要

尽快调整管理层，以及管理层的经营思路和

理念。“随着7天酒店品牌被收购，该企业原有

的经营团队的角色从所有者变成了管理者，

而这也让7天的管理层开始更注重业绩而忽

视了对品牌质量的把控。”周鸣岐透露，在酒

店经营成本压力日益攀升的背景下，7天选择

了“节流”而非难度更高的“开源”的方式来维

持盈利，砍掉了一些必要的质量管控职位，一

味地降低成本，疏于对旗下门店的服务、设施

品质管理，过度地去追求一张“好看”的财报

数据成绩单。

“相较于‘夫妻店’或者其他规模比较

小的民宿等，经济型连锁酒店的竞争优势

在于统一的管理标准，它们在服务品质、会

员制度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特别是在

卫生清洁方面，普遍都会有比较正规的清

洁服务商提供服务。”周鸣岐表示，从近期

7天酒店的一系列表现可以看出，在所有权

转移后，7天管理层的经营问题已积攒到一

定程度，如果这些问题不尽快根治，一段时

间后，消费者流失、加盟商“出走”等现象

都会逐渐出现。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关子辰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持续在动画领
域布局的哔哩哔哩（以下简称“B站”）于11

月17日对外发布了2019-2020bilibili国创

动画作品，包括《三体》、《天官赐福》在内的

40部作品在列。近年来B站在动画领域频繁

布局，不仅在资本层面投资多家公司，并与

相关公司联合出品动画作品，还推出针对年

轻动画创作者的扶持计划。

据2019-2020bilibili国创动画作品列

表显示，此次B站全新发布27部国创作品，

同时公布了13部作品的最新进展，其中涉及

不少具有较高知名度的IP，如备受读者和业

内期待的《三体》目前正在制作过程中，预计

于2021年正式上线正片内容；同时《天官赐

福》、《凡人修仙传》等小说改编作品，也出现

在列表中；此外成为一代人青春记忆的《我

为歌狂》也在此次宣布回归，计划未来上线

《我为歌狂2》。

B站自成立之初便与动画密不可分，并

因上线诸多作品成为不少动画爱好者聚集

的平台。而在近年来，尽管B站也在开拓其

他业务的发展，但也未停止对动画业务的布

局，尤其是国产动画，也逐渐成为B站涉足

动画的主要领域之一。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B站已参与出品

88部国创作品，除此以外，B站还不断通过

资本运作方式投资了海岸线动画、中影年

年、娃娃鱼动画等十余家原创动画公司，

同时还在去年对网易漫画的主要资产进

行收购，包括后者的App、网站、部分漫画

版权及其相关使用权益等，由此巩固自身

对国产动画的产业链布局。此外，B站现也

已推出原创动画创作者的扶持计划，在一

定程度上使自身进一步增加原创内容的

存量。

国产动画现已成为诸多方面争相布局

的领域，这离不开近段时间国内出现多部高

票房动画电影的影响。然而也不难发现，口

碑票房双丰收的国产动画

电影仍只是少数，且据猫

眼专业版显示，尽管每年

有数十部国产动画电影上

映，但截至目前，实现票房

在5亿元以上的只有7部，

票房在亿元以上的也仅有

26部。与此同时，在部分国

产动画得到成年观众认可

的同时，大部分作品仍难

以摆脱低幼化的标签，同

时制作质量也有待进一步提升。

虽然国产动画的发展还面临着一定发

展挑战，但B站对于国产动画的发展空间有

着较高的认可度。在B站副董事长兼COO李

旎看来，2020年中国的“80后”将进入40岁，

“00后”进入20岁，随着动画受众的年龄增

长，意味着动画这一内容形态，将从过去的

少儿或者青少年需求，开始真正成长为全民

的需求。

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9年中国动画

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动漫行业

总产值已达1712亿元，未来仍继续保持增

长，预计2019年实现总产值1941亿元。艾瑞

咨询分析师认为，儿童仍为国产动画的主要

受众，但随着国产非低幼番剧作品数量和质

量的逐渐上升，12岁以上的青少年人群也将

逐渐被国产动画所吸引。

此外，影视传媒行业分析师曾荣指出，

B站布局国产动画并非只是为了这一项业

务，而是瞄向整个ACG，并实现各个细分领

域及环节的联动，再加上IP的开发从而获得

更高回报。

北京商报讯（记者 程铭劼）继火花思维
接连获得明星资本青睐后，另一家数理思

维教育品牌豌豆思维也于11月18日进行

了全新的战略升级，豌豆思维创始人张洁

透露，公司主要围绕学习体验趣味化、学习

过程个性化、学习效果清晰外化三个方面进

行了升级。

自去年教育部联合四部门下发《关于切

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

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和中高考政策改革

的持续推进，都在倒逼机构从培养学生综合

素质能力出发，进行学科类素质教育方式的

探索，“学科教育素质化”成了推动数理思维

赛道发展的契机。

在素质教育政策导向下，思维能力培养

已成为新的教育创业热点方向。据业内人士

分析，数理思维赛道由于仍处于渗透率有较

大提高空间的行业红利期，再加上教育政策

日趋倾斜，不断地利好加持，都带来了这一

赛道的繁荣。且在该赛道初具规模的品牌和

教育机构相对较少，大部分机构仍属于发展

早期，行业尚未跑出独角兽。对教育投资者

而言，是布局良机。

据不完全统计，数理思维赛道目前已经

有超过21家创业公司进入，且有7家以上获

得了融资，其中火花思维、豌豆思维等多个

品牌获得了知名投资人的青睐，同时精锐教

育旗下的至慧学堂和掌门教育旗下的掌门

少儿也加入了赛道竞争中，接连完成两轮融

资后的豌豆思维又马不停蹄地宣布全面战

略升级，则彰显该赛道正在进入突围期。

据广证恒生测算，当前少儿数理思维的

市场规模约110亿元，未来有可能达千亿级。

7月24日掌门教育首次公布少儿业务的成

绩，单月营业额突破4300万元，预计2019年

全年营收突破5亿元。11月18日，豌豆思维披

露其最新营业数据称，在“双11”当天，豌豆

思维营收破1000万元。亮眼的成绩背后是整

个数理思维赛道显示的巨大机会。

充满机遇的数理思维赛道同样面临挑

战。据悉，数理思维赛道普遍采用的在线小

班模式在当前主要的问题便是运营效率低

下，是一个明显需要依靠老师和内容来进行

内生性增长的存在。师资成为在线数理思维

小班这几家选手的重要突破难点。与此同

时，1对4、1对6的班型构成也进一步加剧了

优秀师资匮乏的难题。

为了解决优秀师资缺乏的难题，张洁提

到，当前豌豆思维已经搭建出了一套教师管

理体系。在这套体系中，豌豆思维要求所有

老师在每节课之前要登陆系统后台进行备

课、磨课、试讲，并且要求每节课的备课时长

要达到8个小时以上。系统还会对备课过程

进行全流程监管。

无独有偶，于今年8月宣布完成8500万

美元融资的火花思维也提到要与南开大学

共同创建人才培养合作开发基地，为后续

教育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师资成为了各

家数理思维品牌绕不开的核心竞争力，也

成为了未来竞争中的成败因素之一。而谁

能成为数理思维赛道最终跑出的头马，值得

长期关注。

卫生漏洞频出 7天酒店四面楚歌

7天酒店再次因“卫生门”登上热搜，与此同时，业界流

传出的一则统计数据显示，从去年初至今，该品牌旗下酒店

数量已减少239家，成为近两年国内经济型酒店中关店总数

最多的企业。 就此，11月18日，7天酒店回应北京商报记者

称，7天的开店速度确实较前两年有所放缓， 但这背后的原

因主要是近几年部分酒店物业租赁合同集中到期， 很多原

有物业不再符合7天标准。 对于7天连续出现的卫生状况，7

天酒店表示，将引以为戒，加快存量门店的改造升级，严格

加强门店的卫生管理和监督工作。不过，又一次的“保证”和

“解释”， 依旧无法掩盖这家经济型酒店连锁品牌正在面临

的内忧外患。

数据来源：《2019中国酒店连锁发展与投资报告》

2019中国经济型连锁酒店
品牌规模TOP3

如家酒店
首旅如家酒店集团

客房数 233226间

门店数 2253家

汉庭酒店
华住酒店集团

客房数 220646间

门店数 2283家

7天酒店
锦江国际酒店集团

客房数 201432间

门店数 2326家

B站

B站部分国创作品一览

《三体》

《天官赐福》

《我为歌狂2》

《火凤燎原》

《凡人修仙传》

《罗小黑战记众生之门篇》

《少年歌行风花雪月篇》

《请吃红小豆吧！》第三季

《最后的召唤师》

《猫之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