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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千元起步、快速培训变身优质单身

电视相亲节目嘉宾“生源”调查
尽管近些年来各类综艺层出不穷、快速迭代，但始终没能撼动观众对于相亲类节目的“刚性需求”。面对形形色色的嘉
宾，关于他们的身份真假、经历虚实，自2010年开始便多次成为大众及从业者质疑的焦点。十年过去，“造假”的现象究竟是否
有所改善？带着这样的疑问，北京商报沸点调查小组日前潜入进一个相亲节目面试群后发现，有偿参与、身份造假的现象并
未有削减之势。当观众拿着遥控器，因台上的男女嘉宾没能成功牵手而感到惋惜，抑或是蠢蠢欲动地要将个人信息发送节目
组寻找另一半时，殊不知台上的这些嘉宾，竟是经过中介公司培训后的“
演员”。

带长辈参加节目的能获得最高1万元/ 期
的报酬。
明码标价
“几年前相亲节目的报酬还是几百元
“你真相信相亲节目里的男女嘉宾都 不等，但现在已经增长至录制一期便能获
是真的单身吗？”曾有过参与相亲节目经历 得数千元甚至上万元，因此也有群众演员
的张先生向北京商报记者回忆道：
“七年前， 将此作为自己的副业，在某一档节目待了
我参加了当时正火的一档相亲节目，希望 较长时间后，换个造型、换个身份，便会考
通过节目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但真的到了 虑更换到另一档节目。”群演李然如是说。
现场和其他嘉宾聊天时才发现，原来他们
大都是演员，录一档节目还有300元的劳务
“培训”上岗
费。当时，我感觉自己就跟被骗了一样。”
正计划面试某档相亲节目的曾女士向
时至今日，相亲节目是否依旧“以假乱
真”？带着这样的疑问，北京商报沸点调查 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自己还在上大学，只是
小组根据知情人士提供的线索，成功潜入 因为此前身边有同学参加过相亲节目，而
到一个名为“周末面试群 女”的相亲节目 且拍摄了好几期，所以自己也想试试赚点
“当时同学报的职业是空姐，因为
面试群。该群专门用于向群成员发布不同 生活费，
节目招募男女嘉宾的信息。其中，《非诚勿 她本身外貌条件就相对较好，同时身边也
扰》《新相亲大会》等知名节目均在其中。 有家人从事相关的职业，对空姐这一职业
据该群负责人王先生介绍，每档节目 比较了解，但我一点也不熟悉，平常只是喜
对于男女嘉宾的要求不一，以《非诚勿扰》 欢跟朋友一起去爬山或者徒步，所以打算
《新相亲大会》为例，要求男女嘉宾不低于 将职业报成专业驴友”。
如今各档相亲节目在选择嘉宾前都会
21岁，具有一定表达能力；《中国新相亲》则
要求男嘉宾的年龄在32-55岁之间，女嘉 经过十分严格的面试环节，李然告诉北京
宾在30-45岁之间，且以上三档节目均包 商报记者：“想要拿到劳务费，并不是一件
轻松的事情，上岗前，介绍人会进行简单培
差旅住宿。
在劳务费方面，各档相亲节目普遍为 训，告诉你一些面试时需要注意的细节，以
3000-6000元/ 期，最低则1000元/ 期，携 及如何包装自己，只有顺利通过面试，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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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才算到手。”
“记得前台登记都写下自己的介绍人
是谁，导演不等任何人，千万不能迟到，面
试最好带上身份证……”
进群后不久，北京商报记者便收到来
自群主发来的信息，以及面试时需要注意
的各种事项。
王先生表示，如果想更顺利地通过节
目组的面试，当天在前台登记时，专业不要
写表演，也不要报学生、礼仪、演员、模特等
职业，要给自己报一个既相对熟悉又能让
人有好感的工作，届时导演组会对嘉宾的
工作情况问得比较详细，可以报有特点的
职业，如宠物殡葬师、专业驴友、酒店试睡
员、建筑师、精算师等，但是一定要对该职

业有一定的了解，学历最低大专。
“向导演介绍人生经历、感情经历时，
可以多加些故事情节，一定要不停地说，不
会让人觉得冷场，且每个人都要体现出自
己的特点，如幽默搞笑、知性、女神范儿、可
爱萝莉、说话嗲等。而在拍摄现场，类似专
门为某位嘉宾特意报名、精心准备告白礼
物等情节，也不能排除存在提前安排的可
能性。”王先生如是说。
互惠互利

“三分真七分假”“假的比真的多”……
诸如此类的描述已成为相亲节目难以摘下
的标签，与此同时，另一个疑惑也尚未解

游戏行业景气度回温 掌趣科技转型打造新驱动
伴随游戏市场及企业自身调整到位，在5G、云游
戏等新兴技术加速催化下，国内游戏行业正迎来新
一轮价值成长周期，景气度显著回温。
《2019年度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19年中
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308.8亿元，同比增长
7.7%。其中，移动游戏贡献占整体销售收入近七成，
达到1581.1亿元，同比增长18%，成为拉动游戏市场
整体增长的主要因素。同时，2019年中国自主研发游
戏海外市场营销收入115.9亿美元，折算人民币约为
825亿元，同比增长21%，具备强劲的增长潜力及扩张
势头。

保证了游戏与动漫原作高度统一的代入感。根据IP
特点，《一拳超人：最强之男》在系统玩法及社交互动
方面进行了多元化创新，在推广方面也借力原著动
漫中如“我变秃了，也变强了”等经典台词梗，通过地
铁广告、展会、直播等多元渠道触达用户，并在社交
网络引起了广泛讨论，赢得了原作粉丝及大众用户
的广泛认可。结合研发优势和精准发行的合力，《一
拳超人：最强之男》手游上线首日即登顶国内App
Store免费总榜，并长期稳居各大榜单前列，成为漫
游联动的典型案例。
之后，掌趣科技还陆续推出了《境·界：灵压对
决》《我的英雄学院：入学季》等多款二次元精品游
戏，市场反馈良好，其优质研发产能持续交付背后，
存量市场分化 精品游戏受欢迎
是公司不断根据市场变化趋势调整竞争策略，积极
与欧美等成熟市场情况类似，近年来国内游戏收 推进研运一体化转型的成果体现。过去两年间，公
入规模上升的同时，用户增长明显放缓。2019年中国 司确立了“以产品为中心，构建持续产出优质内容
游戏用户规模6.4亿人，同比增长5.9%，环比增长 强研发体系，加强现有发行体系能效”的阶段战略
1.3%。行业分析人士表示，用户规模增长趋缓一方面 目标，先后通过组织架构调整、技术夯实、团队融
代表市场接近饱和，用户成本及竞争激烈度持续攀 合、人才激励等多项改革举措不断强化内生增长动
升；另一方面内容红利、技术红利、改革红利将取代人 能，完善游戏从立项、IP、研发、测试，到发行、运
口红利，成为游戏行业未来发展的新驱动。
营、维护等全产业链体系构建。同时，公司注重底
《2019中国移动游戏出海深度洞察报告》也指出， 层引擎技术的积累和布局，完成了Unity3D、H5和
过去两年中，全球游戏下载量增长逐渐趋缓，但用户 虚幻4引擎框架搭建，并在关键技术领域获得突破，
支出和使用时长则继续保持着强劲的增长态势，增速 为后续游戏产品画面、性能及技术升级奠定了坚实
分别高达35%和55%。因此，存量博弈下，市场需求正 基础。
加速分化，针对特定细分市场用户，以精品化优质内
容争夺用户碎片化时间，提升ARPU值及付费率，便
海外市场拓展加速
成为了游戏企业目前发力的重点。
国内市场红海竞争不仅要求游戏企业不断改良
二次元品类就是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细分游戏
市场之一，其2019年实际营销收入已达到215.6亿 产品技术和经营策略，也使得“出海”成为了突围增
元，同比增长12.9%；用户规模1.16亿，同比增长 收、提升行业影响力的普遍选择。根据Newzoo预计，
10.7%，趋势稳步上升。由于具备相近的文化情感链 2019年全球游戏市场将实现1521亿美元销售收入，
接，且年龄结构相对年轻，二次元用户往往具备较高 其中，中国市场实现销售收入365亿元，占全球市场
的品牌忠诚度和消费意愿，愿意为真正优质的游戏 比重为24%。
虽然中国企业出海仍要面临欧美、日韩等优质游
作品买单，也带动了一批画风细腻、制作精良、玩法
戏厂商的竞争，但目前来看，已有相当数量的不同类
创新的精品二次元游戏脱颖而出。
以掌趣科技自主研发并发行的漫改手游《一拳 型、由中国厂商自主研发的游戏在全球上百个不同
超人：最强之男》为例，游戏改编自知名日本动漫IP 地区的下载榜和畅销榜进入头部，呈现出多品类、多
《一拳超人》，深度还原了原作动漫的美术风格、剧情 区域、广覆盖的良好态势。其中，在印度、俄罗斯、印
发展和世界观设定，邀请动画原班声优为游戏配音， 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中国发行商则占据了30%以

上的用户支出，达到较高水平。而在亚欧美等成熟市
场，把产品做出适应当地人文的改进，也会增加竞争
实力。以《阴阳师》《刺激战场》《奇迹MU：觉醒》为代表
的产品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充分证明了国产手游已
具备世界领先水准。
在品质过硬基础上，游戏想要成功出海仍然需要
专业、高效的海外发行体系支撑。掌趣科技作为国内
最早谋求全球化发展的代表游戏企业之一，同样积累
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海外发行方法论，即组建专业的海
外发行团队严控本地化质量、面向不同区域文化和用
户属性针对性制定投放推广策略、精细化产品运营
模式以及快速响应当地市场需求等。同时，还要注重
游戏与优秀文化的系统化融合，为游戏赋予更深层
次精神内涵和正确价值观，讲好中国故事，做好中国
表达。
结合优势研发体系和成熟海外发行体系双重作
用，掌趣科技旗下多款重点游戏也在全球市场“全面
开花”：公司自主研发的MMO手游《全民奇迹》早在
2015年便登顶韩国应用市场畅销榜，迄今全球累计
流水超11亿美元；2018年6月，公司自研手游《奇迹
MU：觉醒》出口韩国，获得韩国GooglePlay畅销榜
第二，AppStore免费榜第一，并一举成为韩国市场
2018年手游收入的殿军，且于日前获评GooglePlay
Bestof2019“最佳对战游戏”奖项。此外，《拳皇98终
极之战OL》《魔法门之英雄无敌：战争纪元》等公司
自研产品在日韩、东南亚、欧美等地区表现亮眼，《一
拳超人：最强之男》也计划在日本发行，构建起掌趣
科技不断拓展的出海版图。
有分析师认为，掌趣科技曾有《奇迹》系列《大掌
门》《拳皇98》等多个爆款产品，研发及IP积累丰厚；
公司经历三年调整，当前不论在管理团队、研运体
系、技术积累方面都已到位，2020年或将迎来产品爆
发期。
可以看出，无论是夯实研发技术、拓展海外市
场，还是立足全产业链的研运一体化转型升级，包括
掌趣科技在内的各大游戏企业的调整变化其实正是
整个中国游戏产业摒弃粗放发展模式，寻求高质量、
可持续驱动的时代缩影。游戏行业景气度回暖，离不
开这类注重精品、放眼全球化的中国游戏公司不懈
地创新与努力，也必将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开，那就是以王先生为代表、为相亲节目提
供嘉宾的介绍人，又是如何得知相亲节目
的嘉宾需求，从而对旗下的面试者进行培
训的呢？
据资深制片人刘鹏表示，相亲节目在
寻找嘉宾时，虽然节目组本身也会对外发
布招募信息，但这只是嘉宾来源的一部分，
“由于相亲节目数量较多，以及人们对相亲
节目的信任度相对较低，因此节目组直接
招募的嘉宾有限，此时就会选择与其他公
司合作，如婚恋网站、营销公司、经纪公司
等，委托对方帮忙招募嘉宾。而后者在从
自身资源中寻找合适嘉宾的同时，也会再
通过其他渠道，这时就会出现介绍人这类
角色”。
此外，王先生在解释面试注意事项时
也曾特别强调这样一番话：“报酬录制完一
周左右结算，找介绍人领取。但参加面试时
不要问导演关于节目报酬的问题，因为节
目组招人的原则是真实交友，如果提问报
酬会让导演认为是托，抱着赚钱的目的，并
被直接刷掉。”这也透露出与其直接接触的
并非是节目组。
北京商报沸点调查小组以“相亲嘉宾
招募”为关键词在网络上进行搜索后发现，
很少有节目组直接发布招募信息，更多的
是广告公司、婚恋网站以及营销公司，且该
类招募信息也明确标示了相关节目对于嘉
宾的要求。
“当介绍人为招募方提供的嘉宾入选
后，招募方便会将报酬及费用交由介绍人，
此时介绍人便会从中抽成，双方也算是互
惠互利，一个完成了工作任务，一个获得了
收益。所以现在的相亲节目观众看看就好，
大家无需太过认真”，刘鹏如是说。
北京商报沸点调查小组

31处老旧厂房试点转型文化空间
为进一
步打通北京市保护利用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间“最后一
公里”，推动疏解腾退空间服务全国文化中心建设，12月
18日，保护利用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间政策培训会在北
京文化创意产业展示中心召开，并围绕《保护利用老旧
厂房拓展文化空间项目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及相关手续办理进行政策解读和咨询答疑。
新时期，围绕“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北京加快
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城市有机更新，释放大量老旧厂
房资源。如何让这些记录历史风貌、承载城市记忆的老
旧厂房焕活新生，北京市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指出了
明确的方向和清晰的路径。
近期刚刚出台的《管理办法》着力破解老旧厂房转
型文化空间在实践中存在的改造建设及登记注册“审批
难”问题，通过明确相关手续涉及哪些部门、流程怎么
走、各环节有什么要求，为项目主体清晰梳理了从申请、
立项、规划、施工、验收到登记注册的一整套流程规范，
在全国范围内率先为打通老旧厂房文化再造通道给出
了系统解决方案。在前期摸底、调研基础上，该办法将首
先试点应用于首都31处老旧厂房转型文化空间项目。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实习记者 伍碧怡）

六大街区为北京阅读季助力
12月21
日，据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以下简称“北京阅读
季”）官方消息，12月19日-31日阅读盛典期间，主办方邀
请宣武门、西四、王府井、三里屯、中关村、回龙观6个阅读
街区成为阅读盛典分会场，以多条阅读漫游路线、丰富的
阅读活动，构成不同街区的特色“阅读场”。
据悉，宣武门阅读街区以京味文化、古都文化为特
色，街区有PageOne·北京坊店、中国书店·琉璃厂店、
诗空间等阅读书店；西四阅读街区已成为西城区的阅读
推广地标，有北京图书大厦、红楼公共藏书楼、自在博物
书店等阅读空间；王府井大街阅读街区，数家阅读空间
呈“连点成线”，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阅读场”；中关村高
等学府、科研机构林立，钟书阁、国土资源部科普基地大
地书院、邺架轩书店等阅读空间凸显“硬核”特色；回龙
观阅读街区社区众多，使其成为了家庭阅读、亲子阅读
的好去处。6个阅读街区，29家阅读空间，打造新型特色
“阅读场”，创新阅读活动形式，以发掘城市文化价值。
北京商报讯 （记者 卢扬 实习记者 伍碧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