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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背遇阻 Booking做减法
Booking.com被上海市场监管局认为存在虚假宣传

2019年1月

疫情冲击下，全球最大OTA Booking
集团的日子并不好过。在全球，旅游市场

Booking.com中国区总裁离任

2020年3月

还未恢复，Booking只能通过收缩业务、裁
Booking.com 计划全球裁员25%

员等措施来开源节流； 而在中国市场，

2020年8月

Booking又遭遇着订单遇阻的考验。 有业
有消息称，Booking.com将关闭至少5个全球办事处

内人士分析指出，Booking.com在国内的

2020年9月17日

预订业务出现不顺，实际上与该公司近年
来在中国缩减业务和“水土不服”有着一

124

·Booking集团2020年上半年预订量及营收·（单位：亿美元）

定关系。全球疫情的持续，让这个全球最

预订量

营收

大OTA不断失去市场，而眼下中国旅游市
场正在恢复， 但是Booking.com并没有抓
住这波机会，如此下去，其旅游最大OTA
的宝座将受到威胁。

同比降低

22.88

51%

同比降低

19%
Q1

紧张，一家人出行有大有小，一时之间要找到
满意的酒店也不容易”。
订单不顺
在王先生与Booking.com方面沟通后，
“用了Booking这么多年，订好的‘十一’ 平台最终表示可以补偿先后预订的两家民宿
房间就这样没了。”有近十年Booking.com使 差价，但需王先生先行垫付。虽然问题得到了
用经验的消费者王先生（化名）告诉北京商报 解决，不过这样的预订过程却让王先生并不
记者，自己原本预订好了“十一”期间全家出 省心，甚至影响了出行体验。
行住宿的民宿房间，但却在近几日被平台告
知无法入住。
水土不服？
据了解，王先生一家在9月初预订了位于
北京商报记者查询发现，与国内大部分
上海的“青白宿客栈”，预计入住日期是10月5
日-6日。“订单生成后没有显示任何问题，也 OTA平台不同，Booking.com大部分订单均
并未显示房源紧张。订房后大概一周左右， 采取先预订，到店后付款的模式。到店前消费
Booking.com平台客服打电话称，我们预订 者无需支付房间费用。
至于房间为何会“跑单”，有业内人士告
的几个房间间隔较远，但在详细咨询后仍可
以接受，客服也未提及其余问题。此后一周， 诉北京商报记者，各个OTA对接酒店的模式
该平台客服再次打来电话，称我们订好的房 都不同，但正常会有一个确认的过程，即消费
间无法入住了。”王先生表示，第二次致电时 者通过平台下单，平台再与酒店供应商确认
平台给出的理由是“房源紧张，民宿方面表示 房间及入住时间。
“也有部分平台会与第三方合作通过代
无法接待”。面对这样的说辞，王先生一家人
显然不能接受。
理商拿到房源，也可能出现沟通或对接的问
既然订单已经生成，就说明订房时是有 题。至于上述情况到底是哪一环节的问题，还
房间的，那么王先生的订单去哪了呢？究竟是 要看OTA的具体运营模式。”该业内人士称。
平台未传达给民宿，还是民宿不愿接待二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还分析称，
销售房间？从当前平台的反馈很难得知。王先 Booking.com在国内预订遇阻，也不排除其
生及其妻子表示，“ 当务之急是不要影响行 地推工作做得不到位，由此可见，Booking.
程。我们原本预订民宿的时间比较早，价格还 com在中国扎根并不深。
针对上述情况，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
没有涨到现在这么高，加上‘十一’期间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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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ing.com相关负责人，但截至发稿未收
到回应。
事实上，近期在中国市场，Booking.com
的发展略为波折。
今年3月，北京商报记者从Booking.com
中 国 区 相 关 负 责 人 处 获 悉 ，Booking
Holdings 宣 布 集 团 旗 下 最 大 子 品 牌
Booking.com缤客中国区总裁及全球副总裁
马佳已正式卸任。当时，业内还有消息称，随
着马佳离职，成立一年有余的Booking.com
中国独立事业部也将被取消，不同的业务线
将分别向亚太区和总部汇报。
不过，当时对于中国独立事业部取消的
消息，上述相关负责人并未直接确认，只表示
相关变动不会影响企业在华战略发展方向。
内外交困

在中国市场水土不服的同时，Booking.
com在国际市场上受到的冲击也接连不断。
根据最新发布的第五版《世界旅游晴雨表》显
示，今年上半年，国际游客人数下降了65％。
具体到Booking方面来看，根据Booking集
团公布的二季度财报显示，其Q2总预订量为
23亿美元，同比下滑了91％；Q2总收入为6.3
亿美元，同比下滑了84％。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欧洲疫情仍没有平
息之势。根据法国公共卫生署9月19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当天14时，法国新增确诊病例
13498例，累计442194例。而此前，英国政府
网站数据也显示，9月14日，新增确诊病例
2621例。
“当前国际市场上，疫情还在蔓延，尤其
是最近，欧洲市场疫情反弹，也给旅游业复苏
蒙上了阴影，而欧洲恰恰也是Booking.com
主要的市场之一。疫情肯定会对Booking业
绩产生影响。”有业内人士表示。
而相较之下，国内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携
程、同程等企业虽然也损失不小，不过从其二
季度的恢复情况看，损失在进一步收窄。根据
同程艺龙发布的二季度财报来看，二季度营
收同比仅下降24.6％，业绩呈现回暖之势。
今年8月，业内传出消息，Booking.com
计划在全球裁员25％。而就在近日，Booking
集团还正式批准了Booking.com的裁员计
划。对于裁员的消息，北京商报记者此前联系
了Booking.com方面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
当时表示，25％只是一个可能的最高意向，至
于最终的比例，还是得以实际为准。目前
Booking.com方面正在和劳资委员会、员工
代表协商当中。
伴随裁员而来的还有关闭部分地区
业 务 。9月 16日 ， 据 《电 商 报》 报 道 ，
Booking.com即将关闭其在全球至少5个
办事处，分别位于美国贝尔维尤、华盛顿，
英国伦敦和剑桥，加拿大多伦多等地。针

对此消息北京商报记者再次联系
Booking.com方面相关负责人，不过截至
发稿也未得到回复。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副研究员杨彦锋
分析认为，疫情冲击下，全球旅游出行人数变
少，作为旅游预订平台，由于预订量缩减，肯
定会进行业务上的收缩以减少损失。毕竟，当
前旅游企业要想尽办法“开源节流”。
上述业内人士进一步分析指出，虽然
在国际上，Booking.com拥有庞大的市场
份额，但是其在国内份额却占据甚少，加上
业务收缩，也让它错过了一波发展的好时
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
产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兴斌表示，今年3
月，Booking.com中国区高管的调整，让业
界认为是该企业在华发展的进一步“弱
化”。目前国内旅游恢复情况好于国外，单
从这一点看，也给了国内在线旅游企业以
发展的契机。
杨彦锋还分析认为，短期来看，Booking
集团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毕竟其国际业
务受到影响，而国内在线旅游企业则拥有更
为广阔的消费市场，不过，这种“地位”受到威
胁的情况是暂时的，未来随着疫情的好转以
及国际旅游市场的恢复，Booking.com在国
际市场端业务多少还是会恢复的，但是具体
能恢复多少，还有待观察。
北京商报记者 关子辰 杨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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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妖往事》上线 番外剧探索IP新潜能

更加注重互动。其中，《平妖往事》在播出期
间便会让主创团队将入驻播出平台与粉丝
网剧《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正式上线了番外短剧《平妖往事》，吸引了不
互动，且该平台还将发起相关主题的创作征
集活动。
少观众的目光。《平妖往事》并非首例，今年以来，《传闻中的陈芊芊》《韫色过
内容形式多元化
“其实可以看到，无论番外作品瞄向哪
浓》等多部作品均推出了番外作品，且形式多元，从此前大多时长只有几分钟
在番外剧相继上线并受到剧迷追捧的 方面内容，提前策划准备好还是临时筹备制
的单篇，延展为短剧、电影等多种形态。既顺应了忠实观众的需求，同时也是
同时，如今该类作品的形式也较过去更为 作，在增加剧情的同时，也完成了一次与剧
对原有IP的一次深层挖掘，番外剧的热度或许正源于此。
多元。
迷的互动。”在王佩瑶看来，番外作品的推出
以时长为例，各式各样的番外作品中， 总是满足了部分观众的观剧需求，而随着剧
成本不高，条件有限，以短视频跳跃剪辑的 短的累计只有几分钟，较长的则可成为一部 方提供了这方面内容，便可视为一次有来有
方式推进，希望大家有怀旧之感，在追剧之 精短的网剧，或是以网络电影的形态上线。 往的互动，同时这也是一次观察受众偏好的
热度持续攀升
余，希望这个小故事可以填补追剧日历上的 而在内容层面，番外作品除了延伸原有结局 机会，能够通过番外了解受众对作品的诉
后的情节，或是搭建另一个新结局外，还会 求，并经过检验后，对后续作品的创作提供
9月19日晚间，当不少观众正追看《重 空白”。
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的剧情时，一部名
《平妖往事》只是近年来众多番外剧中 将主题放在补充剧集人物背景、整个故事的 经验与指导。
为《平妖往事》的短剧正式上线，该作品正是 的一员。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仅今 历史空白等。
与此同时，在播出方式上，虽然大多数
《重启之极海听雷》系列作品的番外短剧，并 年以来，除了《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外，
强化长尾效应
以剧集人物刘丧和王盟展开相关故事情节。 《传闻中的陈芊芊》《离人心上》《韫色过浓》 番外作品为正剧全部播出完毕后短期内上
随着越来越多的番外作品相继上线，如
从《平妖往事》现已更新的内容可以看 等影视剧，均曾推出番外作品，而此前包括 线，但也有如《延禧攻略》番外篇《金枝玉
出，该部短剧虽然共有30集，但每集时长只 《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陈情令》《延禧攻 叶》，选择在正剧收官一年后再上线的情况， 何在制作方面下功夫从而产生更好的效果，
有不到3分钟，累计时长预计将不超90分 略》在内的多部热门影视剧，也上线过番外 此外刚刚上线的《平妖往事》则是选择与还 也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
在陈少峰看来，“按照国外流行的形式，
处于更新阶段的正剧同步上线。
钟，甚至不如一部电影的时长。
作品，并在上线后受到剧迷的追捧。
“若从IP的角度而言，通过番外作品的 一种是做续集，即在原剧中找一个点做延
不过，从播出效果来看，该剧仍吸引了
制片人王佩瑶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伸，且不一定是原班人马，也可以根据角色
一次再补充能令正剧所展现的故事情节更
不少观众的注意，热度持续增长。据《平妖往 “与正剧不只是以忠实剧迷为受众，还试图
事》播出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20日14 吸引更多观众不同，番外作品的主要受众群 加完整，形成一个更为丰富的世界观和人物 创作新场景；另外一种则是把关联的几个作
时30分，该短剧的热度已增长至3303。此外 就是忠实剧迷，主要目的在于让剧迷在意犹 角色网络，而不同上线时间的选择，也是在 品做集合，变成一部新剧。而无论是哪种方
据微博话题#平妖往事#显示，该话题的阅读 未尽之时继续满足更多的观剧需求，维系作 延续IP的热度，是对内容价值的一次再挖 式，关键在于给番外剧设立一个有效的支撑
量已达到878万。
品的热度，同时也是对故事情节的另一种补 掘。”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 点，或是人物角色，或是剧情，并强化与原剧
的关系，做好品牌延续性”。
在《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担任编 充，让整部作品更加完整。而这些番外作品 峰如是说。
以电影《冰雪奇缘》为例，该作品便曾推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番外作品上线时也
剧及监制的南派三叔通过微博表示，“短剧 有的是专门为作品特意拍摄制作的，有的只
正剧之外的番外剧，现已成为不少国产影视剧的标配。当下正在热播的

是将此前拍摄过程中未被选用的素材或是
另外设计的结局重新剪辑而成”。

出过《雪宝的鼻子》《生日惊喜》《雪宝的冰雪
大冒险》等番外作品，且以上作品均立足于
原作中雪宝等令人印象深刻的动画角色，由
此衍生出在原有背景下的新故事，正是有了
这一有效的支撑点，因此延续了IP热度。
“目前番外剧最大的问题是在做之前没
有准备，等到想要做时已经没有更多的操作
空间。影视公司要把‘预植入’创意的概念进
一步强化，一开始就要设定模式，思考在模
式里要怎样利益最大化；此外，做番外剧的
创意要有好的亮点、高潮的设计。”陈少峰强
调道。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
鹏举进一步建议，无论是外传还是对某个
情节单独做延伸性创作，创作番外剧最重
要的前提是有大IP，且剧情既要合乎情理，
又要出乎意料。“番外剧是依附于母体衍生
出来的新的内容创作，要符合原剧的特点。
在此基础上要有出人意料的亮点才能吸引
受众。而除了常规的真人作品外，影视公司
也可以尝试做动漫题材，这类题材相对创
作空间更大，且争议相对比较小，更易被观
众接受。”
业内人士表示，番外作品所产生的市场
效果与原剧IP的热度及番外剧的品相有很
大关联。而要想实现剧集IP产业链的长尾效
应，要及时抓住原剧的传播波峰，从情节到
演员演技的每一个环节去强调内容品质。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杨菲

