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高迷自制“赠品”催生新商机

成本仅百元

“我对乐高的赠品真的是又爱又恨，

从最开始一早到店里排队为了它买一堆

可有可无的东西，到后来混迹于电商及二

手交易平台高价淘，还不一定能淘到，如

今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省钱又省时的方法，

那就是直接买图纸，然后再根据图纸配颗

粒自己组装，绝对是性价比高，而且旱涝

保收。”乐高玩家田女士如是说。

和田女士有相同经历的乐高玩家并

不少。乐高爱好者刘思琪表示：“我入坑乐

高三年，从去年才开始接触MOC，主要是

没办法到现场去抢购，而且满赠活动需要

达到的消费标准也不低，有时候只想要一

个赠品却需要先花上千元。”

北京商报记者算了一笔账，以乐高

“六一”儿童节推出的小黄鸭旋转木马为

例，该产品一共有140片零件，在电商平

台，除了3只鸭子以外的零件，价格平均下

来在0.3-0.5元，小黄鸭配件目前的价格在

18元一只，在闲鱼上小黄鸭的图纸价格在

1-2元。加上大多商家售卖的颗粒都免运

费，这样计算下来，自己找图并配件的价

格在100元左右。而目前在闲鱼上，小黄鸭

旋转木马平均被炒到600多元。

卖家伺机而动

乐高迷们的热情还催生出了一条赠

品配货生意链。在白天的工作结束后，IT

行业从业者刘先生就变身成某二手交易

平台的卖家，“因为我和妻子都是资深的

乐高迷，三年前，我将当时的一个比较简

单的插件拼图复刻了下来，后来发现圈子

里早就有人做这个生意了，就也动起了这

个心思”。

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如今在电商

平台上做赠品配货的卖家很多，既有专门

卖图纸或配颗粒的，也有从图纸到配货提

供一条龙服务的。以某卖家为例，图纸的

月销量为2337单，另一家有3000多粉丝的

专卖乐高颗粒散件的淘宝店铺月销量为

300多，该店主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自己从

三年前开始卖散件，之前平均月销量在一

两百单，而今年平均月销量能达到四五百

单。店主强调，乐高每次推出纪念款、限定

款产品之后，前来找他配零件的玩家都特

别多。

据刘先生介绍，现阶段由于电子版图

纸可复制性很高，所以价格卖不上去，一

般也就一两元，“由于日常工作比较忙的

关系，我现在店里的图纸基本上都是从别

人那儿打包买过来的，价格上相对会更便

宜。这些图纸有直接复制的官图，也有乐

高资深玩家对照官图扒下来的，但是基本

上都和官图差不太多”。

而在颗粒配货方面，某电商平台卖家

周先生表示，零售的颗粒均拆自乐高官方

套装，所以在质量上不需要担心，“事实

上，玩家要想配齐某款限定赠品其实是有

难度的，基本上不可能在一家店里配齐。

就拿小黄鸭旋转木马举例，除小黄鸭配件

外，其他零件基本上都能在我的店里配

到，但是小黄鸭很难买到，所以好多玩家

都用其他的比如小熊配件来代替”。

图纸质量参差不齐

虽然如今有很多玩家看着官方推出

的图就能大致还原一张一模一样的图纸，

但其实这只是外观上类似，内部结构是不

一样的。

闲鱼卖家钱女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比如小黄鸭旋转木马，玩家扒出来的图和

原图就有差异，从手柄的位置就可以看出

来。而且官方的积木都会有一个编号，自己

去仿照拼出来的模型肯定就没有了。”

“其实我个人还是希望赠品的获得方

式能更多一些，全国只有3家乐高店有小

黄鸭赠品活动，而且就是到这几家门店购

买还得排队抢购，不然也买不到。”乐高玩

家史凯琪如是说。

在业内人士看来，如今玩家通过复制

图纸来得到赠品的做法，其实是脱胎于乐

高LEGOIdeas平台的MOC玩法。对此，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动漫游戏中心

主任邓丽丽认为，这种玩法的初衷其实是

要提高玩家的凝聚力、参与度以及开发玩

家的创造力。然而，现阶段市场上越来越

多的对图纸翻版的行为，乐高官方应该表

明态度，可通过发表声明来减少这类问题

的产生，因为长此以往一定会给品牌造成

损害，“与此同时，玩家要有尊重原创的意

识，人们可以对图纸进行创新，但不能只

是复刻官方的原图。随着人们知识产权意

识的不断提高，未来玩具市场将不断健康

发展”。

至于玩家翻版乐高原图纸的行为是

否构成侵权，对此，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赵虎表示，如果乐高没有申请相

关的专利，玩家翻版图纸的行为不涉及侵

权；而如果乐高申请了专利，玩家只是做

出图纸而没有生产出产品也不构成侵权。

北京商报沸点调查小组

乐高“满赠活动”下的免费赠品总是能引发乐高迷们的狂热追逐，而赠

品的稀缺性也使其在二手交易市场上的身价日益水涨船高。 截至7月14

日，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在乐高近期推出的满赠活动中，新上线的赠品

Hot�Rod改装车，在闲鱼平台上已经被炒到300元。最近，在淘赠品路上越

走越身心俱疲的乐高迷们找到了一条“捷径”，即通过找图纸、配颗粒的方

式自制同款赠品，而这一市场需求也让敏锐的电商卖家们嗅到了新商机。

7月14日，在北京无新增确诊病

例连续8天后，酒店、京郊民宿都迎

来了预订小高峰。据了解，不少京郊

度假酒店周末甚至达到满房， 此外

京郊民宿预订也呈现火热状态。

业内人士表示， 暑期是旅游市场

的旺季， 也是京郊度假酒店回血

的好时机。 但从京郊度假酒店价

格出现分化看， 服务项目齐全且

游乐设施充足的酒店更受青睐，价

格自然水涨船高， 而欠缺特色且娱

乐设施不足的酒店， 则仍旧要靠降

价来吸引游客。

市场快速复苏

北京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的工作人员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上周末，酒店几乎呈现满

房状态。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北京日出东方凯

宾斯基酒店主体建筑共有306间客房，此外还

包含怀柔雁栖湖精品酒店和12栋精品别墅。

不仅是怀柔，位于延庆的北京ClubMed

度假村也呈现出周末预订爆满的情况。据

ClubMed中国区方面相关负责人透露，近两

周该度假村房间早早就被预订一空。此外，北

京商报记者还了解到，如位于密云的海湾半

山温泉酒店等，周末都迎来了不少亲子游家

庭。根据同程艺龙7月第一周的酒店订单量情

况看，较上月同期实现了近15%的增长。

除了京郊度假酒店，京郊民宿的预订也

恢复了往日的火热。据北京怀柔泰莲庭民宿

创始人姚远表示，他所经营的泰莲庭民宿多

个项目上周末也基本处于满房状态。据了解，

目前该品牌民宿在北京拥有多个项目，共有

200-300间客房。

姚远还表示，从7月上旬开始民宿重新恢

复营业后，游客预订量就开始逐渐恢复，周末

一度恢复到七、八成的预订量。谈及同往年预

订情况相比，姚远还透露称，今年受疫情影

响，端午节一度暂时关闭，目前游客数量基本

已经恢复到往年水平，但是预订价格还没有

完全恢复，相比去年，今年房间预订价格仅为

往年的70%-80%左右。此外，怀柔“有院以

后”民宿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近两周游客接待

量陆续攀升，基本已经达到暑期旺季的状态。

华美酒店顾问机构首席知识官、高级经

济师赵焕焱表示，从目前疫情防控情况以及

市场需求来看，虽然部分酒店相关设施，如温

泉、泳池、健身房等尚未完全恢复，但并不影

响暑期本地游市场的复苏。

价格两极分化

在预订火热的情况下，价格本应普遍水

涨船高，但在北京商报记者调查中却发现，部

分京郊度假酒店出现了价格分化的状态。

“几天前登录官方微信预订界面时价格

还是1500多元，今天再登录，能够预订的房间

价格已经在2000元左右，差不多快恢复到疫

情前的价格了。”近期曾前往北京海湾半山温

泉酒店度假的王女士（化名）向北京商报记者

介绍道。

王女士称，自己是于上周末使用了“6·

18”活动时买到的1288元套餐，带孩子前往该

酒店度假的。入住后酒店人数较多，早餐高峰

期甚至要等位。该酒店客服人员也表示，目前

官方微信上的价格已是最优惠价格。除北京海

湾半山温泉酒店外，京城不少高端酒店也均在

“缓过劲儿”后逐渐将价格进行了上调。

具体来看，北京中信金陵酒店5-6月恢复

营业后，价格约为400元/晚起。但目前该酒店

在携程平台上显示的价格则为700元/晚起，7

月18日价格甚至达到了1922元/晚。对此，该

酒店预订部工作人员称，酒店7月18日预订已

经满房，满房后网站可能会把价格进行抬高

出售。另外，该酒店目前虽仍有优惠活动，但

力度较此前有所减弱，且不允许在周五周六

推出活动价格。

与此同时，北京延庆ClubMed度假村也

将于暑期旺季涨价。根据其官网信息显示，7

月该酒店起价为988元/ 晚，而8月起价则为

1188元/晚，且该月大部分日期价格均为1548

元或1458元/晚，该酒店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今年暑期价格相比去年刚刚开业时的确有所

上涨。

虽然京郊度假市场复苏情况喜人且部分

酒店已在逐步抬高身价，但仍有一些酒店靠

降价引流。其中，北京乐多港万豪酒店的价格

就有明显下降。以“阳台豪华双床客房”为例，

消费者5月初在该平台预订的含早价格为

1844元/ 晚，而目前该平台同样时段、同款房

型（不含早）的预订价格则为1020元；携程平台

同款含早房型价格为1342元，比起两个月前，

价格下调了近30%。如此看来，京郊度假酒店

价格在暑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情况。

对此，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

院院长谷慧敏指出，酒店房价是根据市场供

需关系决定的，通常服务较好、娱乐设施丰富

的酒店因为数量有限，所以在暑期出行需求

旺盛时，会出现价格上涨；相反，一些酒店娱

乐设施少、缺乏相应的度假产品，只能通过打

折促销来吸引游客。

借暑期“回血”

“无论如何，暑期对于京郊住宿板块都是

一个快速回血的时机，毕竟今年上半年，京郊

酒店也好，民宿也罢，都处于一个亏损的状

态。”业内人士表示。一家民宿老板表示，今年

本来做了充足准备，希望在端午节抢一波客

流，结果又赶上疫情变化，只得暂时关闭。接

下来，只能寄希望于暑假，毕竟今年上半年民

宿关停了4个月，希望借助暑期客流止损。

除了民宿，京郊酒店也做好了备战暑期

的准备。据了解，北京海湾半山温泉酒店就在

暑期来临之际，率先开放了儿童乐园吸引亲

子家庭入住。

对于拉动本地旅游消费，谷慧敏还建议，

由于今年出境游还未放开，因此不少夏令营

游学产品也无法成团，在此情况下，京郊度假

酒店也可以联合本地教育机构做一些游学产

品或者是夏令营，以吸引亲子家庭。同时，还

能利用这些产品平衡度假酒店平日及周末的

客房收益。

谷慧敏进一步指出，通常度假酒店都是

周末预订人满为患，而平日由于家长们要上

班，周一到周四客房闲置，因此酒店可以联合

教育机构做一些针对12岁以上孩子的平日教

育课程设置，这样既有利于平日酒店经营，又

能在暑期解放家长。

谷慧敏还建言，实际上不仅是京郊度假

酒店，当前商务会议市场压缩，一些市内的商

务酒店生意也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市内酒店

也可以推出一些寓教于乐的活动，甚至搞一

些胡同文化等探秘的游览活动。不过，赵焕焱

认为，相比之下，度假型酒店市场恢复速度较

快，预计7月初步复苏，而商务酒店则可能于8

月逐步回弹，最终这一切都取决于疫情的防

控情况。

虽然暑期京郊游市场复苏在即，不过谷

慧敏提示，酒店、民宿在经营的同时，也同样

需要重视疫情防控工作，毕竟安全是第一位

的，一旦疫情再次出现变化，暑期游市场的努

力都将化为“零”。

北京商报记者 关子辰 杨卉

京郊游回暖 酒店民宿调价引流

部分京郊度假酒店暑期旺季价格出现分化

涨价

5月1844元
目前1342元

北京海湾半山温泉酒店

北京延庆ClubMed度假村 北京中信金陵酒店

7月初价格1500元+��

目前价格2000元+

6月涨价前价格988元
7月价格1548元（周六）

5-6月价格约400-700元
目前价格1000元+

北京乐多港万豪酒店

降价

（阳台豪华双床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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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

自今年冬季因疫情停摆170多天后，跨省

团队游终于在暑期旺季迎来重启。7月14日，

文旅部正式宣布有条件恢复跨省游及“机票+

酒店”业务，同时将景区接待游客最大承载量

从30%放宽至50%。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家旅

游预订平台上，国内跟团游、自由行搜索量瞬

间大幅飙升，部分OTA搜索量相比开放前暴

涨超500%。不过，文旅部也强调，业务重启和

市场恢复都要在做好疫情防控这一大语境下

推进。

跨省团队游重启的“靴子”落地。本次，

文旅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进旅游企业扩

大复工复业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指出，各省（区、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

门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经当地省

（区、市）党委、政府同意后，可恢复旅行社及

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跨省（区、市）团队旅游业

务。同时，中、高风险地区不得开展团队旅游

业务。出入境旅游业务暂不恢复。

不过，《通知》也对旅行社组团规模进行

了要求。《通知》指出，旅行社要严格落实各

地防控要求，根据自身运营能力和供应商、

合作商接待能力，提前发布组团人数等产品

防疫要求，严控团队人数，提倡小规模旅游

团队。要合理安排团队旅游线路、规模和出

游时间，分时段、分批次、分区域开展旅游活

动，避免游客聚集。

此外，《通知》还明确，要做好应急处置。

旅游团队如发现疑似症状人员，旅行社要立

即停止该团旅游活动并第一时间报告，配合

相关部门做好疫情排查和防控措施。

据悉，跨省团队游“回归”的消息发布

后，不少旅行社和OTA迅速推出了相关产

品。众信旅游方面表示，近期将推出的“周游

记”“撒欢儿中国”等系列主题产品灵活调整

为全国各地发团的产品。与此同时，去哪儿

网也上线了5500余条跟团游产品，待相关省

市审核后启动销售。此外，携程表示，已准备

好约12万个跟团游、自由行、主题游、定制游

等各类产品。

同程国旅境内游CEO周中伟表示，从今

年2月起，旅游行业暂停了170多天的国内跨

省旅游终于恢复了，对于旅游行业来说，这

一消息可谓是振奋人心。尚游汇文旅董事长

钟晖表示，跨省团队游重启，有助于拉动暑

期旅游消费，“旅行社在旅游行业中是非常

重要的环节，有着大量从业人员，重新开展

跨省团队游业务，不仅可以帮助企业盘活现

金流，也可以让更多的从业人员复工上岗”。

不过，周中伟也表示，跨省团队游恢复

的同时，也对旅游企业提出了新的工作要

求，在当前国内疫情恢复良好的情况下，旅

游企业仍需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以严格规范

的服务流程和标准，为跨省团队旅游行程提

供安全保障。

与跨省团队游“解禁”一样引发业界高

度关注的还有“机票+酒店”产品的恢复。多

家OTA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该消

息一经发出，“机票+酒店”类产品搜索量瞬

间飙升，而平台也迅速上线了数千条相关产

品，只等开售的发令枪响。携程方面表示，

《通知》发布后，携程平台上度假、酒店、民航

等各个板块搜索量迅速增长。而去哪儿网相

关负责人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截至7月14

日晚9时，去哪儿网上的“机票+酒店”产品实

时搜索量较前一段时间增长2倍左右，目前

已有4000多条产品上线待售。中青旅遨游网

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根据调查，跨省游进一

步放开后，明确表示更倾向于选择自由行/半

自助游的消费者占比42%。

“当前正值暑假，7月、8月预计国内将相

对性地迎来一波持续性的出行高峰。”携程

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数据上看，北京地区暑

期机票预订量已居全国首位，其中，北京游

客搜索三亚热度比上月大幅提升116%；而

在酒店预订方面，北京市民暑期出行需求也

十分高涨。

在跨省团队游、“机票+酒店”业务恢复

的同时，《通知》中对于景区客流“红线”的调

整也令国内旅游业颇为兴奋。“作为拉动大

众旅游消费的核心引擎，景区限流政策的调

整将直接影响各地旅游市场的恢复进程。”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

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表示。

具体来说，《通知》提出，旅游景区要继续

贯彻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接待游客

量由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的30%调至50%。

在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的前提下，采取预

约、限流等方式，开放旅游景区室内场所。

北京商报记者 肖玮 蒋梦惟 关子辰

跨省游重启 国内旅游重新拥抱“诗和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