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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环”价格翻番 Switch机会来了？

售价倍增

“一个月前我在购物车里收藏这款游戏

的时候才700多元，而现在已经涨了一倍多！”

玩家周鸣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作为学生党，年

前他曾想着收到压岁钱再购置《健身环大冒

险》游戏，但是年后发现目前这款游戏的价格

已经大大超出他的预算。

公开资料显示，《健身环大冒险》作为

Switch平台上一款主打健身的体感游戏，发

售于2019年10月18日，健身环配件与游戏一

同销售，官方销售价格（含）为79.99美元，约合

560元人民币。而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一

个月前在淘宝上的《健身环大冒险》价格约在

740元，疫情防控期间游戏价格一路飙升，截

至2月12日，超过200人付款的《健身环大冒

险》商品中最高售价已达到1799元。

北京商报记者采访多位商家时获悉，随

着《健身环大冒险》游戏的走红，由于改款游

戏的操作必须搭配Switch主机使用，随着新

玩家的不断进入，近段时间以来Switch主机

的销量也随之增长。

北京商报记者从销量排名前五的电商店

铺中分别筛选出前20条最新评论发现，近八

成的买家都提到“宅家”“特殊时期”“居家健

身”等关键词。多名在目前高价期间仍乐意入

手的玩家告诉记者，自己对这款游戏甚至主

机游戏都不太了解，但是宅家期间，不能去健

身房又不想在家变“肥宅”，所以就选择了购

买这款游戏。

“娱乐、锻炼是宅居生活中人们的一大需

求，而在目前这款游戏恰恰切合了市场需求”，

游戏行业分析师梁声认为，《健身环大冒险》自

发售以来本就是Switch平台较为热门的游

戏，它借助硬件外设辅助，将运动和游戏相结

合，让玩家在通关打怪中达到锻炼的目的。

产能短板

对于质疑《健身环大冒险》是被商家故意

炒高的声音，淘宝店主冯先生不以为然，“不

是我们故意拉高价格，是因为游戏太火爆了，

我们进货价格也一直在涨，这款游戏本来就

货少”。

“因为国内并没有官方的销售渠道，我们

都在境外进货，但境外的渠道价格也在涨，

算上路费、春节运费，这个价格只能说赚得

也不多。”某电商店铺负责人进一步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此外因为快递物流延迟等因

素，进货也很受影响，“2月10日8-12点4个

小时内，已经售出了45套游戏，但目前店内

库存只剩89套左右，需要进货的频率越来越

高”。

值得注意的是，任天堂曾于2月6日在官

网发表公告表示，因受到疫情的影响，主机、

周边等各项硬件将可能或继续陷入缺货状

态。公告指出，Switch主机及Joy-Con等周

边设备等的制造及运输将造成无可避免的影

响。此外，公告亦特别指出，现在处于货源短

缺情况的《健身环大冒险》的运输也会受到影

响而延迟。

在游戏从业人士林小迪看来，作为体感游

戏，《健身环大冒险》的配件健身环从原材料到

制作加工环节都比较讲究，因此产能方面也受

到一定影响，“早在2017年，任天堂的产能比较

低导致供货不足。供不应求的背后，任天堂产

能不足的短板日益显现，这也是任天堂开卖

Switch以来广为人诟病的问题”。

“从长远来看，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也

并不是好事，很多玩家会因高价望而却步，而面

对缺货也会失去耐心而选择其他游戏”，冯先生

表示，目前看来，这款游戏短时间内价格不会下

降，可能还会上涨，但也有很多玩家开始咨询其

他非Switch平台独占的体感游戏。

尴尬难解

“对于任天堂来说，关键就是要卖核心产

品Switch主机，而非游戏，这就好比苹果还是

要卖手机，不是卖手机里的App，任天堂屡次

携Switch入华，也正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官方

销售渠道，而不是让那些分销商分了自己的蛋

糕。但目前和腾讯的合作进展未能如期实现，

国行主机本身限制过多，即使能通过插卡玩上

《健身环大冒险》等游戏，更多人依旧选择购买

非国行的主机版本”，梁声表示《健身环大冒

险》的火爆是大众对任天堂品牌文化的一种认

同，但要让国行Switch“深得民心”，未来在内

容布局和可玩性方面还是要加强考虑。

北京商报记者采访多位商家时获悉，随

着《健身环大冒险》游戏的走红，近段时间以

来询问这款游戏及Switch主机的消费者明显

增多。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电商平台商家所

销售的版本大部分为非国行版本，这也反而

更加凸显了国行Switch慢半拍的尴尬。”冯先

生如是说。与此同时，国行Switch官方微博下

是网友的“维权”声音。其中最热门的评论是

“我真的真的真的后悔入国行了”。针对网友

的意见，北京商报记者试图联系任天堂与腾

讯方面，但截至发稿未得到回应。

公开资料显示，推出国行Switch已经是

任天堂第三次尝试打入中国内地市场。任天

堂曾于本世纪初两次尝试自行开拓中国内地

市场，但2003年的尝试因国内游戏市场盗版

问题严重而大受冲击，2005年的尝试则因免

费手机游戏席卷市场而铩羽而归。2019年12

月，任天堂与腾讯联合宣布，国行版本的

Switch正式发售，并宣布《新超级马力欧兄弟

U豪华版》率先上线，“未来数周”将有其他两

款游戏登陆国行Switch。

“国行Switch在国内市场一直处于尴尬

的局面，首先重度玩家早已通过其他渠道购

买了Switch，而对于新用户来说，目前国行

Switch商店提供的游戏过少，且无法与其他

地区的Switch联机，对玩家的体验有一定的

影响，导致国行Switch错过了‘宅经济’这波

红利的收割。”林小迪对此强调，虽然很多非

主机玩家在这段时间内认识到Switch平台，

但这次的火爆更倾向于Switch的品牌文化在

国内市场获得很好的展示机会，并不意味着

能带动国行Switch的销量。

1月31日，任天堂发布了2019年Q3财报

并回答了关于国行Switch主机的销售情况。

任天堂表示，与腾讯合作的国行Switch销量

“还不是很大”，估计在中国大约有300万台

Switch，其中包括水货（非国行版本）与国行。

“对于任天堂来说，好的游戏推广出去更

有说服力，尤其是主打家庭娱乐的游戏更能

展示任天堂的特色，”梁声表示，《健身环大冒

险》的火爆是大众对任天堂品牌文化的一种

认同，国内市场的拓展更需要提升大众对主

机游戏的认识。据2019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

显示，目前国内“家庭游戏主机游戏”仅仅占

据整个游戏市场的0.3%。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实习记者 伍碧怡

乐多港奥特莱斯购物中心（以下简

称“乐多港奥莱”）的仓促闭店并没有留给

品牌商户足够的准备，而后续问题至今仍

悬而未决。2月12日，乐多港奥莱正式闭店。

但在闭店前夕，不少商户向北京商报记者

透露，大多数商户与乐多港奥莱签订的经

营协议合同并未到期，强行闭店也并没有

任何补偿。业内律师指出，商户可与商场方

协商继续承租或赔偿，若二者无法实现，商

户可保留完整的证据选择是否通过法律途

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直到2月12日闭店前夕，乐多港方面

仍未给予商户关于后续问题的具体回

复，多数商户表示不会离开乐多港。在闭

店当天，北京商报记者向多家商户了解

到，历经一个月的协商，目前乐多港奥莱

并没有给商户明确的撤场安排和后续如

何经营的回复。

一家女鞋商户向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因为涉及自家品牌的租赁合同尚未

到期，自己暂时不会离开该项目，同时，

在宣布闭店至正式闭店期间，商户作为

乙方依旧正常支付商场的物业费及人员

管理费。

同时，还有一些商户向北京商报记

者反馈，闭店消息仅是一纸通知，并没有

留给商家提前撤场准备。其中一家经营儿

童业态的商户表示，2019年7月自己刚刚

与乐多港商业公司签订五年的合同，截至

目前门店刚刚经营了不足半年时间，就遭

遇强制撤场行为。该商户还表示，目前已

有不少消费者要求退还预付卡，而乐多港

也未给出自己明确的回复，重整开业是否

还能再次进驻，或对于合同临时终止是

否给予具体解决补偿办法。

北京商报记者在商户提供的合作经

营协议书的第十六条违约责任中看到，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规定各

项条款，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

因此给另一方造成的一切损失。除了上

述条款，合同中多为乙方责任说明。

对于商户撤场的问题，北京乐多港

发展有限公司商业分公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该公司已组建4个对接小组负责

与商户对接，并计划针对不同类别的商

家进行处理，例如，对于合同已经到期的

商户，后续主要是平稳过渡和交接等方

式处理；对于此前因商户违约乐多港发

展商业分公司已经解除合同的商户，后

续主要是完成交接并依照合同进行处理

等方式处理。

上述负责人表示，在此过程中会尽量

跟商户进行协商解决，若是最终难以通过

协商的方式解决，后续该公司也有权依靠

法律途径进行解决。

对于未来乐多港万达广场开业计划，

有接近万达的知情人士透露，未来该项目

的招商、运营全部由万达商管团队负责，

该项目将加大儿童业态的打造，如引入儿

童主题街区和万达宝贝王项目，同时增加

儿童教育和餐饮业态，以及增加万达旗下

的影院配备。

在北京商报记者采访过程中，未联系

到接盘方万达商管乐多港项目的具体负

责人。但有接近万达商管该项目的知情人

士表示，乐多港万达广场项目刚刚签约完

成，目前还未到招商阶段。但该人士表示，

万达接手之后，重启招商，应该会对业态

比例及商户层次重新划分。

商户问题或会成为接盘者进场招商经

营的最大阻碍。有不愿具名的商业人士指

出，如果商户不愿退出，经营许可证上的注

册地址依旧在使用中，接下来的商家不好

进场经营。按照正常清退商户的流程来看，

如果属于提前解约，乐多港应承担一定的

责任，例如合同中甲方提出清退商户，可以

适当给予商户免租或赔偿装修费用。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高新企业法

律事务部副主任胡海春表示，在商场与商

户的租赁合同中有明确的法律关系，所以

合同签署后对双方都有法律约束力。购物

中心在合同签署后，转让商场致使双方签

署的租赁合同无法履行，系违约行为，租

户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商场承担违约责

任，包括违约金、损害赔偿等。

北京商报记者 闫岩 刘卓澜

正式闭店 乐多港遗留问题未解

持续的宅居模式， 让任天堂旗下一向

“小众”的体感游戏借机火了一把。北京商

报记者独家调查发现， 任天堂主机Switch

平台上一款名为《健身环大冒险》的体感游

戏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售价从700多元

翻番增长至如今的1799元， 而对于商家故

意借机炒高的质疑也不绝于耳。 价格疯涨

的背后究竟是否有人在趁火捞金？ 对于几

度入华失败又在去年牵手腾讯的任天堂来

说，这一次能否真正叩开国内市场的大门？

带着这些疑问，北京商报记者展开了调查。

《健身环大冒险》销售价格变化

2019年
10月18日

2020年
1月

电商平台价格约740元

2020年
2月11日

电商平台价格约1550元
最高可达1799元

开始发售

官方销售价格（含）为79.99美元，

约合560元人民币

北京将提前启动电影专项资金资助申报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2月12日，北京市

电影局官方微博发布《致首都电影行业的公开

信》（以下简称《公开信》），并称将从优化政务

服务、支持重点项目、做好企业保障三个方面

维护行业正常运转，加大对影视企业的扶持力

度，保障首都影视业稳定发展。

据《公开信》显示，北京市将提前启动本年

度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电影类）、电影专项

资金资助申报工作，出台相关政策加大对影视

文化企业扶持力度，有效降低影院、制片方运

营成本，帮助企业共渡难关；即日起北京市电

影局开通疫情期间服务热线和专邮，并欢迎有

特殊困难和诉求的影视企业及时反映问题、提

供情况，提出意见建议。

而在优化政务服务方面，疫情防控期间，

北京市有关电影行政审批业务正常开展，总体

按照减少流动、在线优先原则办理。且北京政

务服务中心正常受理相关业务，相关行政许可

事项，申报方在线上电影电子政务平台申报

后，可至政务大厅现场提交纸质材料，也可推

迟提交或通过快递方式递送；送审成片可通过

快递方式寄送；特殊项目予以快速办理，最大

限度压缩审批时间；对本年度摄制电影的变更

（延期）时限在原基础上视疫情情况予以延长。

此外，北京市电影局拟对今明两年重点影

片、重点项目和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创作项目开

设绿色通道，给予包括金融服务、财政资助、创

作指导、摄制支持等在内的全链条、全方位保

障，保证重要项目不停工、不流产、不降标，最

大限度降低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广泛征集反

映抗疫事迹的影视作品并择优予以资助扶持。

由于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影响，自今

年1月以来，影视行业受到不小的冲击，不仅春

节档电影陆续撤档，电影院相继暂停营业，同

时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制片委

员会、演员委员会也发布通知，要求所有影视

制片公司、影视剧组及影视演员暂停影视剧拍

摄工作，难免影响到影视制作公司旗下新项目

的进展。

为了降低影视企业承受的经营压力，各方

已行动起来，且北京市政府日前已先后发布

《关于进一步支持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若干措施》《关于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中小微企业

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等，帮扶影视企业

发展。影评人刘贺指出，政策发布之后需进一

步保障优惠措施能够落实到影视企业身上，北

京市电影局通过提前启动专项资金资助申报

工作、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创作项目提供全方

位的保障，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影视企业渡过

当下的难关，稳定后续的经营发展。

近日，部分地区陆续开始了网上“停课不

停学”工作。2月12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表

示，教育部将密切关注疫情的发展变化情况，

审慎研究制定今年高考的具体实施方案。

“最近大家非常关心延迟开学期间学生学

习的问题，‘停课不停学’应该是一种广义的学

习，学习的方式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不仅仅

是单纯意义上的网上学习。”教育部基础教育

司司长吕玉刚表示，教育部整合国家以及有关

省市和学校的优质教学资源，将于2月17日正

式开通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免费供各地自

主选择使用。

吕玉刚介绍，平台的资源包括新冠肺炎防

疫的有关知识、红色教育资源、专题教育资

源、数字教材资源，以及从小学到普通高中主

要学科课程的学习资源。课程时间一般在20

分钟左右。

同时，中国教育电视台四频道也将于2月

17日通过直播卫星户户通平台向全国传输有

关课程。电视频道播出的资源通达农村偏远地

区，覆盖偏远农村网络信号弱以及有线电视没

有通达的地区。

虽然各地返校时间有所推迟，目前以线上

课程为主，但未来开学后如何加强疫情防控，

也是群众关心的话题。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登峰在发布会

上表示，从返校大学生来讲，目前教育部已经

明确要求各地要延迟开学，推迟开学以后，要

进行错峰、错区域和错层次的开学。

“错区域就是疫情严重地区和其他地区要

错开时间，错层次就是大学，包括高职高专、中

专和中小学也要错开，因为中小学基本是在属

地范围内，而大学包括中职和高职都有跨省的

流动，所以这是一个错层次的开学。错峰就是

在同一个地区错开不同时间来开学。”王登峰

解释称。

此外，疫情期间，各类考试、应届生毕业就

业、学生留学等方面也受到一定影响。对于今

年高考会否推迟，王辉表示，“当前距离高考还

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我们将密切关注疫情的

发展变化情况，会同相关部门和各地及时评估

疫情对组织考试可能产生的影响，审慎研究制

定今年高考的具体实施方案。相关工作安排将

及时向社会公布”。

对于原定4月初左右进行的全国硕士研究

生复试，王辉表示，教育部有关部门近期已经

印发通知，明确原定近期举行的自划线高校硕

士研究生的复试录取工作和有关招生单位博

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推迟举行，具体工作安

排由各相关招生单位在所在地省级高校招生

委员会指导下，结合本地、本单位疫情防控情

况确定，并另行通知。

同时，针对寒假期间大学生到企事业单位

实习，教育部也作出了全部暂停的要求，并要

求各高校根据各校的实际情况可以作出适当

减免实习学分的政策。

此外，对于今年高校应届毕业生的求职就

业，王辉表示，在疫情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之前，

为了防止大规模的人员聚集，暂停教育系统举

办的各类高校毕业生现场招聘活动。在此情况

下，教育部将大力推进网上就业服务，教育部

就业平台将紧密联系省级就业平台、高校就业

网和社会招聘网站，组建就业大市场，共享岗

位信息，共同开展网上就业服务。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王晨婷

中小学网络云平台下周开通 教育部将研究高考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