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年第一批“90后”将迈入30岁门槛，而这批更年轻的客群也超过“80后”

成为旅游消费市场上的主力军。12月25日，多家OTA发布年终统计数据显示，

2019年，“90后”境外游同比增长近30%，近五成“90后”消费群体一年出境玩

超两次，近三成“90后”一年内多次打卡同一个境外目的地。此外，“95后”则更

热衷于一地多刷， 一年中多次到访同一目的地的人数同比增长超过160%。同

时，这一群体受热门IP影响较大，飞猪数据显示，《权力的游戏》终结后，冰岛旅

游增幅超30%。携程也提到，自《长安十二时辰》大火后，平台上飞西安的机票

搜索量暴增140%。专家表示，“90后”作为年轻消费群体，旅游出行的意愿更

加强烈，同时旅行消费能力也较高，旅行时更愿意追随热点，这也要求旅游企

业在产品设计和营销策划时需随时调整，不断打造新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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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新投资者 长城影视能否触底反弹

拟再增资扩股

据公告显示，长城影视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长城集团通知，长城集团及公司实际控制

人赵锐勇、赵非凡与陕西中投、老凤皇签署

了《合作框架协议》，长城集团拟引入陕西中

投、老凤皇开展股权合作，各方将通过股权

合作，整合各自优质资源，共同推进长城集

团债务重组等事项的工作，建立各方可持续

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

而根据合作协议显示，此次陕西中投、

老凤皇拟不低于20亿元实物资产对长城集

团进行增资扩股，同时将出资不低于15亿元

现金参与长城集团后续债务重整优化，或通

过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与长城集团开展战

略合作。

这已不是长城影视控股股东第一次欲

引进其他公司展开股权合作。今年6月，长城

影视曾发布公告称，长城集团及长城影视实

际控制人赵锐勇、赵非凡与上海桓苹医学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桓苹医科”）签署《合

作协议》，计划开展股权合作。其中，桓苹医

科拟对长城集团增资扩股不低于15亿元，并

与长城集团、赵锐勇和赵非凡合作，具体内

容在桓苹医科尽调完成后再另行签署最终

合作协议。在完成对长城集团的尽职调查

后，桓苹医科将就化解长城集团的债务危

机、后续发展等与对方协商并签署最终合作

协议。

半年时间内，接连两次引入其他公司进

行增资扩股，且每一次均提到“债务”“危机”

等相关描述，不禁令人们联想到长城影视及

其控股股东当下所处的困局。

陷经营泥潭

近一周内，部分人的微信朋友圈收到这

样一条消息：“法院发布老赖名单啦，助力法

院，打击拒执，举报并提供长城影视财产线

索，赢取千万悬赏金。”据悉，这正是杭州中

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悬赏令，且悬赏额最高可

达1307.69万元。而该悬赏令与今年6月长城

影视收到杭州仲裁委员会出具《裁决书》，长

城影视及实控人赵锐勇、赵非凡为全资子公

司东阳影视与建行西湖支行开展资产收益

权理财产品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需

支付各类欠款合计超过1.3亿元有关。

然而，这并非是长城影视所涉及的所有

债务。据11月30日长城影视发布的关于部分

债务到期未清偿的进展公告显示，部分债权

人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长城影视

及其子公司立即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等，涉

及诉讼的逾期债务合计达到4.21亿元，到期

未清偿利息则合计为1153.37万元。

与此同时，长城影视自上市后接连“买

买买”、收购事项达到约30笔的行为，也在

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苦果。其中，长城影视收

购的两家广告公司上海胜盟和浙江光线在

业绩承诺期后，两家公司的广告业务发展

不佳，此外，长城影视此前并购的旅行社也

一度出现业绩滑坡的情况，不仅造成商誉

减值，也导致长城影视的业绩大幅下滑。

2018年，长城影视全年亏损4.14亿元，而在

2019年，长城影视仍未摆脱亏损的阴云，

前三季度实现归属净利润-4144万元。除

此以外，长城影视还面临着部分银行账户

被冻结、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等问题，这与曾

推出《红日》《武则天秘史》《太平公主秘史》

《隋唐英雄传》等影视作品的发展时期形成

反差。

为进一步了解长城影视当下的经营现

状，以及此次股权合作的具体计划，北京商

报记者多次致电长城影视董秘办公室，但电

话均未被接听。在投资分析师许杉看来，长

城影视当下的局面与该公司此前的频繁收

购有关，且部分交易采用了使用自有资金的

方式，再加上收购标的后期业绩不佳，也未

与公司原有的影视业务产生良好的协同，导

致公司出现较大的资金压力。

前景阴云未散

对于此次增资控股，长城影视也有着自

己的打算。

长城影视方面在公告中指出，本次长城

集团与陕西中投、老凤皇的股权合作，有助

于长城集团引入优质的外部资源及资金，共

同化解长城集团及公司目前面临的资金压

力。各方将优势互补，共同发力，打造可持续

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如果各方签署最终股

权合作协议，将有利于缓解公司目前的资金

压力，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充实公司的现金

流，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若能够获得相关公司的资源及资金支

持，对于缓解资金压力能够带来一定帮助，

但长城影视若要重新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

并非只是资金，还需持续推出优质的影视作

品以稳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影视传媒行

业分析师曾荣如是说。

据公开资料显示，此次增资控股的两家

公司陕西中投和老凤皇，前者主营业务为受

托资产管理，并以林业康养产业为依托，后

者则以矿产资源的投资及运营，贵金属工艺

品、珠宝首饰的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为主

营业务，与影视行业的关联度相对较低。

此外，据长城影视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

该公司影视业务所实现的收入仅为2050.01

万元，在主营收入占比不足一成，仅为

8.49%，而具体到作品内容层面，该公司则表

示，影视业务的收入来源主要为《浴血红颜》

《家国恩仇记》《大西北剿匪记》《大玉儿传

奇》《太平公主秘史》《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母爱如山》《旗袍旗袍》《隋唐英雄传》等的

发行收入。但北京商报记者查询发现，以上

均为前几年推出的作品，并未有今年新推的

影视剧。

在许杉看来，影视公司若要拥有持续的

市场竞争力，需要具备推出优质新作的能

力，假若长城影视的债务、诉讼、股权被冻结

等问题相继解决，亟待解决的便是创作出受

市场认可的新作品，从而提升市场竞争力及

品牌形象。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出境游偏向“冷门”

根据携程发布的《2019国民旅游消费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目前仅携程平台

上1990-1995年出生的消费者，就占预订产

品用户总量的近两成，而“95后”所占份额也

达到了17%，二者相加高达四成左右。

整体来看，“90后”游客对于出境游的消

费热情持续不减。据飞猪统计显示，今年“90

后”境外游同比增长近30%，超过境内游，其

中近五成一年出境玩超两次，更有不少人甚

至每个月都出去玩。

由于出境游经验丰富，更多“90后”更愿

意寻找小众目的地打卡，其中，中东等区域日

渐受到青睐。据悉，今年多个OTA平台上，赴

塞尔维亚、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白俄罗

斯等冷门目的地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

100%，其中，“90后”贡献十分明显。

在北京联合大学在线旅游研究中心主任

杨彦峰看来，“90后”的经济压力相对较小，

可用于旅游的时间也比较充足。“整体来看，

‘90后’消费能力还是比较可观的，随着出境

游的成本不断下降，更多的‘90后’群体愿意

通过自由行或跟团游的形式出境游玩。”杨彦

峰表示。

“一地多刷”成主流

在旅游消费习惯上，“90后”也与其他年

龄段的人群存在一定的差异。有OTA负责人

表示，传统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式的观光已无

法满足年轻游客的需求，体验当地生活逐渐

成为他们的旅行目标，因此，反复赴一地游玩

甚至短期居住，正逐渐代替“赶场”旅游成为

主流旅游形态。

携程相关负责人分析指出，“90后”尤其

是“95后”热衷于一地多刷，即一年中多次到

访同一目的地的人数同比增长超过160%。具

体来说，日本、泰国、中国澳门、美国、新加坡

等均是热门之选。品当地美食、住民宿、找个

当地向导带着玩，年轻群体更愿意用这样的

方式体验当地文化。

而此前飞猪也曾发布数据显示，年轻游

客对一地多刷的兴趣更高，他们更愿意深度

体验旅行目的地。年轻的“90后”对于玩透的

追求比“80后”强烈，通过多次游玩，可以更深

度地探索喜爱的目的地。据悉，去年，有OTA

调查称，出境游中一地多刷的游客增速已达

近三位数。浙江工商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

院博士后、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乔光辉表

示，现在的年轻消费群体对于旅游的关注点

和以往有所不同，更加注重体验感和沉浸感，

所以很多会选择在同一景区多次打卡。

追着IP渐流行

对于“90后”来说，在确定旅游目的地时，

除了“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之外，还有不

少人会专门为了热门IP打卡“同款”而制定行

程。淘宝天猫平台数据显示，在《权力的游戏》

终结后，“90后”赴冰岛旅游人次增长超30%，

赴克罗地亚的旅游人次增幅超25%。

还有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热播的电视剧

《长安十二时辰》播出期间，“90后”的旅游清

单中就席卷起了一场“长安热”。当时，西安当

地的旅游演出《长恨歌》的门票订单量日均增

幅高达64%，有不少“90后”会特意在行程中

留出时间去观看演出。

实际上，近几年，我国旅游市场中“圣地

巡礼”类旅游产品的火爆，就与“90后”热爱追

着IP走的旅游消费习惯密切相关。此前，马蜂

窝还曾发布《圣地巡礼：全球新旅游用户行为

分析报告》显示，高达60%的中国“90后”有过

“圣地巡礼”经历，他们巡礼的主题不仅包括

ACGN文化（Animation动画、Comic漫画、

Game游戏、Novel小说），还覆盖影视剧、综艺

等多个领域。举例来说，如被漫画作品《灌篮

高手》带热的日本镰仓、因动画电影《你的名

字》而被广为人知的日本飞弹市等。今年初，

马蜂窝还与日本动漫旅游协会签约，双方将

联合生产并发掘日本动漫旅游信息。

对此，乔光辉表示，“90后”更加注重出行

的体验感，这就要求景区在相关配套设施、服

务等方面作进一步的强化，“对于知名度还不

是很高的景区来说，通过加强细节服务和特

色路线等方式来打出自己的招牌，抓住游客

的同时也树立了景区口碑，在数据共享的时

代背景下加强曝光度，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

打卡”。另外，杨彦峰也直言，旅行社想要抓住

年轻游客的心，只通过价格优势明显不够，更

要在内容方向下功夫，“首先是对景区内的附

加产品进行细化和筛选，毕竟‘90后’更趋向

文化消费和时尚消费，对于一些小众和有特

色的产品关注度更高，旅游企业可以从新媒

体渠道入手，加强景区特色的宣传，打造自身

的热点，来进一步吸引年轻游客群体。

驴妈妈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

采访时则强调，景区可以针对“90后”的审美

偏好去“踩热点”，结合当前市面上大火的影

视产品、综艺节目等资源开发相应的旅游产

品及路线，但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同质化问题。

另外，很多“90后”的休闲时间都集中在晚间，

景区也可以加大夜游投放量揽客。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实习记者 杨卉

每年出境超两次“90后”的旅游账单中藏着这些商机

刚刚被法院公开发布悬赏令并征集

财产线索的长城影视，12月25日发布了

一条控股股东拟进行股权合作的公告，

称拟引入陕西中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陕西中投”）、安徽老凤皇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凤皇”）两家公

司，化解自身的资金压力。曾因推出《大

明王朝》《隋唐英雄传》 等影视作品而受

到关注的长城影视， 今年以来却因业绩

下滑、涉及借款纠纷、子公司股权及银行

账户被冻结等一系列问题而处于聚光灯

下。那么，此次的股权合作又能否让长城

影视从困局中脱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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